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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汇能源拟定向发行 5000 万股股票
总募资逾亿元 海南国改基金全额认购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海南天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日前发布股票发行方案，拟向 1 名对象发行，为新增投资
者。发行对象为海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拟
认购数量 5000 万股，拟认购金额 10500 万元，本次股票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2.1 元/股。
据天汇能源的股票发行方案显示，本次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莺歌海盐场 30MW 光伏项目
建设及东方新龙渔光互补 20MW 光伏项目建设。天汇
能源表示，公司拟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满足经营战略发
展的需要，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
综合竞争力。
资料显示，天汇能源目前现有股东三名，分别为：海
南发控（持股占比 89.63%）、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占比 7.89%）和海南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持股占
比 2.48%）。天汇能源控股股东为海南发控，亦为本次发
行对象海南省国改基金合伙人。海南发控通过海南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海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天汇能源实际控制人为海南省
国资委，其 100%持有海南发控的股权。
据悉，海南国改基金的合伙人有四名分别为：海南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合伙份额 35.9453%；海南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合伙份额 23.9636%；建信（北京）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份额 39.2893%；海南国企改
革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份额 0.8018%。海南国
改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海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新闻延伸
天汇能源此次募集资金，除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外，还将用于两个项目的建设：莺歌海盐场 30MW 光伏
项目及东方新龙渔光互补 20MW 光伏项目。
莺歌海盐场 30MW 光伏项目位于海南省乐东县黄
流镇境内，系利用莺歌海盐场闲置土地面积约 0.34 平方
千米，建设规模 30MW。项目电站拟采用分块发电、集
中并网方案，设计安装 83952 块 360W 单晶硅光伏组件，
以一回 110kV 架空线路接至 110kV 佛罗变电站集中上网
的方案，将系统分成 22 个光伏发电单元。
该项目年均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 1270h，建成后，
平均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约 3838 万千瓦时，节约标煤
1.32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2 万吨，项目节能和环保效益
显著。
天汇能源将以 30MW 光伏电站为基础，进行综合能
源开发配套，
为莺歌海区域提供现代化、
环保型清洁能源
和智能大型微电网，对建设高水平的莺歌海现代化滨海
新区具有重要意义。
东方新龙渔光互补 20MW 光伏项目位于海南省东
方市新龙镇东方农业科技园特种水产养殖基地境内，项
目场址区域光伏电站场内太阳能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
开发前景。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节约标煤 0.94 万吨，相
应每年可减少多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其中减少二氧化
硫（SO2）排放量约为 180.78 吨，一氧化碳（CO）约 2.50

吨，碳氢化合物（CnHm）1.02 吨，氮氧化物（以 NO2 计）
102.70 吨，二氧化碳（CO2）2.23 万吨，还可减少灰渣排放
量约 0.29 万吨。
该项目的建设可减少化石资源的消耗，有利于缓解
环境保护压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项目节能
和环保效益显著。除扩大公司主业发电规模外，更符合
海南省绿色崛起及低碳环保的发展战略。

光伏发电。
（资料图片）

新三板将于 14 日正式发布五支指数
有望引入长期稳定的增量资金
2018 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全国股转公司联合中证指数公司发布了新三板系列引领指数方案，行情将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正式发布。不仅
推出了市场期待已久的创新层指数，也为指数基金敞开了大门。
新推出的指数包括创新层成份指数（899003）、民营企业龙头指数（899301），以及细分行业的三板制造（899302）、三板服务（899303）和三
板医药（899304），
指数聚焦民营企业。
分析人士认为，新三板存量资金有限，且投资最高峰的窗口已经过去，单纯指数设立不会直接提高市场流动性，但通过引导市场资金流
向和投资理念间接改善标的流动性，同时指数基金也有望引入长期稳定的增量资金。

