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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神农
科技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位于保亭的
56 栋建筑被拆除，拆除建筑面积为
10832.67平方米。该公司表示，该事项
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2019 年 12 月，神农科技全资子公
司海南保亭南繁种业高技术产业基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繁种业”)分别
收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

《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
书》作出没收“七仙岭神农谷南繁种业
国际培训中心”项目内违法建设的 57
栋建（构）筑物，总占地面积 9586.64 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11798.14平方米的行
政处罚决定。

近日，南繁种业接到相关执法部门
的通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综合执法
局、县公安局、县自然与资源规划局和
保城镇政府等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对南
繁种业一期南繁水稻育制种工程研究
中心项目56栋建筑进行拆除，拆除建筑
面积为10832.67平方米，剩余未处理的
建筑还将继续拆除。

神农科技表示，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公司已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对上述
建筑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01亿元，并经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事
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神农科技位于保亭的
56栋建筑被拆除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ST 椰 岛
（600238）重组正在进行时。6月15日，该
公司公告披露，目前，公司正在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等规定编制重组方案，预计将于停牌
期限届满前披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重组预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此前，ST椰岛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
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北京博克森传媒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克森”）
不低于80%的股权；同时，该公司拟向不
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预计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可能构成重组上市。因该事项
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
交所相关规定，经申请，该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6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
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资料显示，北京博克森传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16日；注册
资本14987.701万元；经营范围为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版权贸易；版权
转让；会议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据博克森公司官网资料显示，该公
司现已成为集体育竞赛表演、赛事推广、
媒体运营及搏击职业培训为一体的大型
体育产业集团。公司下有海南博克森置
业有限公司，是其在海南澄迈县投资兴
建“海南世界搏击竞赛娱乐中心”项目的
主体公司，该中心是以体育格斗类运动
项目为核心内容的集体育文化旅游、休
闲娱乐、健身体验中心，体育竞赛表演中
心，国际国内体育组织总部基地，搏击运
动训练、培训基地，体育媒体制作、传播
中心，体育会展、会议中心，配套酒店、公

寓等为一体的体育格斗类运动产业链基
地。

博克森曾于 2015 年 4 月挂牌新三
板，彼时曾被称为“中国体育传播第一
股”，之后由于披露成本较高等原因在
2017年12月摘牌。根据博克森在挂牌新
三板时披露的财报，2017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 5767.08 万元，净利润
1351.16万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

司资产合计为 2.92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ST椰岛2019年年报显示，目前公司
主营业务为酒类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
要产品包括健康保健酒“椰岛鹿龟酒”与

“椰岛海王酒”，同时也包括白酒品牌“海
口大曲”与“椰岛原浆”等。2019年，该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6.25 亿元，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7亿元。

拟定增收购原新三板公司博克森

ST椰岛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继终止收购
俄罗斯最大黄金生产商股权后，海南矿
业（601969）再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6 月 1 日，海南矿业公告称，公司正
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部分现金的方
式收购甘肃金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公司股
票自2020年6月1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6 月 12 日，海南矿业宣布终止该事

项。对于原因，海南矿业称，因对交易标
的的尽调工作进展不及预期，评估、财审
等中介机构未能对标的公司做出全面专
业的评审意见以及相关的正式报告，公
司缺乏判断交易推进价值和风险的基
础；交易双方就收购的重要条款未能协
商一致，尤其是在项目估值和业绩承诺
条款上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故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此外，海南矿业还承诺，自公告之日
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15日开始复
牌。

此次并非海南矿业第一次终止收购
矿产企业股权。资料显示，2017年6月1
日，海南矿业曾携手复星集团拟以 8.87
亿美元收购俄罗斯最大黄金生产企业股

权。时隔 8 个月后的 2018 年 2 月 26 日，
该公司公告称，公司原拟出资 2.43 亿美
元联合复星集团等对上海平聚进行增
资，并由上海平聚出资 8.87 亿美元收购
俄罗斯最大黄金生产商Polyus 项目10%
股份。但因上海平聚与目标公司基于股
权交易事项相关先决条件未获满足，各
方决定终止股权交易事项，海南矿业停
止向上海平聚增资。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海南矿业收购矿产企业又“流产”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6 月 16 日晚
间，海汽集团（603069）公告称，目前该公
司未开展与免税业务相关的业务，未与
相关方就开展免税业务开展任何形式的
商谈。

海汽集团股票在 6 月 12 日、6 月 15
日、6月1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为此，
海汽集团公告称，经公司自查，并向实际
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此公告披
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海汽集团在公告中表示，公司近日

关注到关于公司为“免税”概念股的相关
消息，经公司核实，目前公司未开展与免
税业务相关的业务，未与相关方就开展
免税业务开展任何形式的商谈。截至目
前，公司未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
股东拟将相关免税业务注入公司的相关
信息。

另外，2020年5月12日，海汽集团控
股股东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收到
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注入海南海汽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决定》，海南省国
资委决定将海汽控股公司 100%股权注

入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述
股权注入后，海南旅投公司将持有海汽
控股公司100%股权，海南省国资委不再
直接持有海汽控股公司股权，但仍为海
汽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权注入工
商变更登记事项目前正在办理中。

海汽集团称，除上述事项外，截止公
告披露日，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海汽集团公告称：未开展免税相关业务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6 月 16 日晚
间，海南瑞泽（002596）披露，截至6月16
日，公司实控人张海林、张艺林（两者为
一致行动人）共计减持公司股份1249.01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09%，两者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已超过减持计划
的一半。

2020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收到张
海林、张艺林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
计划的告知函》，张海林计划通过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

的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
份不超过 1074.3 万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0.94% ；张艺林计划通过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不超
过 1150.66 万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1%。

根据其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
况，张艺林在 5 月 15 日至 6 月 16 日共减
持 1149.01 万股，减持价格在 6.98 元至
9.04 元，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99999%；张海林于 6 月 16 日以 7.02 元
的价格减持1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0.09%。经记者计算，两者共套
现约9285.1万元。

本次减持后，张海林、冯活灵、张艺
林（三者为一致行动人）以及张海林、张
艺林控制的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三
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海南
瑞泽股份 4.38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38.17%。张海林、冯活灵、张艺林仍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海南瑞泽实控人减持过半 累计套现约928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