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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广告

序号 债务人 所在地 币种 本金 利息 基准日 担保人 抵押资产状况 其他

1
烟台林青工
贸有限公司

烟台 人民币 9,948,678 . 20 9,551,122 . 81 2019年8月31日

烟台林青工
贸有限公
司、柳晓
燕、王平、
姜培华、柳
松华

1、抵押房地产：房产证号1：栖房权证栖城房字第00037234号，位于栖霞市臧家庄镇东林村南，混合结构，2层，建筑面积1429 .98平方米，工业用途；
房产证号2：栖房权证栖城房字第00037986号，位于栖霞市臧家庄镇东林村南，混合结构，1层，建筑面积3559 .23平方米，工业用途。已办理抵押登
记，房产他项权证编号：栖房他证栖城房字第00016512号，登记时间2012年4月26日。土地证号：栖国用（2008）第281744号，工业用地，出让，面积
23 .44亩（15616平方米），终止日期至2058年8月29日。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土地他项权证编号：栖他项（2012）第280215号。2、抵押房地产位于栖霞
经济开发区（中桥）宝桥公寓3区1号楼东起第2-7号商铺，房产证号：栖房权证栖城房字第0038317号，混合结构，总层数7层，所在层数1-2层，面积
1230 .66平方米（1 .85亩），设计用途：商住，登记时间2009年6月。房产他项权证编号：栖房他证栖城房字第00016511号，登记时间2012年4月26日。土地
证号：栖国用（2009）第280670号，位于栖霞经济开发区宝桥公寓3区1号楼，面积185 .4平方米，商业，出让，终止日期至2046年7月14日。

2
烟台市莱山
区利建石材
有限公司

烟台 人民币 7,687,221 . 91 1,012,036 . 53 2019年8月31日
孙华东、孙
文涵、孙永
高、封苗苗

抵押房地产位于莱山区迎春大街芳花园商贸城5号楼101号，房产证号为烟房权证莱字第L012411号，面积614 . 11平方米，总层数4层，登记时间
2013年1月29日，规划用途为综合楼。土地证号：烟国用（2013）第2066号，商服用地，出让，终止日期2036年7月17日，使用权面积为403 . 6平
方米。已办理抵押登记，他项证号：烟房他证莱字第L012201号。

泰和新材上半年

实现净利润1 . 23亿元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泰

和新材(002254)30日发布2020年

半年度业绩快报称，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10 . 89亿元，同比

下滑14 . 1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 . 23亿元，同比

增长31 . 20%。基本每股收益

0 . 20元，同比上升33 . 33%。

泰和新材表示，2020年上

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收入

有所下降，但由于公司采取了

调结构、控成本、抓管理等一

系列措施，氨纶板块经济效益

有所改善，公司盈利水平出现

了较大幅度提升。

石大胜华控股股东

减持股份近600万股

导报讯(记者 杜海)石大

胜华(603026)30日晚间披露，公

司控股股东青岛中石大控股

有限公司，于7月13日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405 . 3 6万股

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于7月2 9日-7月3 0日，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82 . 4 1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0 . 9%。

石大胜华称，本次减持计

划，是石大控股根据国家有关

普通高等学校校属企业体制改

革的相关精神进行的减持，本

计划的实施不会直接导致公司

治理结构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等产

生重大影响。

索通发展上半年净利

同比预增65.83%到95 . 98%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索

通发展(603612)30日晚间发布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称，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00万

元 到 6 5 0 0 万 元 ，同 比 增 加

65 . 83%到95 . 98%。预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000万元

到6000万元，同比增加60 . 61%

到92 . 73%。

双塔食品3200万股

获控股股东解押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双

塔食品(002481)30日晚间公告

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招

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函告，获

悉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

了质押，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为32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的7 . 35%。

截至目前，君兴农业累计

质押数量为2 . 15亿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的49 . 35%，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17 . 28%。

公司快报
Gong si kuai bao

E

◆导报记者 韩祖亦 济南报道

今年以来，新三板企业“转板”热

度不减，已有逾50家企业成功“闯关”

IPO，其中冲击科创板的企业更是占比

过半。可以说，新三板企业已成为科

创板的重要“后备”力量，堪称“源头

活水”。

日前，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公布了首

批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培育库拟入库

企业名单，囊括了50家企业。经济导报

记者发现，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高信股份”，870805)、山东乾元

泽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乾元泽孚”，

831092)等新三板企业，以及瀚高基础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科英泰商用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科英泰”)等

