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辖区28家上市公司
与投资者“面对面”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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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万 次
在线观看、700多
名投资者参与互
动、28 家海南辖
区上市公司高管
人 员 实 时 答 复
……9 月 15 日 ，
在海南辖区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暨上市公司业
绩说明会网上交
流环节中，来自
全国多个省市区
的投资者向上市
公司提出 780 个
问题，上市公司
高管共回答 763
个问题，答复率
97.82%。

根据会议议
程，海南辖区 28
家上市公司高管
人员通过网络在
线交流形式，就
公 司 2021 年 年
报 和 2022 年 半
年报、经营状况、
公司治理、现金
分红、发展战略、
重大事项、投资
者保护、可持续
发展等广大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
与 投 资 者 进 行

“一对多”的沟通
与交流。

2022 年 9 月 15 日，海南辖区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暨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
举办。2021年，海南省上市公司整体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278.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30%；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656.72
亿元，同比增长7.58%。2021年以来，辖
区上市公司积极应对各类挑战，展现出
较强韧性和活力。

海南证监局首先通报了上市公司监
管情况：海南省上市公司克服重重困难，
全部按时披露了2021年年报、2022年半
年报。2021年以来，辖区上市公司积极
应对各类挑战，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生产经营经受考验
受内外部环境影响，上市公司发展

面临的成本、资源等硬约束不断增多，但
从财务报告看，海南上市公司抗风险能
力不断增强。2021年，全省上市公司整
体实现营业收入1278.35亿元，同比增长
15.30%；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656.72
亿元，同比增长7.58%。

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加强
2021 年，海南上市公司年度累计宣

告现金分红总额 7.73 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54.6%。其中，海峡股份、普利制药、
海南橡胶3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持续增
强投资者获得感。海南上市公司在2021
年年报中均进行ESG 披露，是全系统第
一个实现ESG 信息全披露的辖区，此前
已经有部分公司主动召开了业绩说明
会，进一步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回报社

会和股东。

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2021 年，海南实体上市公司投入研

发经费18.81亿元；研发支出超过1亿元
的公司数量达7家。省内实体上市公司
研发强度为1.50%，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平均水平。个别公司（金盘科技）
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个别公
司（中钨高新）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位居
行业第一。

辖区上市公司质量有所提高
针 对 陷 入 严 重 的 经 营 和 债 务 危

机、面临退市甚至破产清算风险的上
市公司，通过“重整一批、重组一批、退

市一批”的方式，分类化解风险。目前
辖区风险公司数量较去年减少 4 家，5
家公司平稳退市，2 家公司完成破产重
整，辖区上市公司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取得较大成效，辖区的质量有了明显
提升。

今年海南辖区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暨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的主题
为“心系投资者 携手共行动”。会议
议程显示，各上市公司与投资者通过
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公司 2021 年年报
和 2022 年半年报披露、财务数据、公
司治理、内部控制、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现金分红、重大事项、可持续发展
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通过互动平
台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
通。

□ 本报记者 康景林

海南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7.58%
海峡股份、普利制药、海南橡胶连续三年分红

□ 本报记者 梁天琪 林师炜 杨蝶

海南椰岛：
酒类业务将维持“一树三花”战略
招商采取多元化布局

“公司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什么？如何保障公司利
润的持续增长？请介绍公司的营销模式以及优
势？”三十余名投资者围绕海南椰岛（600238）的战略
发展、营销模式、人才管理等方面，与海南椰岛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杨鹏及证券事务代表蔡专等公司高管
在线上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

在公司发展战略上，杨鹏指出，公司以“大健康产
业”为中心主干，以滋补型椰岛鹿龟酒、轻养型椰岛海
王酒和健康型椰岛白酒为三大战略产品的“一树三
花”品牌战略布局。在稳定与提升产品品质的前提
下，强化品牌营销与渠道建设，创新合作激励机制，努
力争取更好的经营成果。

谈及公司的营销模式，该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蔡专
表示，公司结合市场经销商实力，采取直营+省级代理
商、地市级代理商、县级代理商相结合的多元化、灵活
的招商布局方式，合理设计经销价格层级和政策，给予
合作客户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采取“授权运营+经
销合作+电商自营”的全方位整合营销立体运营模式，
积极与酒类垂直类电商进行专销定制开发战略合作，
打造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厂商利益联盟共同体。

