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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ST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编号：2019-013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承诺的基本情况：2019 年 1 月 30 日，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媒体披露了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红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红棉”）、王正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ST 椰岛不低于

公司总股本 5%的股份，增持将基于*ST 椰岛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价和资本

市场整体情况等择机实施。如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增持承诺的实施情况：截止 2019 年 3 月 8 日，海南红舵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红舵”）、海南红棉和王正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2,409,9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增持

承诺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收到海南红舵、海南红棉和王正强《关于股份增持

实施结果的告知函》，为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

整，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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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持主体：海南红舵、海南红棉及王正强 

1、海南红舵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海南红舵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玉沙路 19 号(怡园)城中城小区 C 座 604 房 

通讯方式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玉沙路 19 号(怡园)城中城小区 C 座 604 房 

法定代表人 田高翔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 
91460000MA5T80U74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9 年 1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贸易代理;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其他酒

制造;酒、饮料及茶叶零售;休闲观光活动;商务服务业 

主要股东情况 

泸州老窖红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海南红舵 100%股权；泸州老窖红棉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泸州老窖实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30%、深圳市创东方红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9%、深圳一和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6%、王贵海持股 15%。 

2、海南红棉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海南红棉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碧海大道 31 号恒大美丽沙 0102 区五栋 101 

通讯方式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碧海大道 31 号恒大美丽沙 0102 区五栋 101 

法定代表人 田高翔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91460100MA5T78UL5Y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文化旅游项目投资、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及资产管理

除外)、会计服务 

主要股东情况 
深圳市创东方红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70%，深圳

一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30%。 

3、王正强基本信息 

姓名 王正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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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 4601001966****2731 

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万恒路普罗旺斯小区 13A 

通讯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万恒路普罗旺斯小区 13A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海南红舵为泸州老窖红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窖红棉”）的全资

子公司。王贵海直接持有老窖红棉 15%的股份，并且通过其控股的深圳市创东方

红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控制老窖红棉 29%的股份，因此其合计控制

老窖红棉 44%的股份，为老窖红棉的单一第一大股东，同时，深圳一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王贵海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因此王贵海能够实

际控制老窖红棉 70%的股份，为老窖红棉的实际控制人，从而间接控制海南红舵。

王贵海通过间接持有海南红棉 70%的股份，为海南红棉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海南红舵与海南红棉均受王贵海控制，二

者为一致行动人；王正强担任海南红舵和海南红棉的董事，王正强与海南红舵、

海南红棉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王贵海对外投资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深圳市创东方红

棉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51.5% 

受托资产管理;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

投资管理顾问;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

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受托管理股

权投资基金。 

2 
泸州老窖红棉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15%，间接持

股 29%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北京市希波生物

医学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2%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销售自行开发后的

产品、销售医疗器械 I 类。(未取得行政许可的

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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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深圳市创东方红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海南红棉投资有

限公司 
70% 

文化旅游项目投资、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投资及资产管理除外)、会计服务。 

2 
泸州老窖红棉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29%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3 
泸州汉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35% 

投资与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财务信息

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预包装

食品兼散装食品生产、销售(凭许可证经营);企

业管理;包装材料、包装制品生产、销售(凭许

可证经营);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凭许

可证经营);国际货运代理服务;房屋、场地租赁;

白酒销售(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重庆诗仙太白诗

众酒业有限公司 

泸州汉唐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
81.92% 

生产白酒;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货物进

出口。(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

从事经营 

5 

重庆诗仙太白诗

众开元酒类销售

有限公司 

重庆诗仙太

白诗众酒业

有限公司持

股 100% 

食品销售经营。(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

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6 

重庆诗仙创享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重庆诗仙太

白诗众开元

酒类销售有

限公司持股
66.67% 

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

形象设计;会议服务;公共关系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食品销售经营(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

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中，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老窖红棉对外投资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海南红舵实业有

限公司 
100% 

贸易代理;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其他酒制造;酒、饮料及

茶叶零售;休闲观光活动;商务服务业。 

2 

泸州红舵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00% 

投资和资产管理、受托股权投资资金管理(不含

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有效许可证方可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重庆诗仙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 
100% 

文化和旅游项目开发;城市园林绿化设计及施

工;文化创意设计;景区运营管理;工艺品(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研发、销售;承办经批准的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土地开发整

治、咨询服务(不含房地产开发);公共市政设施

和基础设施开发;物业管理;房屋出租;会议及展

览服务;企业营销策划;食品销售经营。(须经审

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二）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承诺前，海南红舵未持有公司股份；海南红棉持有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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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5,7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王正强通过接受表决权委托拥有上市公司

15,704,256 股股票的权益，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海南红棉及王正强合计拥有

表决权的股票为 22,409,996 股，占公司总本的 5.00%。 

 

二、增持承诺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是基于看好上市公司长期发展前景和对上市公

司目前的投资价值判断而作出的商业行为。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 A 股股份。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5%的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根据公司

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进行增持。 

（五）本次增持股份承诺的实施期限：自增持承诺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

内。增持承诺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

增持承诺将在公司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承诺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日，海南红舵、海南红棉及王正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 A 股股票 22,409,9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增持总

金额为 17,576.66 万元。 

本次增持后，海南红舵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499,6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7%；海南红棉持有上市公司 16,616,0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1%；王正强

持有上市公司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并通过接受表决权委托拥

有上市公司 15,704,256 股股票的权益，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海南红舵、海南

红棉和王正强合计拥有表决权的股票为 44,819,9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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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及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