已退市的新三板企业，占据了首批培育

库的重要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各级政府及国

有投资平台，正成为不少新三板企业加速

发展并谋求“转板”的关键助力。

充分凸显“科创”特色

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资本市场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力量。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此番建立首批科

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培育库，正是根据

《关于推进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的若

干措施》的要求，在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中

遴选已完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估值不

少于7亿元，上年度营收5000万元以上或

近3年累计营收2亿元以上，获得投资机

构投资2年以上的优秀企业入库，进而加

强对入库企业的支持与服务。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入围的

50家科技型企业中，济南、青岛、淄

博、烟台入围企业数量分别为5家、16

家、8家和10家，占比近8成。而新三板企

业以及不久前刚终止挂牌的原新三板企

业，亦占据了关键比例。

其中，2017年2月在新三板挂牌的高

信股份，立足于为客户提供绿色智慧能

源、绿色智慧环保的综合服务解决方

案，涵盖软硬件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

技术服务，其商业模式主要面向政府部

门、企业集团、园区等客户提供能耗监

管整体信息化解决方案及实施服务，还

可为政府部门及企业客户提供各类节能

信息化服务、为清洁能源生产企业提供

咨询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家科技型企

业，高信股份多年来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充分凸显出“科创”特色。

高信股份2019年年报显示，截至

2019年末，公司拥有知识产权共计450余

项，并获批设立“山东省院士专家工作

站”，获得“2019年度青岛市软件产业

名企”称号，并获选“山东省第三批瞪

羚企业”，其研发的“高信重点用能单

位能耗监察监测分析管理系统软件V1 . 0

(V2 . 0)”被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与青

岛市软件行业协会评为青岛市软件产业

“名品”。

同在新三板挂牌的乾元泽孚、山东

深川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川股

份”，832084)，山东得普达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得普达”，833119)，山东汉鑫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汉鑫科技”，

837092)等鲁企，亦均是各自领域的科技

佼佼者。

“猛药”：财政奖补+战略投资

为促进更多山东企业加入科创板，

近年来山东各级政府均纷纷下发货真价

实的“猛药”。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此番建立的

首批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培育库，山

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将入库企业纳入

全省科创板上市后备资源库统一管理，

对IPO申请获证券监管部门或证券交易

所受理的，省财政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最

高2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并鼓励入库企

业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推动符合条

件的入库企业享受省企业研发投入财政

补助政策，最高补助1000万元；而对于

升级为相应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入库企

业，省财政按规定给予每个1000万元经

费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各级国有资本

投资平台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战略投资，

从而充分发挥股东责任与义务，更是助

力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与企业共同成

长的根本之策。

其中，2017年3月，高信股份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拟向青岛国投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下称“国投金融”)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500万股(含)，每股股票价格为12 . 8

元，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6 4 0 0万元

(含)，以主要用于节能环保业务项目投

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而国投金控，正是青岛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青岛国投”)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青岛市国资委对公司创业投

资的主业定位，公司主导金融创新，实

现传统信贷投入与股权投资的有机结

合，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支撑作用，加强对科创企业的金融扶

持力度。”青岛国投相关负责人对经

济导报记者表示，国投金控一直致力

于打造管理精细化与服务个性化为一

体的投后管理模式，“通过精细化

‘管理’做到充分控制投资风险，通

过个性化‘服务’及时解决被投企业

遇到问题，力求最大范围覆盖被投企业

的需求。”

山东扶持政策颇为给力 新三板企业加速谋转板

高信股份等成科创板“后备军”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号称中国“法律电商第一股”的济南中顾

法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顾法商，

835143)，近日收到股转系统的年报问询函。据

悉，该公司近两年持续亏损且净资产为负值，

员工也大量流失，这引发了监管层的关注。

货币资金余额仅为80余万元

据财务数据，中顾法商近两年营收持续下

滑：2019年、2018年收入分别为1056 . 66万元、

2583 . 77万元，净利润分别为-713 . 83万元和

-831 . 53万元，净资产分别为-1328 . 39万元

和-614 . 55万元。近两年，公司资产负债率分

别为489 . 25%和231 . 39%。

中顾法商曾披露，为了保障公司的持续经

营，将深入挖掘现有客户资源，发挥互联网平

台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

服务质量，促进客户二次消费；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为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将会及

