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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在海南”
论坛企业说
在 11 月 18 日举办的“上市公司在海南”系列招商引资活动暨高质
量发展论坛上，上市公司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企业的业务板块、发展
现状、
未来规划及投资诉求，
并为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中国交建（601800）

◆启明星辰（002439）

中国交建旗下海口中交国兴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杰辉表示，中交集团名
列全球 500 强企业第 60 位，1952 年进入
琼以来，集团发挥央企担当，参与了海南
众多重点项目的建设。2019 年中交海投
出资 50 多亿元，在海口和三亚建立了两
个区域总部经济项目，其中，海口项目总
高度 211 米，总建筑面积 13.72 万平方米，
投资 18.7 亿元，致力于打造国兴大道的
金融总部大楼，为在琼及来琼上市企业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企业介绍：
中国交建是中国领先的交
通基建企业，
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国内及全
球港口、航道、吹填造地、流域治理、道路
与桥梁、
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市政基础设
施、
建筑及环保等相关项目的投资、
设计、
建设、
运营与管理。公司凭借数十年来在
多个领域的各类项目中积累的丰富营运
经验、专业知识及技能，为客户提供涵盖
基建项目各阶段的综合解决方案。

启明星辰旗下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海南副总经理蔡达森表
示，启明星辰是国内领先、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网络安全服务商，今年中国
移动入股后，公司将进一步聚合、做强信
息安全现代产业链。未来，公司还将充
分利用海南自贸港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
动政策，在安全的前提下在海南投资布
局数据交换板块，为海南政金企的网络
安全贡献力量。
企业介绍：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2010 年在
深交所上市。公司聚焦数据安全领域，
是国内领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网络安全服务商。自成立以来，启明星
辰在智慧城市、数据安全、云计算安全、
物联网安全、工控安全、移动互联网安全
等新兴技术领域深入规划布局，致力于
打造自主可控的安全生态体系。

◆中国电建（601669）
中国电建全资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海
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兴华表示，
能源是
“双碳”
战略发展的关
键，作为能源电力建设的驻琼央企，中国
电建海南院希望能够在海口市的支持下
大力发展新能源投资、
建设、
运营等业务，
为在海南投资兴业的企业提供专业的一
站式投建营服务。下一步，
也希望能够共
享自贸港政策红利，
逐步推进国际业务发
展，为全方位投身海南自贸港的能源消
费、
供给、
技术、
体制革命和能源国际合作
贡献更多智慧和更多建设力量。
企业介绍：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海南能源规划研究中心，
中国电建海南院
以规划咨询、
勘察设计、
工程总承包、
投资
运营为主营业务，特色发展新能源投融
资、
智能配电网、
综合能源服务，
配套发展
电站运维、环评水保、工程监理和基础设
施建设等业务，
是智慧能源生态系统全产
业链技术、
咨询、
总承包集成服务商。

◆海程邦达（603836）
海程邦达旗下海程邦达（海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涌芙表示，
海程邦达自 2020 年登陆海南布局业务以
来，陆续开通运营了“香港—三亚”及“米
兰—海口”
等多条国际货运航线并完成了
多笔自贸港跨境物流首单业务。海程邦
达目前在海口、三亚、儋州洋浦均有运营
保税仓库，业务辐射海南主要的机场、码
头及城配各大物流端口。未来，
公司将不
断整合自身业务优势，
致力于将海南建设
成辐射亚太、
欧洲的国际货运空运枢纽。
企业介绍：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跨境物流及供
应链物流服务商，
2021 年 5 月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致力于为各类贸
易参与主体服务，为其规划、设计并提供
专精于跨境环节的标准化物流服务产品
与定制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目前海程邦
达的运营网络遍及全球 200 余个港口，在
海内外有 80 余家分、
子公司。

◆中钨高新（000657）
中钨高新财务副总经理王韬表示，
中钨高新作为国内钨产业的龙头企业，
业务在全国分布广泛，生产经营涵盖了
钨的全产业链，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
下，公司业绩向好，近两年公司海外营收
增幅显著，今年海外营业收入达到整体
收入的 30%。未来，公司将把总部职能
进一步集中到海南，如经贸业务、出口业
务、服务职能、财务共享等，力争为自贸
港实体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企业介绍：中钨高新从事的主要业
务包括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有色
金属及其深加工产品和装备的研制、开
发、生产、销售及贸易业务等。公司硬
质合金产品占国内市场的 25%以上份额，
硬质合金产量全球第一。公司硬质合金
产品种类齐全，从初级加工的钨粉末制
品到高附加值的硬质合金刀片、刀具，其
中数控刀片品种就多达 3 万余种。

◆神州信息（000555）
神州信息全资子公司海南神州方圆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毛小燕表示，神
州方圆战略聚焦区块链和数字人民币相
关场景应用推广，
同时积极助力数字经济
安全底座打造，
为金融、
企业、
政府等其他
关键客户提供数字化产品及服务。其中，
基于区块链和数字人民币的预付式消费
监管和服务平台试点项目于 2022 年 6 月
启动，在龙华区试点成效显现，展示了新
技术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
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
系等方面的作用，
看到了
“区块链+数字人
民币+实体经济场景示范应用”新模式在
更大范围、更多场景复制推广的可能性。
希望能够联合生态伙伴探索出“政府+金
融+科技+商户+消费者”
共建、
共治、
共享
的一个预付式消费新生态。
企业介绍：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
2013
年在深交所主板上市。神州信息致力于
用数字技术实现普惠金融，
做金融数字化
值得信赖的伙伴。神州信息于 2020 年成

