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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截至目前，
海南 31 家上市公司 2019 年中报已披露
完毕。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年半，海
南 31 家上市公司总计实现营业收入
688.49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9.97亿元。有25家企业实现营
收超亿元，占比达80%；有18家公司实现
盈利，占比为58%。

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海
航 控 股 均 拔 得 头 筹 ，以 实 现 营 收
350.35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3 亿元位居营收及净利
润榜首。

在营收方面，有12家公司实现营收
超10亿元，占比达39%。除海航控股外，
还有海南橡胶、中钨高新、海航基础、京
粮控股、*ST海马、海南矿业、华闻传媒、
广晟有色、海南海药、洲际油气、海南瑞
泽，其中海南橡胶和中钨高新分别以营

收59.36亿元、40.46亿元位居海南上市公
司营收榜第二、第三名。

在净利润方面，5家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亿元，占上市
公司总数的 16%。5 家公司分别为海航
控股5.03亿元、海航基础2.17亿元、海峡
股份 1.79 亿元、普利制药 1.20 亿元和海
德股份1.03亿元。

在盈利能力方面，仅2家公司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
100% ，分 别 为 海 德 股 份 同 比 增 长
103.06%；海南矿业同比增长 134.50%。
今年上半年，海南橡胶和广晟有色实现
同比扭亏为盈，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8122.89万元、6549.71万
元；ST东电、*ST海马实现同比减亏；神
农科技同比增亏；海航创新、罗牛山及
*ST大洲同比盈转亏。

此外，国新健康和*ST海马在今年上

半年亏损超亿元。亏损的原因，国新健
康在半年报中表示，是由于公司在研发
及业务拓展方面持续投入，公司投资的
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跌幅较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降幅较大；*ST海马则称，今
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呈持续下滑态
势，公司上半年累计销量14425辆，同比
下降65.16%。

数据显示，上半年，沪市主板公司营
收、净利双双高增长。共计实现营业收
入17.51万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净利
润1.73万亿元，同比增长9%。深市公司
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5.95 万亿元，
同比增 9.36%；合计实现净利润 4079.61
亿元，同比降0.87%，在去年同期基数较
高的情况下基本持平。

实现总营收688.49亿元 盈利超9亿元

海南上市公司2019年中报超半数实现盈利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为了优化公
司资产结构，盘活存量闲置房产，日前，
神农科技（300189）发布拟处置公司房产
的公告，拟以不低于606.97万元的估值，
将位于海口市紫荆路 2-1 号紫荆·信息
公寓26A房屋及停车位出售。

公告显示，海口市紫荆路 2-1 号紫

荆·信息公寓26A房，建筑面积为412.13
平方米，房产用途为住宅。海口市紫荆
路2-1号紫荆·信息公寓车库，建筑面积
为36.45平方米。截至目前，标的资产权
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妨碍权属转移的

情况。上述资产的账
面原值 272.41 万元，
已计提的累计折旧
159.09 万元，账面净
值113.32万元。

据中威正信（北
京）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标的资产的评
估，神农科技将以评
估值人民币606.97万

元为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最终成交
价格将在不低于其评估值的基础上由买
卖双方协商确定。

神农科技表示，本次处置房产的目
的是为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盘活存量
闲置房产，回收公司现金流，促进公司经
营发展。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产
生收益约400万元，若本次处置房产事项
能够在2019年度内完成交易，将会对公
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若本次
处置房产事项未能在2019年度内完成交
易，将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
生影响。

2019 年上半年，神农科技实现营收
10680.81 万元，同比下降 6.64%；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7.83万
元，同比增亏。

估值不低于606.97万元
神农科技拟出售公司房产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康芝
药业（300086）发布公告，该公司收到
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和人权部颁
发的专利证书，其发明的专利可预防
或治疗手足口病。

公告显示，该专利公开了一种P2X
受体拮抗剂的新用途，用于制备治疗病
毒感染疾病的组合物，所述的P2X受体
拮抗剂通过抑制病毒发挥预防或治疗
手足口病的作用。该发明专利所涉及
的药品在国内已取得临床批件，但尚未
取得生产批件。其同族专利已在中国、
美国、新加坡、日本获得授权。

康芝药业在公告中称，本次印度
尼西亚专利授权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生产
经营有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
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康芝药业
防治手足口病发明
获得印尼专利授权

海南上市公司中报业绩一览（截止9月4日）

代码 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同比增减
净利润
（万元）

同比增减

600221 海航控股 3503523.4 6.36% 50344.8 -8.21%

600515 海航基础 340731.03 2.83% 21676.52 -74.10%

002320 海峡股份 64973.48 3.10% 17915.56 -5.78%

300630 普利制药 35187.06 40.34% 12008.45 70.80%

000567 海德股份 18492.7 11.24% 10259.38 103.06%

601118 海南橡胶 593628.77 13.21% 8122.89 扭亏为盈

000566 海南海药 140784.31 22.12% 8107.47 -45.76%

000657 中钨高新 404644.92 3.38% 7365.59 -3.59%

600259 广晟有色 154296.46 34.85% 6549.71 扭亏为盈

000505 京粮控股 328327.77 -9.79% 5151.09 -14.03%

000793 华闻传媒 193839.15 34.87% 5024.34 -38.61%

002596 海南瑞泽 123113.04 -15.15% 4587.34 -38.91%

601969 海南矿业 225487.19 66.65% 4496.62 134.50%

000886 海南高速 10368.34 -60.63% 4459.01 -40.29%

600759 洲际油气 134030.08 -27.74% 3060.83 -46.36%

603069 海汽集团 56586.63 -0.37% 2722.71 -21.75%

代码 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同比增减
净利润
（万元）

同比增减

300086 康芝药业 52238.62 34.10% 636.63 -85.35%

000613 大东海Ａ 1424.2 -11.90% 75.6 -41.03%

000585 ST东电 4516.38 215.92% -392.43 减亏

000955 欣龙控股 39477.71 10.98% -656.4 73.79%

002693 双成药业 17780.47 0.59% -1456.05 22.60%

600209 ST罗顿 4316.92 70.65% -1508.31 20.70%

600555 海航创新 295.44 42.50% -2551.1 盈转亏

300189 神农科技 10680.81 -6.64% -3637.83 增亏

002865 钧达股份 30585.55 -34.30% -4465.52 -275.08%

000735 罗牛山 45707.62 11.73% -4742.89 盈转亏

600238 ST椰岛 37901.06 29.89% -7279.46 37.50%

000571 *ST大洲 67381.35 -27.02% -8411.89 盈转亏

600896 览海投资 956.06 -57.20% -8809.71 -273.64%

000503 国新健康 3149.02 40.87% -11169.3 -26.50%

000572 *ST海马 240462.66 -16.14%-17824.77 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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