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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
协办
单位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中国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

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华夏银行海口分行
海南银行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
中国人寿保险海南省分公司

第一站——荣程新材

海财经
“走进上市公司”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郭静瑜）你想知道你
手中的股票是金子还是废铜吗，你想了
解上市公司表面数据背后的玄机吗?
你想比别人“捷足先登”，亲身观察
上市公司的“真正”
价值吗？
1 月 11 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财
经正式启动“走进上市公司”系列活动，
联合海南省内主流媒体和国内知名财经
媒体，携手专业智库资源和券商银行业，
走进上市公司进行“贴身”调研，以深入
的探访、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呈现，让投
资者能更准确、更快捷、更客观地看见上
市公司的价值。
调研活动旨在从新时代资本市场的

政策变化中共探发展新机遇，同时积极
展现上市公司风采，助其深入了解区域
经济、政策，加强与市场各方的交流合
作，搭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沟通
桥梁。为此，海财经“走进上市公司”调
研组将通过企业实地考察、举行投资者
座谈会、访谈公司董监高等形式，与公司
管理者展开零距离对话，深度挖掘公司
价值以及解惑投资者疑问。
呈现方式方面，该系列活动将设置
“高管访谈”
“亮点聚焦”
“采访札记”
“现场
见闻”
“答投资者问”
等板块，
通过视频、
音
频、
图文相结合的方式，
多角度、
全方位报
道公司发展，进行有案例、有观点、有分

析、
有成效的传播实地调研的所见所闻。
活动启动当日，
作为
“走进上市公司”
专题调研活动的第一站，
海财经联合海南
省内主流媒体和国内知名财经媒体，
携手
专业智库资源和券商银行业共同走进海
南新三板创新层企业荣程新材
（873053）。本次活动将与荣程新材多位
高管进行深度对谈、
多角度探讨行业动态
及最新趋势，
并以专业投顾角度对上市公
司进行调研，解码 2022 年钢材行业走势，
加深专业投资者对新三板公司的认知，
作
出更加科学、
远虑性的投资决策。
据介绍，海南荣程新材料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钢材的现货贸易及

其配套的供应链业务。公司主要向钢铁
企业直属销售公司、销售总代理和其他
钢贸企业集中采购钢材；公司客户主要
集中于建筑工程领域，公司依靠专业的
服务获得客户的认可，为其承接的建设
项目提供钢材采购、配送服务。在业绩
方面，2021 年上半年，荣程新材实现营业
收入 7.35 亿元，同比增长 13.81%；实现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7 万元，同
比增长 668.14%。
“走进上市公司”系列调研活动由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海财经、证券导报
承办，国泰君安海南分公司协办，港澳资
讯提供数据支持，
敬请关注。

2021 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495 亿元 同比增长 80%
本报讯（见习记者 马丽娜）1 月 11
日下午，海口海关发布免税数据，2021 年
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495 亿元，
购物人数 672 万人次，
购物件数
7045 万件，人均购物金额 7368 元，与上年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80% 、49.8% 、107% 、
20.2%。其中，化妆品、手表、首饰的销售
额位居前三。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火热的背后，是
境外消费回流、政策效应显现等“叠加”
效应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离岛旅客免税购物额度由 3 万元提
高到 10 万元，免税商品种类由 38 类增加
到 45 类，增加离岛旅客邮寄送达、岛内居
民返岛提取两种提货方式，离岛免税商
品加贴溯源码……2020 年 7 月以来，一

系列新政实施让海南免税市场这把“火”
烧得更旺。
“自去年 1 月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一
期开业以来，截至目前，已销售离岛免税
商品超百万件，销售额突破 16 亿元，在免
税新政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和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共同助力下，迎来了里程碑式的
发展。”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
司副总裁林月文说。
“自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以来，三亚国
际免税城新增了酒类、电子产品等消费
者需求较为强烈的商品品类，新政实施
后销售势头良好，为店内增加了更多可
供探索的空间。我们通过提供丰富的货
品，开展折扣、满减、赠券等促销活动，更
大程度释放了离岛免税新政效应。”中免

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高绪江说。
目前，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共 5
家，离岛免税店已增至 10 家，随着海口美
兰机场二期投入使用，各免税门店品牌
数量超过 720 个，品种上由香化产品占主
导，增加了更多的首饰、手表、箱包、服
装、电子产品等。
“我已经来三亚七、八次
了，每次到三亚必逛免税店，这里可以满
足自己和家人的消费需求。”来自沈阳的
游客张世龙说。
在离岛免税商品热销的同时，通过
“套代购”走私违法行为也随之出现。海
口海关升级完善海关监管系统，
在现场巡
查中利用移动监管端和溯源扫码即时比
对、甄别持货人信息，全面应用人证验核

提货装置，
利用智慧监管切实强化正面监
管；共开展普法教育 5000 余人次，发放普
法宣传手册 2000 余份，
劝退
“套代购”
人员
近百名……就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日期
间，
海口海关缉私局针对海口新海港提货
点、离岛免税经营门店等人员密集场所，
组织专门力量在新海港码头开展夜间现
场查缉及劝阻性执法行动。
“只有加强监管、压实主体责任，让
非法逐利者受到惩罚，才能凝聚合力、久
久为功，助力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健康发
展。”海口海关关长施宗伟表示，下一步，
海口海关将加强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强
化执法合作，加大政策法规宣传力度，形
成全民拒绝参与“套代购”走私，全民自
觉举报打击“套代购”
走私的局面。

海南鼓励打造生态产品品牌推介交易平台
本报讯（见习记者 马丽娜）近日，
《海南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 实 施 方 案》正 式 发 布（以 下 简 称《方
案》），
《方 案》明 确 将 构 建 生 态 产 品 交
易平台和交易机制，将具备条件的生态
资产交易纳入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鼓励国内大型平台企业，整合省内
现有交易平台，系统打造集生态产品品
牌推介和产品交易为一体的综合管理
平台。
《方 案》确 定“ 三 步 走 ”的 目 标 ，到
2023 年，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
面完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基本建
立，三亚、文昌、白沙、琼海等试点市县依
托各自独特禀赋，探索形成一定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和可视化成果。

到 2025 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
度框架基本形成，生态产品的调查监测、
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机制持续
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导向机制取
得突破，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合力推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
动，海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特色机制和
模式基本形成，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的能力明显增强。
到 2035 年，全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
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广泛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建立面向国际的
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认证体系和生态品
牌，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
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海南模式”
“海南经验”。
《方案》提出，要提升品牌溢价，促进
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塑造海南生态产品
公用品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生态产品
认证和质量管理体系。推动生态产品国
际检验检测机构落地和认证互认。鼓励
培育一批海南特色绿色低碳生态产品品
牌。重点打造“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海
南绿色低碳”生态产品公用品牌，提升国
际影响力。鼓励各市县、行业协会等推
出一批地域特色突出、产品特性鲜明的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加 强 生 态 产 品 宣 传 推
介。依托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博鳌
亚洲论坛，系统开展生态产品推介。继
续办好“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
交易会”，推动特色热带农产品走出国

门、走向国际。
《方案》还要求培育交易市场，推动
生态产品交易国际国内双循环精准供需
对接。构建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和交易机
制。将具备条件的生态资产交易纳入省
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鼓励国内大型平
台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整合省内现有交
易平台，系统打造集生态产品品牌推介
和产品交易为一体的综合管理平台；推
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开展与国际接轨
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研究探索设
立“两山集团”等融资平台，建立企业和
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方式。
本版责编 洪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