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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10 月 12 日，
蓝岛环保（834335）发布公告称，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公司
申请从新三板摘牌的相关议案，经向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该公司股票自2021年10月13日起
复牌。

今年8月26日，蓝岛环保公告，基于
公司经营发展战略规划，经慎重考虑，拟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终止挂牌。公司股票自2021年9月
29日起停牌。

对于否决议案的原因，蓝岛环保称，

是基于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和目前资本
市场的发展状况考虑，并为保护股东长
期利益考虑，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充分
讨论后认为保留公司股票在新三板挂牌
使公司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蓝岛环保于 2015 年 11 月挂牌新三
板，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服务
商。该公司拥有专利技术和专业团队，
为城市、开发区、大型工业制造企业、以
及大型矿山提供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处
置合作服务（含收费服务和产品打包销
售）；同时利用处置加工后的各种工业固
废原料，通过专有技术和配方，加工生产

各种粉体材料和绿色建材制品，获得增
值收益。该公司通过在生态产业链前端
的固废处置收费和中后端多层次的建材
产品价值增值来实现环保全产业链盈
利，并以此获取利润和现金流。《证券导
报》记者查阅蓝岛环保披露的公告发现，
该公司在挂牌期间未进行过股票发行等
融资行为。

业绩方面，2021年上半年，蓝岛环保
实现营收 2.37 亿元，同比增长 7.62%；实
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7.55
万元，同比增长 127.98%。2020 年度，实
现营收5.30亿元，同比增长16.57%；实现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1.38
万元，同比增长262.46%。

据悉，截至目前，已有美亚药业、易
法通、玉兰光电等多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撤回了摘牌申请。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
立或是重要原因。

北交所定位于服务中小型创新企
业，设立后，精选层挂牌公司全部转为北
交所上市公司，根据规划，北交所上市公
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这直接利好精选
层、创新层企业。目前，北交所各项建设
工作正在快速推进，新三板对存量企业
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蓝岛环保股东大会否决摘牌议案
股东：留在新三板有更多发展空间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为加强互惠
共赢，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近日，
ST新生（832297）与海南海控美丽乡村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美丽乡村”）
举行座谈会暨签约仪式，双方将在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探索文旅合作
新模式，共谋高质量发展。

ST新生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柏生
表示，非常重视本次合作，并对下一步开

展深化合作表示期待。ST 新生成立于
2010年，作为海航集团旗下独家航媒资
源与销售渠道运营平台，专注于建立航
空优势场景与市场品牌的深度关联，致
力于打造“航空媒体营销+会员渠道变
现+商旅增值服务”三位一体的营销生态
圈。双方合作发展空间大、潜力大。

海控美丽乡村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吴攀龙介绍，公司以瑶城村美丽乡村为

基地，深入挖掘当地文化底蕴和红色内
涵，拓展多业态合作模式和多元化发展
路径，创新思路为项目赋能。

吴攀龙表示，公司作为海南控股“十
四五”规划泛文旅版块的重要项目，此次
与ST新生强强联合，是公司多元化合作
的又一次创新与探索，双方资源优势的
引入，将有利于打造产业融合的新模式，
拓宽文旅发展的新局面，望双方携手推

动当地文化行稳致远。
据悉，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在传媒、

文化、旅游、航空、康养、酒店等业务领域
的优势，在旅游度假、员工关爱、航媒传播
等多方面展开创新化、深层次、多角度、全
方位的深入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深度合作、互惠共赢，抢抓海南自贸港
机遇，共谋双方高质量发展，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ST新生与海控美丽乡村签署合作协议

探索文旅合作新模式 共谋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海控能源于
近日公告称，公司基于区域发展战略调
整的原因，拟将全资子公司海南天能电
力有限公司持有的5家全资子公司100%
股权、对曲周县联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债权在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

具体来看，拟出售股权的5家公司分
别为江西雄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西家
化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玉山县云星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天汇新能源有限
公司、襄阳旭昊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均为
海南省外公司。

本次转让的资产标的涉及海南天能
电力有限公司对曲周县联德新能源有限
公司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委托代建等合同
项下的工程垫资费用、资金占用费、代建
管理费等的3799.18万元债权。

根据未经审计的截止2021年6月30
日财务报告，海控能源拟出售标的股权
资产的资产总额为 4.51 亿元，加上拟出
售标的债权，合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
产总额 25.15 亿元的比例为 19.43%。拟
出售标的股权资产的资产净额为1.47亿
元，加上拟出售标的债权，合计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表期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额9.11亿元的比例为20.31%。

公告显示，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出售
资产及债权事项审计、评估报告出具后，
尚需报有权备案机构备案，且以经备案的
评估结果为基础在海南产权交易所履行
国有资产转让公开挂牌竞价程序，意向购
买方竞价成功并签订交易协议后生效。

海控能源
拟出售旗下资产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根据中视文
化（430508）披露的公告，截至 2021 年 9
月30日，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
账户，以做市转让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7.47万股，已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25.78
万元。

公告显示，中视文化已回购股份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1%，占拟回

购股份数量上限的7.47%；回购股份最低
成交价为2.265元/股，最高成交价为4.00
元/股。

此前，该公司披露回购股份方案，
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根据
方案，本次回购方式为做市方式回购；
回购价格不超过4元/股；拟回购股份数
量不少于 50 万股，不超过 100 万股，占

公 司 目 前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为 0.735%-
1.47%。

根据本次拟回购数量及拟回购价
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4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中视文化已回购股份7.47万股 已支付25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ST易航
（831608）公告，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否决了《关于公司拟收购海航
科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所持 HNA
Training Center NY LLC 100%股权的
议案》《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
案》以及《关于公司在境外成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

否决原因均为因海航集团破产重整
具体方案尚未出台，与会部分股东对重
整方案内容不了解，就上述议案无法做
出判断，故而不予通过该项议案。

《关于公司拟收购海航科技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所持 HNA Training
Center NY LLC 100%股权的议案》，是
为有效解决公司关联资金占用问题，ST

易航或该公司指定子公司拟依据《易航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拟 收 购 HNA
Training Center NY LLC 股权项目估
值报告》（天兴咨字（2021）第0359号）结
果作价人民币31438.96万元收购海航科
技 集 团（香 港）有 限 公 司 所 持 HNA
Training Center NY LLC 100%股权，
该股权交易对价款公司拟以应收海航
集 团 等 关 联 方 款 项 形 成 的 人 民 币
31438.96万元确认债权转移给出让方形
式进行支付。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
案》，是 ST 易航拟与海航科技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以及 HNA Group North
America LLC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关于公司在境外成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是为满足公司收购及处置境外
资产需求，ST易航拟在美国设立全资子
公司，具体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住所、
经营范围、出资方式等以美国当地机关
准登记为准。

ST易航在此前的公告中称，设立美
国全资子公司同样是为解决公司关联资
金占用问题。收购HNA Training Cen-
ter NY LLC 100%股权交易完成后，ST
易航将减少关联方应收款人民币3.14亿
元，未来，公司处置所持 HNA Training
Center NY LLC 100%股权后，可回流资
金充实公司运营资本。

对于后续安排，ST易航称，待海航集
团破产重整方案内容明确后，择机与股
东商议是否再次提请审议。

ST易航三项议案被股东大会否决
涉及资金占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