公开资料显示，海南椰岛是一家以保健酒业为核
心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目前以“大健康产业”为发展
方向, 持续做大做强保健酒产业和特色食品饮料业，
并在房地产板块进行健康、养老、休闲、旅游产品的开
发；同时，公司以贸易和投资为纽带，发展供应链金
融，扩充融资通道，推动企业上下游整合，以保障公司
产业纵深发展。2022年上半年，海南椰岛实现营业收
入3.93亿元，归母净利润1113.28万元。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提
升发展质量，推动海南辖区上市公司充分利用数字化
手段创新交流方式，进一步贯彻落实《上市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让投资者更准确地读懂年度
报告、更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增进投资者对企业价
值及经营理念的认同感。

活动虽然已告一段落，但海南辖区上市公司与投
资者的互动渠道随时保持畅通，海南辖区上市公司也
将持续关注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及时予以答复。

海南矿业：
聚焦产业经营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精益管理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在安全生产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公司 2021 年有哪些科技创新成果和应
用？”……多位投资者关心海南矿业（601969）的
经营管理问题，向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何婧
在线提问。

针对公司精益管理，何婧回复称，公司油气
业务持续在作业项目寻找和实施降本增效措
施，生产现场持续采取少人化管理，2022年上半
年，公司开始使用无人机进行巡线业务，提升巡
线覆盖范围和效率等。

同时，海南矿业分公司也在不断优化管理
模式。“2022年上半年，石碌分公司通过优化集
港运输模式，有效控制了运输成本，综合运输成
本较去年同期下降超10%。”何婧介绍道，“选
矿一厂磨选产线通过自动化升级改造，选矿金
属回收率较去年提升约6个百分点；选矿二厂
通过优化调整，有效降低了抛尾率，铁精粉产率
同比上升2.51个百分点。”

公司安全生产方面，何婧透露，2022年上半
年，公司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环保意识，通过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安全环保管理，
继续保持工亡事故为零、重伤事故为零、轻伤事故
为零、重大设备事故为零、重大火灾事故为零、新
增职业病为零、重大污染事故为零等“七零”。

此外，关于科技创新，何婧表示，2021年，公
司共下达科研计划36项，其中实施31项、完成
27项；新增申报受理专利5项、新增授权专利5
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公开资料显示，海南矿业成立于 2007 年 8
月，2014年12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聚焦
于铁矿石和油气这两大资源类产业的经营，主
要包括铁矿石采选、加工及销售、大宗商品贸易
及加工业务，并通过控股子公司洛克石油从事
油气勘探、评价到开发、生产的上游全周期业
务。2022 年上半年，海南矿业实现营业收入
27.48亿元，同比增长34.35%。

海峡股份：
加快推进新海客运枢纽建设
布局新商业寻求新增长

“目前公司在建的项目什么情况？
公司如何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是否有
计划开展新的业务？”3位来自海峡股份
（002320）的公司高管在线上对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予以认真翔实的回答。

对于在建项目情况，海峡股份总会
计师、董事会秘书蔡泞检透露，公司正
积极推进新海客运综合枢纽站建设，该
工程项目预计2022年底完工，项目建成
投产后将开展新商业布局，为公司非主
营业务带来新收入增长点，公司综合实
力将进一步提高。

在数字化升级方面，海峡股份证券
部主任刘哲提出，公司聚焦客户体验，
加强港口、船舶以及服务平台等面向客
户的数字化建设，通过数字赋能实现客
户服务精细化、出行流程智能化、内部
管理可视化的目标，着力提升轮渡运输
的安全保障能力和服务能级，实现“智
能出行”。

刘哲表示，公司始终保持与资本市
场的良性互动，未来将继续通过强化业
务运营提升效益，加强投资者关系管
理，全面推广品牌形象等多种措施，提
升公司市值管理水平。

公开资料显示，海峡股份成立于
2002年，于2009年在深交所主板上市，
是海南目前规模最大的客滚航运企业，
也是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航运龙头企
业。海峡股份致力于树立海南自贸港
优质“窗口”形象，为海南对外开放发展
做好强支撑，现有业务涉及航运物流、
港口商贸、海洋旅游、水上观光、游艇服
务、旅行社等领域，业务范围覆盖了海
南本岛、南海西沙及广东、广西等省
区。2022年上半年，海峡股份实现营业
收入16.63亿元，同比增长11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