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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海南企业再添一员

洋浦东源正式挂牌 新三板海南企业达35家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洋浦东源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经全国股转公司同意，
该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6 月 8 日起在全国
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其证券简称为洋浦
东源，证券代码为 871524，转让方式为协
议转让。
洋浦东源本次挂牌上市的主办券
商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为北京市尚元律师事务所，财务审计为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据洋浦东源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显

示，该公司股票总量 5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卢尊显和郭玉婵分别持有公司
50%股份，并分别在公司担任董事长、总
经理及董事，两人为夫妻关系，是公司的
共同实际控制人。
说明书披露，
该公司是独立的第三方
物流服务公司，
专注于集装箱货物道路运
输，
主要为物流公司、
企业、
货物代理公司
等客户提供跨区域全方位的集装箱道路
运输服务。该公司业务模式包括两种，
一
是独立运输模式；
二是外部承运模式。该

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
国内
水路运输船舶代理、货物代理业务，仓储
配送，
集装箱装卸、
租赁、
维修、
拆箱服务，
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
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
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该公司建立了以“海口港”主要港口
为中心的物流业务网络，网点包括：海口
市区、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保
亭、澄迈、琼中、屯昌、临高、洋浦、那大、

昌江、东方、乐东、白沙等地，营运网络覆
盖海南岛文昌片区，海南东线，海南中
线，海南西线四个区域。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9
月，洋浦东源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分
别为 7734.02 万元、
5090.51 万元和 4087.2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00%，主营业务突出。公司自设立以来
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目前，在新三板挂牌的海南企
业达到 35 家。

着眼企业需求，建平台、筹资金、促发展

海南股交中心护航中小微企业发展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邢钧

适应发展明确定位
近日，经过认真研究，周密筹备，海
南股交中心在“海惠盈”平台正式上线
第一单可转债产品，并于当天迅速完成
百万元认购，圆满获得成功。
可转债即可转换债券，是一种可
以在特定时间、按特定条件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海南股交中心首单可
转债产品总额度为 100 万元，5000 元起
投 ，期 限 为 1 年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9%。

日前，海南股权交易中
心在海口举办创新融资业务
沙龙活动，这是海南股交中
心大力联合各金融机构，集
聚银行、企业家共同探讨企
业发展之道，解决企业发展
难题的又一举措。
2017 年以来，区域性股
权市场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
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
（国办
发〔2017〕11 号）为区域性股
权市场健康发展作出明确规
范。
区域性股权市场是为其
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小
微企业证券非公开发行、转
让及相关活动提供设施与服
务的场所。在此基础上，海
南股交中心积极适应新环
境，研究新产品，发挥平台作
用。

此次可转债产品发行主体为海南
股交中心在挂牌企业中严格筛选的海
南本土知名中小企业，承销商是省属国
企海南海控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
为海南省政府明确可以承接财政专项
资金的股权管理公司，拥有丰富的投融
资经验。
作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海南股交
中心的“海惠盈”平台积极遴选并推出
优质投资产品和项目，向投资者提供优

质的海南特色产品及安全的投资产品，
满足市场需求，助力企业发展。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一直是困扰
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通过“海惠盈”
平台发行可转债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便
捷、高效、成本低，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融
资成本。海南股交中心为探索解决企
业投融资问题，同时也为企业规范化治
理和企业信用培育做出了积极、有效的
尝试。

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服务，一直是海
南股交中心积极努力的目标。通过做
足服务企业工作，提高追踪服务能力，
积极在企业和投融资机构之间架设沟
通桥梁，疏通渠道资源，解决企业发展
难题。作为海南省唯一合法的区域性
股权市场运营机构，海南股交中心日益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海南股交中心形
成了具有实效的工作体制机制。以各
市县市场活动为基础，结合对当地企
业的摸底、考察，再引进投资机构，切
实做到精准服务企业发展。扎实做好
企业投融资服务工作，拓展渠道，整合
资源，提供更为宽广的平台和更高效
的渠道。

小微企业正在不断成长、
发展。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海南股交中心
将紧紧围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工
程”，提供专业化服务。通过走基层、进
园区、入企业，点对点、面对面提供服
务，规范企业治理，提供对策和方案，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积极培育企

业成长。
从实际出发，发挥金融机构聚集效
应，为企业提供多样化、全方位的服务，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发
展，在建设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过程
中，海南股交中心将不忘初心，扎实发
挥功能作用。

夯实基础积极行动
立足海南，面向企业，提供多样化
融资服务，这是海南股交中心助力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今年以来，海南股交中心成功撮合
企业获得银行提供总额 330 万元的融
资。成立至今，
海南股交中心已撮合企业
获得2.56亿元融资。
推动企业在海南股交中心获得更

深化功能发挥作用
开展银企对接会；
举办企业路演、
培
训、
咨询和企业家沙龙；
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加强与行业协会合作，
海南股交中心
通过一系列举措，围绕企业服务积极发
力。今年以来，数家企业完成股份制改
造，
登陆海南股交中心交易板，
两家企业
分别获得天使投资或完成 A 轮融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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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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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