立子公司神州方圆，
致力于研发和推广区
块链及数字人民币的场景应用，
同时积极
助力数字经济安全底座打造，为金融、企
业、政府等其他关键客户提供数字化产
品、
解决方案及服务。

◆雄塑科技（300599）
雄塑科技全资子公司海南雄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智星表示，雄
塑科技是国内技术领先的大型高分子化
学建材生产企业，也是我国塑料管道行
业名列前茅的优秀企业。海南雄塑是母
公司上市后募投的第一个项目，总投资
约 4.5 亿元，设计产能 10 万吨每年，2021
年 1 月海南雄塑正式实现投产，产品迅速
上线。未来，海南雄塑将逐步把国际贸
易的业务转到海南来，继续深耕海南，为
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添砖加瓦。
企业介绍：雄塑科技是国内技术领
先的大型塑料管材管件生产企业之一，
系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首批、行业首家
获得“中国企业五星品牌认证”的环保高
分子管道建材企业，
“ 雄塑”已成为国内
新型化学建材的知名品牌。公司目前主
营业务产品涵盖聚氯乙烯（PVC）、聚乙
烯（PE）、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等系列
管材管件，包括建筑用给排水管材管件、
市政给排水（排污）管材管件、地下通信
用塑料管材管件高压电力电缆用护套管
等众多系列，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
筑、市政工程、农村饮水安全、雨污分流、
5G 通信网络、
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

◆致远互联（688369）
致远互联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管理模式的不断演
变，经过多年深耕，公司开创了以人为中
心的管理软件品类——协同管理，以协
同 办 公 为 基 础 ，以 协 同 运 营 为 价 值 创
新。未来，公司将通过新一代云原生协
同运营平台和一站式企业云服务，协同、
数据双轮驱动，帮助广大海南企业实现
数字化起步和数字化自生长，不断提升
企业对数字化发展的认知，打造更敏捷
和更具韧性的运营模式，提升整体运营
效率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率，助力企
业实现全业务领域由传统运营向数字化
运营转型，
与企业共同成长。
企业介绍：致远互联成立于 2002 年 4
月 2 日，注册资本 7726.76 万元，经营范围
包含技术服务、开发、咨询、交流；人工智
能基础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
开发；软件开发等，2019 年 10 月 31 日在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翔晟信息（836874）
翔晟信息董事长杨子晋表示，翔晟
信息自成立以来，一直聚焦于信息安全、
互联网大数据及区块链技术等领域的创
新研发。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翔晟
信息的互联网服务网络已覆盖全国 20 多
个省级平台及近 300 个地级市平台。公
司的电子合同产品“点签”已在海南省数
据产品超市上架。公司也在近日与海南
联通达成战略合作，全面深入参与海南

省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企业介绍：江苏翔晟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总部位于江苏
南京，是一家以商用密码产品研发、卫星
通信终端产品研发、物联网及大数据分
析以及“互联网+综合信息安全服务”为
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海南飞晟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是翔
晟信息的全资子公司。

◆渤海银行（09668）
渤海银行海口分行公司业务一部总
经理王樱茜表示，作为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渤海银行海口分行自 2019 年 1
月正式开业后，始终致力于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贡献金融智慧和力量。下一步，
渤海银行海口分行将聚焦园区金融、普
惠金融、绿色金融、科创金融、跨境金融
“五位一体”金融新格局，不断提升金融
服务质效，
助力海南实体经济发展。
企业介绍：渤海银行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77.62 亿元，经营范
围包含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发行金融证券等，2020 年 7 月
16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瑞图生态（RETO)
瑞图生态执行董事陈美兴表示，瑞
图生态运营团队自加入海南自贸港建设
浪潮以来，持续深耕固废综合利用、生态
建设及物联网技术相关领域，
致力于通过
科技创新与科学管理助力自贸港生态修
复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未来，
公司将在
智慧出行、
生态环保、
智慧物联、
数据化物
流以及供应链管理等领域深化布局。
企业介绍：瑞图生态是国内领先的
技术驱动型智慧生态和环保产业运营及
服务商，2017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自成立以来，瑞图生态结合公司在规划
设计、项目建设、运营维护上的各项优
势，向国内外客户提供并实施固体废弃
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和城乡生态化建设整
体解决方案。

◆上市后备生力军 汉方生物
汉方萃取生物科技（海南）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秦大伟表示，汉方生物自
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将中国传统中药
文化与现代创新科技相结合，不断延伸
中药加工产业链条。未来，公司将围绕
牛大力、铁皮石斛等中药产品在深加工
领域进行技术研发，为自贸港中药现代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企业介绍：汉方萃取生物科技(海南)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中药产品技
术研发、深度加工、国内外综合销售于一
体的创新科技型企业。公司先后与河北
农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院校合作开
发了酸枣系列产品，并建成了全球唯一
的酸枣种子基因库。目前，汉方生物生
产的酸枣仁皂苷作为重要的制药原料，
已出口至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美国
等国家。
（记者梁天琪、
马梓皓、
林师炜、
杨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