时提供相应资金资助。

然而，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明显。与此同

时，股转系统关注到，该公司期初员工为307

人，期末员工仅为130人。截至期末，公司应

付职工薪酬余额198 . 49万元，公司货币资金余

额则为80 . 48万元。

对此，股转系统要求中顾法商，结合针

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改善措施及当前执行

情况，说明相关措施对改善经营情况的有效

性，下一步经营计划及提高盈利能力拟采取

的相关措施；结合报告期后员工流动情况，

说明报告期后公司员工是否继续大量离职，

生产经营是否停滞；结合短期借款、其他应

付款、应付职工薪酬的期后偿还情况，说明

是否存在拖欠员工工资情况，是否存在现金流

风险。

与伤脑筋网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019年度，中顾法商向济南伤脑筋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伤脑筋网络” )提供

196 . 80万元借款，报告期内收回39 . 70万元。

截至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列示尚有157 . 10

万元借款未收回。上述借出和收回款项，分别

在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

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借款事项经

事后补充审议。

同时，截至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尚有伤脑

筋网络28 . 59万元的欠款，款项性质列示为“代

收款”。中顾法商解释，因合作伙伴伤脑筋网

络经营困难，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

不超过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

2020年6月30日。资金出借期内，伤脑筋网络

免收为中顾法商代收款的手续费。

那么，中顾法商在资金紧张，且通过降低

成本、节约费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

下，为何还要向伤脑筋网络提供借款196 . 80万

元？公司与伤脑筋网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

述借款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对此，股

转系统提出了疑问，并要求其结合公司业务模

式，说明通过伤脑筋网络代收款的原因及合理

性；公司以前年度是否与该公司存在代收款业

务，手续费收取标准如何确定；报告期内，通

过该公司代收款合计金额及免除的手续费金

额；伤脑筋网络代收的28 . 59万元款项仍未转

交公司的原因。

此外，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伤脑筋网

络注册资本 1 0 万元，且无实缴资本。因

此，该公司是否具备还款能力，中顾法商

是否存在无法收回上述款项风险，亟待后

续观察。

对于上述诸多疑问，中顾法商须在8月12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股转系统。

中顾法商资金紧张
仍借出近200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拟对下列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债权信息如下：

特别提醒：以上资产信息仅

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上述资产可组包处

置，可单户处置。我分公司可能

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项目和处

置方案做适当调整。

上述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

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

备相应的财务状况等条件，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

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

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

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

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姜先生、高女士

联系电话：0532-58760761/

0532-58760763

通信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

南区香港中路6号甲B座三楼

邮编：26607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青

岛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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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关于烟台地区资产包项目处置公告

单位：元

导报讯(记者 孙罗南)31日一早，

泰禾集团(000732)发布关于控股股东签

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称，

其于当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泰禾投资” )通

知函，泰禾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黄

其森与海南万益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下

称“海南万益”)于2020年7月30日签署

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泰禾投资

拟将其持有公司的19 . 9%股份转让给海

南万益。

资料显示，海南万益成立于2020年5

月29日，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万科”)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公告，各方一致确认：标的股

份系泰禾集团19 . 9%的股份(共计约4 . 95

亿股)。该等标的股份包含了表决权、资

产收益权等完整的股份权利。标的股份

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 . 90元，对应泰

禾集团19 . 9%股份总对价为人民币24 . 27

亿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值得一提的是，公告显示，此次交

易达成还需若干前提条件，其中包括：

泰禾集团制定债务重组方案并与债权人

达成一致，债务重组方案能支持泰禾集

团恢复正常经营，能支持泰禾集团可持

续经营，并且该债务重组方案能得到泰

禾投资与海南万益的一致认可；海南万

益对泰禾投资完成法律、财务、业务等

尽职调查，且各方已就尽职调查中所发

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及拟议交易的方案

达成了一致，不存在影响拟议交易的重

大问题，泰禾投资及 泰 禾 集 团 的 资

产、债务及业务等不存在影响泰禾投

资及/或泰禾集团持续经营的重大问题

或重大不利变化。

万科要收购泰禾集团19 . 9%股权

E 资本动向

山东各级

国有资本投资

平台对于科技

型企业的战略

投资，更是助

力企业走上发

展快车道，与

企业共同成长

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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