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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记者从全国股
转系统获悉，6月，新三板挂牌公司共完成
48次股票发行，合计融资15.24亿元。融资
金额在1亿元及以上的有5次，其中融资规
模最高的企业是长江文化（837747），融资
1.34亿元。6月共披露发行方案41次。

从募集资金用途来看，6月共有24次
发行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比50%；

11次发行用于项目融资，占比22.92%；6
次发行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债务，占
比12.50%；4次发行用于股权激励，占比
8.33%；2 次发行用于收购资产，占比
4.17%，1次用于其他用途，占比2.08%。

今年以来，共有364家挂牌公司完成
369次股票发行，累计融资金额174.15亿
元。其中，有184家小微企业完成184次

股票发行，累计融资金额 38.98 亿元，占
比22.38%。

此外，6 月共有 14 家挂牌公司披露
收购报告书，交易金额合计 10.15 亿元。
其中，秦淮风光（872618）被上市公司南
纺股份收购，涉及交易金额合计 2.72 亿
元，占6月收购交易金额的26.80%。今年
以来，共有63家挂牌公司发生收购，涉及

交易金额52.20亿元。其中，7次是被上
市公司收购，涉及金额 37.69 亿元，占全
市场收购次数和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11.11%和72.19%。

6月，共有5家挂牌公司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涉及金额 8.63 亿元。今
年以来，共有8家挂牌公司发生重大资产
重组，累计交易金额9.55亿元。

今年6月，新三板合计融资15亿元
今年以来共完成369次股票发行，累计融资174亿元

随着以互联网、云计算和
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的迅
速发展，数据中心已成为信息
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

2018 年 6 月，澄迈华为政
务云项目正式入驻易航科技位
于海南的南方数据中心，为易
航科技智慧服务再添强劲力
量。自此，易航科技已拥有自
主建设和运维的南北两大数据
中心——南方数据中心（海
南）、南方灾备中心（海南）和北
方数据中心（北京），两个数据
中心均达到国际TIA-942 T3/
T4设计标准，可为客户提供安
全可靠的IT基础设施服务。

作为一家专注于数字化基
础设施运营和智慧型信息综合
服务商，未来，易航科技数据中
心将持续秉承资源共享、合作
共赢的理念，为客户提供更专
业更优质的服务。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崔宝娟

南方数据中心——
海南等级最高的第三方数据中心

易航科技南方数据中心位于海南省澄
迈县海南生态软件园区，于2015年12月投
入运营，总建筑面积12500平方，按照全球
最高安全级别Tier4标准设计，是海南省等
级最高、安全性最高的第三方数据中心。
具备 IDC、ICP、ISP、IRCS 等全业务牌照，
通过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拥
有 ITIL 和 ITSS 等行业高标准运维资质和
成熟稳定的运维体系，南方数据中心提供
7×24小时的安全、网络、基础设施等全方
位运维服务。

据介绍，南方数据中心拥有 6 个标准
机房模块，13个各类机房，最多可容纳810
个机柜（42U 4KW/7KW 标准）。可为客
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IT 基础架构运维，
包括机柜空间租用、网络接入、服务器托
管、IT 系统运维等全方位服务，同时可提
供基于机柜租用的安全等保三级解决方
案，助力客户通过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
认证。

此外，该数据中心还提供基于机柜租

用的安全等保解决方案。易航科技相关负
责人介绍，机柜租用安全等保解决方案是以
南方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机柜租用为基础，为
客户提供满足等保三级合规标准的安全防
护体系、安全运维服务、安全响应支持服务、
等级保护测评支持服务等。客户通过共享
使用南方数据中心安全防护体系，无需自购
安全设备，也无需投入专业运维人员和费
用，即可一站式达到等保三级要求。

北方数据中心——
满足航空、金融等行业要求

易航科技北方数据中心，位于北京货
运北路3号首都国际机场新华航空北京基
地内，2011年投产，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按照国际数据中心Tier3标准设计，通过信
息安全等级保护3级，双路市电、UPS、N+1
柴发电力保障，配电及暖通系统核心设备
2N冗余，可接入多运营商线路，能根据客
户需求实现物理隔离，能满足航空、金融等
行业高可用性、安全性要求。

