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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戴帽公司——*ST大洲、*ST海
马、*ST 东电、ST 罗顿、ST 椰岛，除今年
刚被戴帽加星的*ST大洲和*ST海马外，
均在2018年实现了扭亏为盈。此前曾因

“2016年度和2017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
值”被戴帽的览海投资（此前股票简称为
*ST 海投），也在 2018 年实现扭亏为盈，
成功摘帽。

据 悉 ，*ST 海 马 是 因“2017 年 度、
2018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负值”被戴帽；而*ST大洲则因“存
在被第一大股东的关联企业黑龙江恒阳

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占用资金的情形”及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被戴帽加星。

根据年报，ST椰岛2018年实现净利
润4051.33万元，公司股票简称已由“*ST
椰岛”变更为“ST椰岛”。ST椰岛报告期
内盈利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公司以公开
挂牌的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海南椰岛阳
光置业有限公司 60%股权，实现税前收
益约 2.19 亿元；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
椰岛综合楼，实现税前收益约7370.57万
元；收到澄迈国土资源局的收储补偿款，

确认澄迈老城土地收储税前收益约
1585.64万元。

2018 年 ，*ST 东 电 实 现 净 利 润
1459.61万元。报告期内，该公司优化产
业布局，强化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稳步推
进。在公司生产经营上做好加快实施技
术改造项目，使产品市场竞争能力明显
提高；酒店公共空间共享开发，获取新的
投资机会和利润增长点；与财务公司进
行金融服务合作，降低财务成本，实现效
益最大化等工作，从而实现扭亏为盈。

ST 罗顿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827.44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股票简称由“*ST

罗顿”变更为“ST 罗顿”。报告期内，该
公司与上海时蓄公司签署《项目合作终
止协议》，就名门世家项目进行权益分
配，并由上海时蓄公司收回公司原持有
的名门世家项目 38.53%的合作权益，该
交易形成投资收益5071.75万元；此外还
与上海东洲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公司所持有的上
海东洲公司 4.25%的股权出售给上海东
洲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双方协商，
最终确认的转让价格为 552.50 万元，该
事项产生的投资收益452.50万元。两个
事项导致该公司利润增长。

3家戴帽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海航基础2018年营收超百亿 盈利18亿元
成海南最赚钱上市公司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实习生 邢暖

截止目前，海南31家上市公司均完成2018年年报披露工作。记者统计发现，2018年，31家海南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60.40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49.90亿元。

其中，有15家公司实现营收超10亿元，海航基础以116.56亿元的营收位居榜首；在归母净利润方面，有21家公司实现盈利，海航
基础以实现归母净利润18.85亿元再次位居第一，成为海南上市公司中的“头号选手”。

此外，五家戴帽公司*ST大洲、*ST海马、*ST东电、ST罗顿、ST椰岛，除今年刚被戴帽的*ST大洲和*ST海马外，在2018年均实现
扭亏为盈。此前曾被戴帽的览海投资也在2018年扭亏为盈，成功摘帽。在盈利能力上，31家公司中有9家归母净利润由盈转亏。

【 】

海南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业绩一览

营业收入方面，2018 年，有 15 家海
南上市公司实现营收超 10 亿元，分别
是 ：海 航 基 础 116.56 亿 元 、中 钨 高 新
81.77亿元、京粮控股74.09亿元、海南橡
胶67.55亿元、*ST海马50.47亿元、华闻
传媒37.85亿元、洲际油气33.26亿元、海
南瑞泽31.21亿元、海南海药24.72亿元、

广晟有色 24.11 亿元、*ST 大洲 15.89 亿
元、海南矿业13.87亿元、罗牛山11.21亿
元、海汽集团11.17亿元、海峡股份10.50
亿元。

净利润方面，2018 年，31 家公司中
有 21 家实现盈利，占比达 67%。其中，
12 家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超 1 亿元，分

别为：海航基础 18.85 亿元、罗牛山 3.89
亿元、海南橡胶 2.29 亿元、海峡股份
2.11 亿元、普利制药 1.81 亿元、京粮控
股 1.68 亿元、海南高速 1.66 亿元、中钨
高新 1.36 亿元、海南瑞泽 1.22 亿元、海
德股份 1.21 亿元、海南海药 1.20 亿元、
览海投资1.14亿元。

