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导报

三板四板

2018 年 5 月 10 日

周刊

本版责编 曾丽园

H10

2017 年，海南新三板公司募集资金 2.39 亿元

督导强化企业质量 迎自贸区建设机遇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卢御
宇）4 月 27 日上午，海南省新三板挂牌企
业持续督导培训会在海口召开，会议目
的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防风险精神，加强券商对新三板
挂牌企业后续督导服务，提升我省挂牌
企业信息披露和规范发展水平。
会上，专家从 2018 年去杠杆背景下
的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做好新三板挂牌
企业的后续督导；新三板挂牌企业财务
报告编制及披露；新三板挂牌企业信息
披露新规、分层制度及监管案例；中小企
业如何利用新三板进行股权融资五个方
面向与会人员进行了培训讲解。
经过五年的建设和发展，
新三板已经
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扩大投资途径的重要渠道。据海南证监
局提供的资料，截至 2017 年底，海南新三
板 挂 牌 公 司 已 达 42 家 ，总 股 本 近
646999.42 万股，其中采用做市转让方式
的挂牌公司共 3 家，采用竞价转让方式的
挂牌公司共 39 家。挂牌公司涉及金融、
互联网、
传媒、
现代农业、
医药、
软件、
能源
等多个行业。截止 2017 年年底，海南辖
区挂牌企业合计实现营业收入近 2900 亿
元,净利润近 180 亿元；
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1.5 个亿，平均净利润近 1000 万。2017 年
全年海南地区新三板挂牌公司实现股权
融资 9 次，
股权募集资金 2.39 亿元。
海南省政府金融办资本信用处处长
廖增梁表示，目前，海南经济体量较小，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意识普遍不高，甚
至有部分企业认为挂牌新三板又融不到
多少资金，意义不大。廖增梁指出，企业
要提高对新三板市场的认识，除了融资
外，企业进入新三板过程中可以在主办
券商的督导下逐步解决财务不规范、资
产 权 属 不 明 晰 、内 控 制 度 不 完 善 等 问
题。这个规范过程能够让企业更好地对
接更高层次的资本市场、吸引产业链条
上战略投资者，企业也才能有较快高质
量的发展。
金元证券场外市场部业务经理万颖
介绍，持续督导是一项持续而长久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券商利用自身在资本市
场的财务、法律、行业的专业知识，辅助
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并对挂牌公司进行培训和业务指
导，降低公司违法违规风险，为公司未来
的发展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郑重宣

布中央支持海南成为深化改革开放先行
实验区，
逐步探索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并提出，欢迎全世界投资者来海南投
资兴业，要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财支援
海南。未来海南将由自贸区向自贸港深
化，打开对外开放新格局，港口经济的乘
数效应也将带动区域经济倍速增长，
海南
的广大中小企业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省金融办廖增梁处长表示，券商应

该协助海南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在企业
规范治理、市值管理、并购重组等方面提
供更全面深入的服务。同时，也希望海
南企业能把握机会，迎改革之潮，乘资本
之风扬帆起航。
本次培训会由海南省政府金融办、
海南证监局主办，金元证券协办，省内 20
家券商分公司、各新三板挂牌企业相关
负责人参加。

4 月 27 日上午，
海南省新三板挂牌企业持续督导培训会会议现场。曾丽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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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净利润 1933.24 万元 同比增长 80.81%

实现净利润 1906.95 万元 同比下降 3.76%

本报讯 （记者 曾丽园）海南成功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该公
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8731.34 万元，同比增长 71.77%；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33.24 万元，同比增长 80.8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为，市场货量供给量增加，
沿海钢铁、煤炭运价上涨，受货运量增长与运输价格上涨双重因素影响，导致公司营业
收入及净利润增幅较大。

本报讯 （记者 曾丽园）海南紫竹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报告期
内，紫竹星实现营业收入 14515.59 万元，同比下降 0.94%；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06.95 万元，同比下降 3.76%。
报告期内，受“两票制”的影响，公司药品销售收入下降，公司为适应行业环境的变
化逐渐进行业务转型，发展药品推广服务，推广服务收入的增加基本弥补了药品销售
收入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宜净环保（839080）

广鑫股份（838751）

实现净利润 1386.51 万元 同比下降 18.53%

实现净利润 554.06 万元 同比下降 23.64%

本报讯 （记者 曾丽园）海南宜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197.68 万元，同比增长 27.83%；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86.51 万元，同比下降 18.53%。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水处理化学品业务保持持续增
长，原有复配药剂保持大的增长，公司新型饮水级聚合氯化铝及造纸用聚合氯化铝业
务增长迅速。而净利润下降主要为报告期内原材料大幅涨价。

本报讯 （记者 曾丽园）海南广鑫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该公司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7898.81 万元，同比下降 9.49%；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4.06 万元，
同比下降 23.64%。
报告期内，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主要产品酒盒订单略有减少。净利润减少系本
期产品酒盒订单减少及营业收入降低所致。

涛生医药（839411）
南海网（870080）
实现净利润 261.33 万元 同比增长 894.13%
本报讯 （记者 曾丽园）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报告期
内，南海网实现营业收入 3661.88 万元，同比增长 26.75%；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1.33 万元，
同比增长 894.13%。
报告期内，该公司通过多种举措开展经营业务，做精做强主营业务，达到了保存
量、扩增量，
净利润大幅增长的效果。

财富无线（870093）
实现净利润 242.71 万元 同比增长 11188.27%
本报讯 （记者 曾丽园）海南财富无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财富无线实现营业收入 3937.61 万元，同比下降 5.79%；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2.71 万元，
同比增长 11188.2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减少所致。

实现净利润 252.19 万元 同比下降 23.36%
本报讯 （记者 曾丽园）据海南涛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该公司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72.97 万元，同比增长 36.07%；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2.19 万元，
同比下降 23.36%。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主要原因系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拓展业务范围、
合并中泰药业收入所致。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两票制政策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及
财务费用提升所致。

天标科技（870006）
实现净利润 84.38 万元 同比扭亏为盈
本报讯 （记者 曾丽园）据海南天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显示，报告期
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3.49 万元，同比增长 63.86%；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4.38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重大变动的原因是，由于智能终端租赁业务客户数量的
增加和加强景区的营销管理，
销售收入较去年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