该数据中心拥有一批具备基础设施运
维、网络运维、IT系统运维、信息安全运维

的专业团队，根据多年业务实践建立完整
运维体系，具有ITSS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
护二级资质，可对外提供 7×24 小时一体
化运维服务。

易航科技北方数据中心的对外托管机
房面积500平方米，共有160个42U标准机
柜（4KW、8KW、10KW），可对外开放提供
机柜租赁服务及配套运维服务。

该数据中心拥有电力供电可靠性高、
专业化的本地运维团队、金融、航空级保障
能力等特点；同时提供包括数据中心巡检、
综合监控、介质保管、远程IT管理、标准场
地租赁、定制化场地租赁、智能备件库等在
内的基础设施运维和空间租赁服务。

易航科技作为海南首家挂牌新三板的
高科技企业，一直专注于云计算、大数据、

“智慧+”解决方案，涵盖政府、金融、航空、
旅游多个行业。面对信息时代的战略机遇
和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易航科技坚持“共
享、分享”的发展观，运用“云大物移”等先进
技术，帮助传统行业重塑商业生态体系，最
大化释放企业的商业生态价值，并积极促使
自身成为产业互联网的推动者和DT时代
的领军企业。

易航科技构建南北两大数据中心
致力提供安全可靠的IT基础设施服务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天汇
能源公告了两起关联交易，分别是向
莺歌海盐场租赁土地用于建设海南莺
歌海盐场天汇能源光伏发电项目，及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电公司（下称

“保亭农电”）拟以8宗土地作价增资天
汇能源全资子公司海南天汇能源保亭
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公告，天汇能源向莺歌海盐
场租赁土地用于建设海南莺歌海盐场
天汇能源光伏发电项目，租赁期限共
20年，年租金为104万元，共计2080万
元。海南莺歌海盐场有限公司系天汇
能源控股股东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保亭农电以 8 宗自有土地作价
1787.6万元增资海南天汇能源保亭发
电有限公司，增加该公司注册资本
1235.24万元至5855.24万元，股权比例
为 21.1%。保亭农电是天汇能源股东
海南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亦是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天汇能
源表示，此次关联交易是为解决保亭
发电经营性资产与所在土地权属分属
不同公司的问题。

天汇能源

公告两起关联交易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海南沉香于
日前补发股权质押公告，公告显示，公
司股东杭州红鑫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质押 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 5.18%，本次股权质押用于股东沈根
其及其配偶滕淑青融资，融资最高授信
为 4 亿元，所得资金作为其个人经营投
资使用。

补发说明公告称，2019年6月25日，
公司股东杭州红鑫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浙江物产元通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质押
800万股股权用于股东沈根其及其配偶
滕淑青个人融资担保，并于 2019 年 6 月
25日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由于未
能及时接收到质押登记信息，导致公司
未能在股权质押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告显示，在本次质押的股份中，
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800 万股为无
限售条件股份，质押期限为 2019 年 6
月 25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20 日止。质

押权人为浙江物产元通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海南沉香表示，所涉及的股份不是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包括本次质押
股份在内，如果全部在质股份被行权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本次股权质押非用于公司生产
经营，系股东沈根其及其配偶滕淑青融
资担保使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
影响。

海南沉香

质押800万股用于股东个人融资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7 月 8 日，
新三板海南公司紫竹星发布公告，拟
以人民币 697.47 万元将持有的海南合
美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合美药业”）
100%的股权转让给湛江春天世纪药业

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美药业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紫竹星表示，本次出售资产是为

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提高

资 产 使 用 效 率 ，公 司 拟 在 经 营 模 式
转 型 的 同 时 ，择 机 出 售 协 同 效 应 较
弱又处于连续两年出现经营亏损的
资 产 ，符 合 公 司 发 展 战 略 和 长 远 利
益。

海南紫竹星

697万元转让合美药业100%的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