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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新道科技日
前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拟以人民币375万元出售公司所持有的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1.5%的股
权，受让方为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公告显示，智联友道成立于2016年
3 月 10 日，注册资本 1169.59 万元，经营
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中介服务

除外）；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计算机系统
服务；会议服务；软件开发。（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受让方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吴政平，其
为新道科技控股股东用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新道科技

375万元出售所持公司股权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记者从海南
股权交易中心获悉，海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公示，拟委托海南省信息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使用省互联网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对挂牌企业海南冻品云供
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给予 500 万元的天
使投资。

据了解，海南冻品云供应链科技有
限公司专注于冷冻食品行业，通过 App
移动进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用高品
质、低价格为餐饮业打造方便快捷的极
致体验，打造“餐饮开店必备神器，厨师

采购选品助手”。其开发的“冻品云”App
是中国首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一站式冷
冻食材B2B采购平台，立足海南、面向全
国，致力于为全国餐饮行业提供全品类
的放心食材供应综合服务。上线至今，
已获得2.8万家餐饮的信赖，日均流量11
万人次，日订货 2000 多笔，2018 年平台
交易总额达2.1亿元。目前，公司已经聚
合了新希望六和、圣农发展、双汇食品、
思念食品等 300 余家大牌厂商，直营覆
盖海口、三亚、儋州、琼海、广州五个城
市。

海南股交挂牌企业

海南冻品云获500万天使投资

新三板企业派发年中红包
“科技”企业最慷慨 最高每10股派40元

在 完 成 2019
年半年报披露后，
新三板挂牌公司
纷纷进入权益分
配 期 ，仅 9 月 18
日，就有 18 家公
司披露与分红相
关 预 案 。 东 财
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9月18日，在
新三板 9016 家已
发布 2019 年半年
报 的 公 司 中 ，有
601家披露了年中
权益分配预案，占
已披露半年报公
司 总 数 的 6.7% 。
这一数据虽然比
去年同期的 8.6%
有所下降，但每10
股派 40 元、每 10
股 转 增 150 股 的
大礼包依然颇具
吸引力。

新三板市场中，无论是股票送转还是
现金分红，一直都不缺豪爽大方的企业。
2014年九鼎投资曾创出罕见的每10股转增
1900股的高送转纪录，2018年则有秦燕科
技、理德铭和雷霆股份三家公司亮出了每
10股派100元以上的现金分红计划。目前
来看，2019年的年中分配预案相对理性。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
601家披露年中权益分配预案的公司中，拟
现金分红公司有473家，占比为79%。

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公司拟现
金分红最多，有 326 家，占比为 54%。信
息技术和科研技术服务类公司拟现金分
红的有 164 家，占 27%，是分红占比第二
位的行业。

拟现金分红的企业中，每股派现 1 元
以上的企业有 20 家。点触科技、麦可思、
索纳塔、爱问科技和华语互动 5 家企业派
现最高，分别拟每 10 股派 40 元、每 10 股
派 28 元、每 10 股派 23 元、每 10 股派 20 元

和每10股派19元。
今年年中送转增股份最多的是活力

天汇。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0 股。分红后，活力天汇总股本增至
3.94 亿股。活力天汇属于移动互联网零
售企业，以航空及高铁出行服务为切入
点，通过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
验，进而在场景电商中，为正在消费市场
崛起的新生代中产阶层提供高品牌溢价、
高品质溢价的商品和服务。

制造业派现公司最多

简称中含“科技”的公司，更愿意高比
例分红。2019年年中，现金分红排名前十
的企业中，有6家企业名字含“科技”二字。

点触科技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以未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
元(含税)，从而成为截至 18 日 2019 年年中
分红的新三板企业中派现最慷慨的一家。

高派现有其底气。今年上半年，点触
科技实现营业收入4.7亿元，比去年同期大

增134.15%；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355万元，同比增长89.64%。此次年
中分红，点触科技第一大股东汪雄军将分
得现金1610.8万元。

点触科技成立于 2013 年，专业从事
手机游戏的策划、研发，最近几年业绩一
直很好，最近 3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和净
利 润 复 合 增 长 率 分 别 达 到 230% 和
269%。该公司分红一直很大方，2018 年
半年报，公司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

元；2018 年年报，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派
发 40 元红利的分配方案。

爱问科技每 10 股派现 20 元的分红方
案同样不乏吸引力。爱问科技是一家以互
联网互动娱乐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今年上
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98亿元，同比
增长 1457.55%，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22亿元，同比大增678.75%。公司
连续三年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的复合增长
率分别高达88%和96%。 （上证）

“科技”企业分红最大方

公司决定于2019年10月26日上
午9：30时在海口市万华路18号海口
十二橡树酒店5楼紫薇厅会议室召开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公司营业期限届满解

散和清算并注销的议案》。
二、有关手续：
1、出席会议资格：截止2019年10

月 25 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
授权代表、董事、监事及高层管理人
员。

2、出席会议登记办法：出席会议
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权证
或证券存单，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或证券存单、
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的代理人应
持有股权证或证券存单原件或复印
件（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亲笔
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3、登记时间：2019年10月26日上
午9时30分会议前。

4、登记地点：海口市万华路 18
号海口十二橡树酒店 5 楼紫薇厅会

议室。
三、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

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2、联系人：蒙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22932。

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作为
本人/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海南万国
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