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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各项主要指标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海南省属 17 家国企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41%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海南省国资委召开国
资国企改革发展推进会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记者从
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 257.53 亿元，同比增长 27%。省国资委重点监管的 17
家企业资产总额 1149.94 亿元，同比增长 6.8%；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 206.3 亿元，同比增长 34.11%；累计实现利润总
额 7.08 亿元，同比增长 141.54%。各项主要指标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
提质增效成果得到进一步夯实。

质量效益保持快速增长
今年上半年，省属国企中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实
现同比增长的有海建集团、海南免税、海南高速、海垦控
股、华盈公司、联合资产、省规划设计院、海南产交所、海
钢集团、现代渔业、金林集团 11 家企业。其中，利润总额
过亿或近亿元的有 4 家。
从指标完成进度看，17 家企业上半年累计实现利润
总额 7.08 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2.06%，实现了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的总体要求。其中，海南免税等 2 家企业
已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海建集团、海南控股、华盈公司、
金林集团、联合资产、省规划设计院、海南产交所、海钢
集团、现代渔业 9 家企业达到半年序时进度。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半年，海南免税累计实现利
润 总 额 1.21 元 ，同 比 增 长 129.64% ，完 成 序 时 进 度 的
150.79%。其盈利增长主要由于下属美兰机场免税店销
售毛利率提升及大额的资产成本摊销延后在下半年进
行。
据悉，今年上半年，纳入快报监测的省级和市县级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5209.23 亿元，同比增长 17.13%；净资
产 2053.55 亿元，同比增长 12.36%，两者均实现了稳步增
长。其中，省级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873.41 亿元，同比增
长 15.81%；净资产 852.02 亿元，同比增长 6.25%。

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海南国资国企共完成投资 39.6 亿元，完成
本年计划投资的 50%，达到时序进度。博鳌乐城先行医
疗试验区、博鳌亚洲论坛“一地办会”、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等一批体现“海南精神”和“海南速度”的重点项
目得到省委省政府肯定。
今年 7 月，省国资委策划了中央企业助推“美好新海
南”建设座谈会，海南与中央企业签署了 34 项合作协议，
总金额 1259.3 亿元，涉及新能源产业、海洋基础设施产
业、现代金融服务业、旅游产业等领域。本次活动层次
高、规模大、效果好、影响大，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和国务院国资委的高度肯定。同时，抓好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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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项目的落地。目前，已有 9 个项目在海南注册地方
法人公司或形成正式合资协议，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已经开工建设。
在与市县政府合作方面，目前，海南控股、海建集
团、海汽集团与澄迈、定安等市县合作的 12 个项目已竣
工投产或接近完工。海垦控股、海建集团等企业与市县
政府合作的 23 个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其余部分项目正处
于前期工作阶段。
此外，省属企业还积极走出去，加快重组整合步伐。
海垦控股集团走向东南亚市场并购天然橡胶加工企业，
积极打造世界天然橡胶基地。海建集团加强与老挝等国
家合作，
参与东南亚施工管理市场，
通过收购、
组建、
重组
市县建筑企业和设计单位，壮大发展主业。海南控股构
建了八大产业二级平台，
初步实现了实业与金融业并举、
产融结合、协同发展的产业新格局。海南联合资产公司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成为唯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不良资
产批量收购和处置业务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同时依托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目前已
进驻服务机构 347 家，注册企业 13061 家，服务企业 5000
家，
对接成果 6545 条。组建了海南农垦资产管理公司，
负
责盘活海南农垦原有的低效、
无效存量闲置资产。

全面深化改革初步成势
今年上半年，省国资委形成了以《关于深化全省国

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为牵引，涵盖 16 个重点领域共
26 个对应配套文件。做好“废改立释”工作，共废止文件
15 件，清理失效文件 7 件，修改完善文件 5 个。1+N 改革
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另外，还出台了《关于省属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
制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导企业稳妥推进混合所有
制改革。目前，共有 174 户二级及以下企业发展混合所
有制，占全部企业的 35.2%。目前正在筛选首批员工持
股试点企业。
出台了《关于开展省属企业董事会职权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加快建立以外部董事占多数、权责对等的董事
会。目前，已有 9 家省属重点监管企业建立了董事会，占
省属重点监管企业的 56%。同时，加强对董事会及董事
的考核评价，每年要求提交董事会工作报告及董事履职
情况。
提升资本证券化水平工作有序开展。海垦林产
正在启动“新三板”挂牌申报程序，海垦畜牧积极化解
问 题 ，为 申 报“ 新 三 板 ”扫 清 障 碍 。 已 遴 选 出 晶 辉 盐
业、三叶医药物流、海垦茶业 3 家“新三板”挂牌培育
企业。
集团层面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正式启动，在选择
2 家二级企业作为市场化职业经理人试点的基础上，研
究起草《省属国有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指导意
见》，确定了海汽集团、海建集团两家一级企业开展试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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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新领工程破 100 亿
同比增45％

上半年实现扭亏为盈
净利润 1.11 亿元

营收同比增 138%
利润总额增 500%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2017 年上半年，海建集
团新承领工程合同总价突破 100 亿元，达到 108.75
亿元，同比增长 45.60%，
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2017 年上半年，海建集团实现营业收
入 72.03 亿元，同比增长 15.8%；利润总额 2.23 亿元，
同比增长 7.6%。一季度经营业绩表现尤为突出，合
同总额达 47.61 亿元，同比增长 77.28%。项目类型涵
盖了代建管理和新型的 EPC 模式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房屋建筑、公路、水利、市政基础设施等，实现了本
年度的良好开局。
上半年，海建集团新中标的大项目明显增多，目
前，新承领的超亿元项目已有 30 项，累计合同总额
超过 68 亿元，
占新承领工程量的 63.49%。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上半年，海垦控股集团实
现汇总营业收入 103.73 亿元，同比增长 46.35%；利润
总额 1.45 亿元，净利润 1.11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扭亏为盈，增盈约 4.19 亿元。
其中，二级企业汇总净利润 1960 万元，同比增
长 107.98%，农场与农场公司汇总净利润 9189 万元，
同比增长 248.40%。
长期以来垦区农场都是“国营”体制，政社企合
一，缺乏活力，亏损严重。海垦控股积极推动农场改
制转企为农场公司，真正把农场公司建设成为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市场主体。截至目前，垦区
38 家农场中，除东太、南平、保国 3 家农场外，其余 35
家农场已完成改制，成立 25 家农场公司。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61 万元，同比
增 长 138.9% ；利 润 总 额 实 现 264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500.45%。
其中，旅游业务（含酒店业）收入 7167 万元，同
比增长 21.5%。主要是下属旅游板块企业利用“春
节黄金周”及五一节假日契机，加大招揽力度，做好
旅游安全接待工作，上半年共接待游客 9 万人次，同
比增长 32%。
上半年，该公司房产销售形势喜人，实现收入
6388 万元，对该公司的主业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
主要由于五指山鹿场公司按华盈公司领导调研要
求，加快项目建设，
创新销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