系列引领指数聚焦优质民营企业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证券指数管理办法（试行）》
（下称《办
法》
），并联合中证指数公司发布了 5 个新三板系列引领
指数方案，聚焦优质民营企业。
“考虑到新三板作为海量市场，投资者发现优质企
业的难度较大，虽然前期通过市场分层提高了优质企业
的辨识度，但仍有部分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未被市场挖
掘，有必要通过指数的引导进一步提升市场投融资对接
效率。
”
股转公司表示。
截至目前，新三板共有挂牌企业 10673 家，相当于沪
深上市公司总和的三倍，新三板也是全球挂牌公司数量
最多的基础性资本市场。
股转公司董事长谢庚在第一届指数专家委员会聘
任仪式上发言时比喻称，
“新三板将像一个大超市，指数
分类就好像一个个货架把不同类别的商品分开，让大家
不会眼花缭乱。”
2018 年 12 月 20 日，股转公司召开第一届指数专家
委员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担任首届委
员会主席。
该专家委员会委员还包括，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张冀
华、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何龙灿、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秘书长陈春艳、
中证指数公司总经理马志刚、
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主任顾功耘、
万得资讯董事长陆风等人。
“我国资本市场亟须一套能多维度反映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企业发展特征的市场指数，新三板的这项工作恰
逢其时。”
李扬表示。
目前，新三板市场整体流动性极度低迷，万家企业
日成交总额只有两三亿元。据股转公司发布的年度统
计报告，新三板 2018 年市场累计成交额 888 亿元，较
2017 年下降六成，
换手率大幅降低。
另外，新三板企业 2018 年全年股票发行融资总额

601 亿元，同比缩水 55%，发行次数 1399 次，也较 2017 年
减少了一半。
同时，挂牌企业数量规模和参与市场的资金来源都
停止了增长，挂牌企业总数较 2017 年底减少了约 1000
家，合格投资者账户数仅增加 2.5 万户，其中机构投资者
全年只增加了 5000 户。
“引领指数系列只是对存量资金的偏好引导，单纯
的指数设立不会对流动性产生功能性影响，但能通过引
导市场资金流向和市场投资理念间接改善标的流动
性。”联讯证券新三板研究负责人彭海表示。
从上证 50 指数建立后的流动性变化来看，2004 年 1
月上证 50 指数建立后，同期上证 50 成份股的个股平均
交易额、换手率与波动幅度都明显大于可比的上证 180
成份股。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说，创新层指数推出距离
创新层落地间隔长达两年半，投资最高峰的窗口已经过
去了，如今出台指数对流动性提升、企业融资的改善作
用会大大减弱，但对于入选成份股的公司而言，政策支
持、市场服务等方面会得到倾斜和关注。

指数基金大有可为
三板做市指数在 2018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放量拉升，
涨 0.53%，收于 718.94 点，当天也触及了指数的历史最低
点 713.01 点。
尽管 2018 年新三板市场整体低迷，但还是有一些牛
股脱颖而出，逆势上涨。
2018 年前三季已盈利 4 亿元的电子烟厂商麦克韦尔
全年股价暴涨 2.2 倍，一年还要分红 5.1 亿元，公司市值
已经达到 85.3 亿元。
新三板“新能源车第一股”、汽车设计研发公司长城
华冠也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是公司在 2018 年最后一个

交易日交易量猛增，全年股价累计上涨 49.7%，市值达
52.7 亿元。
它们都是创新层企业，有望入选创新层成指。根据
指数方案，把创新层企业最近六个月的日均成交额与日
均总市值进行排名，排名靠前的、总市值占到样本 85%的
个股将纳入样本股。指数以 2018 年 12 月 20 日为基日，
基点为 1000 点。
三板龙头指数的成份股并不关注流动性表现，只要
是各行业门类的营业收入前三名。三板医药、三板制造
和三板服务三个行业指数成份股主要考虑个股的营业
收入和研发强度。
付立春认为，创新层指数包括各个行业，营收、研发
都没有可比性，而且创新层指数的交易属性更强，通过
创新层对流动性分层，可以拉动整个新三板流动性的活
跃程度，促进新三板改革升级。
根据《办法》，股转公司还规定，证券公司、公募基金
和私募基金都可以使用三板系列指数开发产品，包括各
类指数基金，如非上市基金、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
分级基金等等。
东北证券股转业务总部董事总经理张可亮表示，
“基金公司或者理财公司通过开发指数型投资产品，就
可以直接进入新三板市场，这不但会为新三板带来增量
资金，而且还会是长期的稳定资金，意义非比寻常。
”
不过，在付立春看来，指数的背后对信息披露的全
面性、真实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具有相当的挑战。
“在
注册制背景下，如果成份股的信披有效性出现重大问
题，导致指数基金的损失，谁来承担，这是必须考虑的关
键问题。”
他表示。
对此，谢庚在最近的发言中也提及，
“接下来我们会
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标准化，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让大家找到每一件商品（公司）的时候能参照说明书，让
说明书清晰易懂。”
（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