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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日晚间，神农基因(300189)公告，截至
8月31日收盘，股东曹欧劼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
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5120.81万股，持股比例达到5%，
触及举牌线，并存在继续增持的可能。

本次权益变动前，曹欧劼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公
告显示，曹欧劼是从8月24日开始竞价交易买进神农基
因。公告称，曹欧劼本次增持行为是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的信心及对其良好投资价值的预期。

8月30日，神农基因发布2017年中报，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7.12亿元，同比增长39.29%；净利润为
680.47万元，同比增长30.8755%；每股收益为0.01元。

资料显示，2017年6月9日，神农基因当日收到海南
证监局下发的《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神农基因做出风险提示称，如公司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实施暂停上市。 （王全）

神农基因
获自然人曹欧 举牌吉力

海口龙昆南路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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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赢家，今天您签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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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宏源证券海口龙昆北路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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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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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依法合规经营
安全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本报讯 在监管日益加强的资本市场，海南椰岛
（600238）独董开始作为了。针对单一第一大股东海口
国资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在连续发了20多份内容完全
一样的重大事项进展公告之后，海南椰岛的4名独立董
事坐不住了。9月5日，海南椰岛披露，4名独董已集体
向公司董事会发出质询函，要求董事会即刻对股权出让
方海口国资公司及意向受让方海南建桐公司启动相关
核实程序，并将核实结果以及有关本次国有股权转让事
项的过程文件予以公开。

海南椰岛的此次股权转让可谓旷日持久。简单回
顾，2014年11月底，海南椰岛因股东海口国资公司正在筹
划重大事项停牌；当年12月3日，海口国资公司正式来函
通知其正在筹划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海南椰
岛全部国有股权事项。2015年2月3日，海口国资公司收

到海南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其启动程序公开征集海南椰
岛国有股份转让的受让方，2015年3月30日，海口国资公
司与意向受让方海南建桐正式签署协议，此后再无实质
性进展。据统计，针对该事项公司已发了20多份进展公
告，每次进展公告核心内容完全一样，都写道“国务院国
资委目前正在审核国资公司申请并要求国资公司补充提
供部分说明文件，国资公司正在准备该等文件。”

独立董事对此提出质疑，其在质询函中写道：根据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暂行
办法”)的相关规定，自转让事项筹划至转让协议签署，上
述股权转让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实际耗时只用了4
个月，而后续的“补充提供部分说明文件”工作至今已有
28个月，明显有悖常理，我们质疑信息披露存在不实的
可能。

独董们认为，该事项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性对公司治
理的规范以及长期经营决策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极
有可能损害到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质询函进一步提出，海南椰岛董事会即刻对股权出
让方海口国资公司及意向受让方海南建桐公司对上述
问题启动相关核实程序，并将核实结果以及有关本次国
有股权转让事项的过程文件予以公开。如信息披露存
在违规情况，将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保留采
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据公司财报显示，海南椰岛去年亏损3525万元，今
年上半年亏损706万元。此外，其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在
2016年度内控审计报告中也以强调事项段提请关注上
述股权转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对公司规范治理造成的
影响。 （王全）

月月发同样公告 国有股转让悬而未决

海南椰岛独董向国资发难 吁请启动核查

本报讯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全程可溯源食
品，9 月 1 日，新大洲（000571）与中检集团溯源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检溯源”）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据了解，中检溯源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CCIC，以
下简称“中检集团”）旗下一级子公司，专注于为全球商
品提供溯源解决方案，为政府部门、生产企业、国内外贸
易商、消费者传递信任。公司拥有CCIC和CQC两大
品牌的公信力、遍布海内外的服务网络以及检验、鉴定、
认证、测试服务领域的技术优势，综合运用实地验证、商
品检验、检测、认证、工厂检查等手段，对商品的产地、质
量、特定属性等进行验证，并通过自主研发的全球商品
溯源服务平台，实现商品来源可溯、过程可查、去向可
追。是国际上享有盛誉、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

跨国检验认证机构。
2016年开始，新大洲调整主营方向，成立全资子公

司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及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
依托恒阳牛业集团的牛肉产业平台，展开海外牛肉进
口采购和国外牛肉资源并购业务，通过搭建稳定、优质
的牛肉供应平台，实现了向食品及肉类产业领域的进
军。

新大洲称，为了向消费者传递可溯源的牛肉商品信
息，公司拟与中检溯源建立合作关系，发挥中检集团全
球网络和专业溯源服务技术能力，为公司符合溯源条件
的重点商品，提供境内外原产地验证、商品溯源及检验
检测认证服务，为消费者传递可溯源的商品信息，营造
良好的购物环境。

（王全）

让消费者吃上放心牛肉

新大洲与中检溯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海南上市公司2017年中报一览表
代码 名称 净利润（万元） 同比增减（%） 分配预案 代码 名称 净利润（万元） 同比增减（%） 分配预案

600221 海南航空 114733.3 -31.43% 不分配不转增

600515 海航基础 105962.43 103.06% 不分配不转增

000793 华闻传媒 35950.04 11.46% 10派0.45元

002320 海峡股份 17584.03 68.53% 不分配不转增

000735 罗 牛 山 13039.98 542.70% 10派0.2元

000566 海南海药 11357.61 -0.89% 不分配不转增

000886 海南高速 9143.3 182.55% 不分配不转增

002596 海南瑞泽 6671.43 1006.80% 不分配不转增

000657 中钨高新 5865.56 1072.39% 不分配不转增

000571 新大洲Ａ 4845.32 32.83% 不分配不转增

000567 海德股份 3744.27 3164.47% 不分配不转增

603069 海汽集团 3429.69 -12.18% 不分配不转增

300086 康芝药业 3184.09 32.43% 不分配不转增

300630 普利制药 3122.27 38.16% 不分配不转增

601969 海南矿业 3080.56 130.00% 不分配不转增

000572 海马汽车 2437.33 -86.04% 不分配不转增

002865 钧达股份 2145.69 3.70% 不分配不转增

000505 *ST珠江 1722.61 136.40% 不分配不转增

300189 神农基因 680.47 30.88% 不分配不转增

000613  *ST东海A 171.93 898.85% 不分配不转增

600238 海南椰岛 -706.46 84.40% 不分配不转增

600209 罗顿发展 -1594.56 59.40% 不分配不转增

002693 双成药业 -1754.1 11.40% 不分配不转增

600259 广晟有色 -3227.17 68.00% 不分配不转增

000955 欣龙控股 -3387.7 -187.90% 不分配不转增

600759 洲际油气 -4828.12 -388.64% 不分配不转增

000503 海虹控股 -7998.98 -43.7 不分配不转增

600555 海航创新 -10144.19 -452.50% 不分配不转增

601118 海南橡胶 -12384.65 42.80% 不分配不转增

600896 览海投资 -17709.15 75.20% 不分配不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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