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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源农业挂牌新三板
要产品是芒果，同时经营农产品贸易。
该公司系以芒果等热带、亚热带水
果种植和销售为主的农业企业，产品主
要为芒果，包括金煌芒、红金龙芒果、澳
芒、台农芒果等，该公司其他产品还包括
龙眼、木瓜、千禧圣女果等优质热带水
果。上述产品为该公司自产并销售的产
品。同时，该公司还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福州希源农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水果产
品贸易活动，贸易的产品主要包括葡萄、

小西红柿、木瓜、苹果、梨子、脐橙、蜜桔
等时令性水果。
据希源农业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显
示，该公司 2014 年营业收入 325.10 万元，
净利润为 106.68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为 4142.03 万元，净利润为 1733.74 万元；
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4844.45 万元，
净利润为 1271.72 万元。
截至目前，海南新三板挂牌企业已
达 33 家。

新三板海南挂牌企业一览表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转让类型
430508 中视文化
做市
430753 琼中农信
协议
831608 易建科技
协议
832297 新生飞翔
做市
832611 凯迪网络
协议
832888 天地人
协议
832905 信源小贷
协议
833042 天汇能源
协议
833359 S
T天涯
协议
833694 新道科技
做市
833835 天鸿设计
协议
834155 海南沉香
协议
834298 皇隆制药
协议
834321 明盛达
协议
834335 蓝岛环保
协议
834858 一卡通
协议
协议
835509 林恒制药

所属行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货币金融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农业
货币金融服务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专业技术服务业
农业
医药制造业
批发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房地产业
医药制造业

易乐物联专注于车联网技术的应用与研发，并向旅游市场转化。海南股交供图

海口龙昆北路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依法合规经营
安全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更大 国内金融集团龙头 沪港两地上市 客户规模领先
●更强 研究实力第一 新财富 NO.1 投研团队 原创资讯每日深度剖析
●更全 投融 理财全品类交易 融资融券 2500 亿上限 沪港通 深港通
OTC 产品等
●更惠 佣金低至万三起（限指定营业部）
●更快 交易通道 买卖极速
●更好 300 家网点遍布全国 7×24 小时线上服务
地址：
海口市龙昆北路 15 号中航大厦三、
十楼

电话：
66736318 66707886

客服电话：
95553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邢
钧）日前，海南股权交易中心在海口复兴
城黑马会全球路演中心举办第 17 期企
业路演。海南中智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和海南树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参加了路演，并提出项目融资需求，融资
总额达 580 万元。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程栋
才、6 家投资机构及企业代表参加此次
路演。本次活动由黑马会全球路演中心
（海口）协办。

海南中智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注册资金 500 万元，
提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等。此次路演，中智信公司旨在为
云计算设备、数据中心平台和旅游大数
据分析软件等方面的建设吸引投资，促
进项目得到更好实施。
融资需求：出让 10%的股份，融资
500 万
融资目的：用于市县旅游大数据中
心建设
●海南树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校
园互联网云打印平台”
项目

物联估值超过 2.5 亿人民币，为企业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
据介绍，易乐物联成立于 2014 年 8
月，2015 年 5 月正式挂牌海南股交中心展
示板。作为全国知名的车联网出行应用
品牌“车咖”的创建者，易乐物联专注于
车联网技术的应用与研发，并向旅游市
场转化，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研发、运营
和服务体系，打造全新汽车生态圈。
海南股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多层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中
心坚持全心全意服务海南省中小微企业
的宗旨，大力建设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积
极为企业提供对接资本市场的平台，不
断拓展各类融资渠道，解决企业面临的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海南股交中心的路演平台、培训平
台、咨询平台和企业家交流平台定期举
行，免费为企业提供培育和辅导，帮助企
业规范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申万宏源证券

两家企业需融资580万

●海南中智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行业洞察”
项目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批发业
新闻和出版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批发业
畜牧业
农业

融资 2000 万元 估值超 2.5 亿人民币
技有限公司完成 A 轮融资。据悉，投资
方为山西金控集团旗下的中合盛资本，
此轮 2000 万元人民币融资完成后，易乐

海南股交举行第 17 期路演

路演企业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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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转让类型
835658 金旅居
协议
835668 权天股份
协议
835726 信立传媒
协议
838274 星捷安
协议
838751 广鑫股份
协议
838962 成功网联
协议
839010 延安医药
协议
839080 宜净环保
协议
839411 涛生医药
协议
839505 九春教育
协议
870006 天标科技
协议
870080 南海网
协议
870093 财富无线
协议
870300 紫竹星
协议
870307 传味股份
协议
870981 希源农业
协议

“车咖”
创建者易乐物联完成 A 轮融资
本 报 讯（记 者 曾 丽 园 通 讯 员 邢
钧）日前，记者从海南股权交易中心获
悉，海南股交挂牌企业海南易乐物联科

H10

·股交资讯·

海南新三板挂牌企业已达 33 家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显示，海南希
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希
源农业，证券代码：870981）正式在新三
板挂牌转让，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据介绍，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态
农业开发种植、水果、蔬菜、畜牧、园艺花
卉、农副产品批发、销售、科研，旅游观
光，电子商务。该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
从事热带、亚热带水果的种植与销售，主

周刊

海南树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注册资本 120 万元，
主要从事计算机网络专业领域技术咨
询、网络技术开发、电子商务信息咨询等
业务。通过路演，树印网络希望能够解
决线下实体店的拓展、网站的开发等方
面的融资问题，加快公司发展。
融资需求：
出让 10%股份，
融资 80 万
融资目的：用于线下店面的开设与
网站的开发
此外，海南股权交易中心的挂牌企
业可以通过预报名的方式参加下一期的
路演活动。可将路演项目 PPT 资料发
送至邮箱：meiyingci@hnexchange.com

海口龙昆南路营业部

各位大赢家，
今天您签约了吗？
日常炒股，
把握资讯就是把握投资先机，
炒股不会分析财经信息如同
“睁眼瞎”
，
因此对
股市财经信息的精准分析成为专业投资人士的必要条件。
申万宏源证券特别推出大赢家签约服务：
除了具备提供股市财经信息的专业分析服务
外，
专业投顾人员利用公司标准化服务系统对行情和股票做细化分析，
判断股市行情指导客
户，
以最人性化微信推送向客户服务。
从现在开始，
关注申万宏源官方微信，
免费享受大赢家签约服务，
一次签约终身免费！

地址：
海口市龙昆南路 1 号华新商业大厦 咨询电话：
66763940 66732462
手机证券：m.sywg.com
网址：www.sywg.com
委托电话：66568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