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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汇能源投资设立 4 家公司
布局配售电、新能源业务 提高盈利能力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海南天汇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拟投资设立海口科通配售电
有限公司、海口蓝能汇配售电有限公司、海南智慧新城
配售电有限公司、海南普天海控新能源有限公司 4 家公
司。
据公告显示，天汇能源拟与三亚多益实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公司海口科通配售电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海南省海口
市，注册资本为 134.4 万元。其中天汇能源出资 53.76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40%，三亚多益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 67.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
程有限公司出资 13.4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该公司
经营范围为电力销售，配电网业务投资、经营，电力技术
咨询、服务，电力能源服务、管理，商业保电、临时供电服
务，电动汽车充、换、放电设施投资建设、经营管理，输变
电、配电设备代维代管，综合能源开发、设计、施工总承
包、利用、经营。
海口蓝能汇配售电有限公司拟由天汇能源与海南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电国际能源投资海南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设立，注册地为海南省海口市，注册资本为 7720
万元，其中天汇能源出资 19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38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中电国际能源投资海南有限公司出资 193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5%。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力销售，配电
网业务投资及运营，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互联网+能源
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节约与环保业务，商业保电、
临时供电服务，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客
户供用电线路与设备代维代管，综合能源开发、设计、施
工总承包、利用和运营。
海南智慧新城配售电有限公司拟由天汇能源与海
南耐迪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国电海南能源销售有限
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海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注册地为海南省海口市，注册资本为 3646 万元，其
中天汇能源出资 546.9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海南耐
迪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458.4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40%；国电海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出资 1276.1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35%；国家电投集团海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出资 364.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该公司的经营范

围为电力销售，配电网业务投资及运营，电力技术咨询
与服务，电力能源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节约与环保
业务，商业保电、临时供电服务，电动汽车充、换、放电设
施和平台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输变电、配电设备代维
代管，综合能源开发、设计、施工总承包、利用和运营。
海南普天海控新能源有限公司拟由天汇能源与普
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
册地为海南省海口市，注册资本为 1 亿元。其中天汇能
源出资 2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普天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出资 4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海口市公
共 交 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出 资 2000 万 元 ，占 注 册 资 本 的
20%；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5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5%。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动汽车的
充、换电设施的咨询、设计、投资、建设及运营服务；电动
汽车和电池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销售、租赁和维修；电动汽车销售、
汽车租赁、汽车服务（最终以工商、税收部门对注册经营
范围审核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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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岛环保拟 设立参股及控股子公司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近日，海南蓝岛环保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拟出资设立参股子公司
海南乡墅装配式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及设立控股子公司
昌江蓝岛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公告，蓝岛环保拟与海南建工华海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北京建工华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途
远美宅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子公司海
南乡墅装配式建筑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海南省儋州
市木棠镇木棠大道东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其中蓝岛环保出资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股东海
南建工出资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股东建工华创
出资 37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股东上海途远出资人
民币 2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该公司经营范围为

装配式建筑及部品生产、市政预制构件生产、销售、安装
及相关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昌江蓝岛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拟由蓝岛环保与海南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地为海南省昌
江县石碌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蓝岛环
保出资 6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股东海南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 3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该公司
经营范围为废石、废渣等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处置、销
售与综合利用；建筑骨料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建筑机
制砂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建筑粉体材料的生产、加工
及销售；海工材料等新材料的生产、加工及销售；预制
混凝土制品及构件的生产、加工及销售；环保产业项目
投资。

优化分层 新三板改革新举措呼之欲出
三类股东持股红线、如何优化分层，一系列困扰新
三板发展的问题，在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清晰，改革新
举措也呼之欲出。
中科沃土董事长朱为绎近日在 2017 新三板年度盛
典暨点金奖颁奖典礼上表示，当前新三板最大的七寸就
是三类股东，这是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主要的矛盾，先
把这个矛盾解决了，下一步降低投资者门槛，所谓的分
层差异性配套制度就容易解决了。
分析认为，优化分层制度、
“ 三类股东”解决方案也
具有再优化这一特点，如优化分层相关指标，提高创新
层企业股权分散程度和增加创新层企业披露季报的要
求，均是最大限度地对标 A 股企业。而“三类股东”解决
方案的推出，更是为具有“三类股东”背景的挂牌企业疏
通 IPO 之路。
优化分层指标要求和提高信息披露要求，将无限对
标 A 股企业治理水平，这也是未来新三板再分层推出精
选层的必要路径，更是推出精选层流动性方案的“先行
棋”
。
关于优化分层，近日股转领导在最新讲话中也给市
场指明方向。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业务部总监李永春近
日在某大型新三板峰会上表示，新三板将紧紧抓住市场
定位，服务于科技型、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服务于
实体经济。下一步新三板改革要以优化分层为抓手，实

施不同的制度安排。
李永春指出，虽然 2016 年新三板就已经实施分层制
度，将挂牌企业分成基础层和创新层，但是分层的效益
有待进一步优化。目前的分层制度没有把规模、盈利能
力强、流动性高的企业都分进创新层，也没有把股东人
数多、流动性需求高的企业放在一起，造成创新层和基
础层差异化不明显。
李永春表示，下一步新三板要进一步优化分层制
度，待分层制度优化完成以后，实施不同的制度安排，这
是 2018 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也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联讯证券新三板研究组组长彭海预计，在创新层基
础层再分层应该还比较早，这个精细主要在于现有分层
上一些制度的细化。
实际上，创新层相对于基础层已经有更高的盈利等
筛选要求，创新层现有三套标准与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定
位有所偏差。其中，首套盈利性指标年均 2000 万元净利
润已经超过创业板标准，对小微企业要求过高，需要下
调。第二套成长性指标设置 4000 万元营收和年均 50%
增幅，容易造成业绩不稳定。股转公司监事长邓映翎近
日在广州公开讲演时也认为，基本的创新层都没做好，
上面再去分层很难，因此细化分层制度要进行认真研
究。
（投资快报）

海航技术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多项人事议案。
会议决议公告称，由于公司经营需要，拟免去曹凤
岗董事、董事长职务，拟免去谢皓明董事职务，拟免去丁
拥政董事职务，同时提议选举包启发、王琪、龚瑞翔担任
公司董事。
此外，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张志刚先生公
司总裁职务的议案》和《关于免去郭华伟先生公司副总
裁职务的议案》。

南海网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近日，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告显示，为进一步开拓公司业务，适应公司战略
发展，拟增加“策划组织晚会、体育赛事、演艺活动、礼仪
庆典”的经营范围。据悉，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和《公司
章程》修改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至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海南沉香

股东质押股权担保授信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海南香树沉香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丁宗妙质押不超过
350 万股，为向海口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最
高额不超过（含）1000 万授信提供担保。
据悉，本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3.63%，质押期限
为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丁宗妙
为 公 司 董 事 长 ，所 持 股 份 总 数 2140 万 股 ，占 总 股 本
22.21%。此前丁宗妙曾两次质押股权向银行申请贷款，
分别为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为向海口苏南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 1500 万元贷款，质押 480 万股股权，占公
司总股本 4.98%；2017 年 9 月 21 日，为向海南文昌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800 万元贷款，质押 1200 万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 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