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海航基础
都独占鳌头。海航基础在年报中表示，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向临空产业转型，在
机场业务方面实现旅客吞吐量、航班起
降架次、货邮行吞吐量、国际及地区旅客
吞吐量增长，在物业业务和免税业务方
面同样也实现了收入增长。

海航基础2018盈利18亿元

从盈利能力看，2018年，31家海南上
市公司中8家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6家
实现扭亏为盈，9家同比由盈转亏。总体
来说，海南上市公司在2018年的盈利能
力并不理想。

记者统计发现，在9家净利润同比由
盈转亏的企业中，亏损幅度超过1000%的
企 业 有 6 家 ，分 别 是 *ST 大 洲 降 幅

4205.25%、华闻传媒1900.98%、海南矿业
1782.28%、广晟有色1399.49%、国新健康
1226.01%、双成药业 1199.89%。其中，
*ST大洲在2018年亏损最为严重。

针对净利润同比由盈转亏的原因，
*ST大洲表示，是因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股权处置收益同比减少，及食品产
业经营亏损所致。华闻传媒表示，主要

原因为确认文旅基金投资损失、计提各
项减值准备、子公司2018年净利润下降
和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等导致。

海南矿业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
司铁矿石产量和销量均同比下降，而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
比上年同期增加。广晟有色称，稀土产
品市场需求疲软，市场价格低迷，公司

产销量下降，上年同期公司参加了国家
稀土收储业务，本报告期未发生国家收
储稀土产品事项，以及公司削减了毛利
率较低的贸易业务。国新健康则表示
是由于公司在研发及业务拓展方面持
续投入。双成药业是因为报告期内折
旧摊销费用、利息支出增加导致利润下
降。

*ST大洲亏损幅度超4000%

上市公司

海南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收官

营业收入
(万元)

同比增长
(%)

净利润
(万元)

同比增长
(%)

净利润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营业收入

1 600515 海航基础 1165635.7 -1.36 188545.41 -8.69

2 000735 罗牛山 112125.48 -13.63 38870.57 154.11

3 601118 海南橡胶 675452.29 -37.58 22863.86 扭亏为盈

4 002320 海峡股份 104958.06 7.32 21056.84 -7.56

5 300630 普利制药 62390.42 92.07 18142.73 84.37

6 000505 京粮控股 740912.43 -6.42 16795.66 29.59

7 000886 海南高速 46186.06 -20.81 16608.34 76.10

8 000657 中钨高新 817652.05 21.87 13585.32 0.74

9 002596 海南瑞泽 312097.01 8.46 12212.5 -30.69

10 000567 海德股份 33888.47 67.35 12062.79 64.64

11 000566 海南海药 247177.02 35.47 11956.92 38.03

12 600896 览海投资 5305.09 20.27 11443.34 扭亏为盈

13 600759 洲际油气 332631.42 16.67 6962.51 扭亏为盈

14 603069 海汽集团 111716.98 1.06 5887.93 16.05

15 002865 钧达股份 90243.4 -21.71 4183.17 -37.97

16 600238 ST椰岛 70599.25 -38.23 4051.33 扭亏为盈

营业收入
(万元)

同比增长
(%)

净利润
(万元)

同比增长
(%)

净利润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营业收入

17 300189 神农基因 17189.54 -61.92 2041.53 224.90

18 000585 *ST东电 3231.15 -2.04 1459.61 扭亏为盈

19 300086 康芝药业 88274.48 32.12 1336.62 -75.93

20 600209 ST罗顿 15984.2 6.48 827.44 扭亏为盈

21 000613 大东海A 2951.56 5.77 65.33 -77.15

22 600221 海航控股 6776.4 13.12 -359.14 -208.08

23 002693 双成药业 33724.28 36.66 -6945.6 -1199.89

24 000955 欣龙控股 74275.96 17.59 -10873.24 -339.29

25 000503 国新健康 9548 -48.11 -18775.99 -1226.01

26 600555 海航创新 1310.12 -57.5 -19178.17 盈转亏

27 600259 广晟有色 241071.91 -56.13 -26614 -1399.49

28 601969 海南矿业 138660.28 -49.69 -76608.06 -1782.28

29 000571 *ST大洲 158851.91 -0.91 -87821.46 -4205.25

30 000572 *ST海马 504715.49 -47.88 -163718.03 增亏

31 000793 华闻传媒 378476.43 10.64 -499061.01 -19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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