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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昆明 输出管理

我省会展企业进军云南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记者杨艺华 通

讯员朱敏华）记者日前从省会展局获悉，我省
知名会展企业“智海王潮”日前正式进军昆明
会展市场，这标志着我省会展业在全国已开始
崭露头角。

作为我省“十二大重点产业”之一，会
展业近年发展迅速。智海王潮联合创始
人、总经理谌立雄表示，智海王潮近五年复
合增长率超过 35%，在国内的会展旅游业
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近年来云南“会
奖旅游业”发展迅速，“智海王潮”通过进驻
昆明，输出管理，希望能共同推动云南会展
会奖行业发展。

作为国内大型会展企业，智海王潮根植于
海南，在广州、北京、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智海
王潮是博鳌亚洲论坛和世界旅游大会合作机
构、ICCA会员，同时还在北京主办全国DMC
（目的地管理公司）大会。

海汽集团减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将自筹资金
建东方汽车客运总站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海南海汽运输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公告称，由于该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公布的
行业平均市盈率较低，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
管部审核后的本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公司股票
发行募集资金金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约2.73亿元，仅能用于“班线客运车辆更
新项目”和“琼海市汽车客运中心站改建项
目”。“东方汽车客运总站建设项目”将无募集资
金投入，全部由公司自筹资金安排。公司拟将

“东方汽车客运总站建设项目”作为非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

海汽集团A股股票于今年7月1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该公司A股股本为
3.16亿股，本次上市数量为7900万股。

企业快报

罗牛山上半年
盈利超1900万元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罗牛山股份有限公
司近日披露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比上年同期上升
633.44%-682.34%，盈利达1950万元-2080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017-0.018元。

据罗牛山分析，2016年上半年较上年同
期上升的主要变动原因是生猪销售价格较上
年同期有所上涨。上半年，罗牛山仔猪、种
猪、商品猪累计销量分别为9113头、2.26 万
头、6.09万头，合计销量达9.26万头，销售均
价均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30%以上，累计销
售收入近1.78亿元。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仔猪、种猪需求旺盛，商品猪销售价格上涨。
另悉，罗牛山建于海口的产业园冷库已陆续
投入运营。

罗牛山主营业务包括畜牧与屠宰加工业
务、教育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其中以畜牧与屠
宰加工业务为主，以教育产业、房地产开发业务
为两翼。

7月13日，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配电设备。目前该公司接到的订单已经
排到了年底。

受市场需求和企业技术革新等因素影响，5月份海口机电制造业出现大幅增长，其中电气和电子行业表现强劲，累
计产值同比分别增长20.9%和37.5%。机电制造业12家重点企业5月份单月产值达5.2亿元。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今年1-5月全省民间投资746亿余元，同比增长23.1%

民营企业为海南经济注源源活水

为我省医药资源对接资本市场搭桥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举办
医药企业融资对接会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杨艺华）7月
18日，海南股权交易中心联合省金融办、香港
交易所，举办银行、资本市场和医药企业专场
融资对接会。会上，省医药协会和海口联合农
商行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利用各
自平台、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

我省医药行业在“十二五”期间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截至2015年，有5家药企先后通过
欧盟GMP认证、世界卫生组织认证，获得进入
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据省医药行业协会统
计，今年上半年我省62家制药企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70.35亿元，同比增长13%。

据了解，本次融资对接会是为了贯彻落实
2016年海南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和“十三五”
规划，推动海南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加快推进本
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为我省医药资源对接金
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搭建桥梁。

省金融办主任邓传铭表示，本次融资对接
会，是围绕我省“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12大
产业举办的专场培训之一，希望通过举办专场
培训，帮助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医药企业通
过上市融资做优做强做大，使之成为带动整个
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和骨干，在全省范
围内形成“辅导一批、培育一批、上市一批”的梯
队上市格局。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孙
慧）记者近日从省工商局获悉，今年
上半年，全省新增市场主体4.67万
户、新增注册资本（金）1651.3亿元，
分别增长17.2%、44.16%。随着简政
放权、商事制度等改革深入推进，我
省创业市场活力进一步提高，但记者
走访多家初创企业发现，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热潮背后，不少初创
企业也遭遇了一些共性的“成长烦
恼”，亟需破解。

项目过度集中互联网领域

“随着政府对市场简政放权，公司注
册手续大为简化，标准门槛降低，只要条
件足够材料充分，三天内就可开办一家
公司。”在电信公司工作多年的阿蒙说，
去年他辞职与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互

联网公司，开发一款移动点餐的APP
软件，目前软件已经推广试运营中。

记者从省工商局获悉，自商事制
度改革推进以来，市场活力进一步释
放，2015 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92229户，比上年增长22.56%，高于
全国 8 个百分点，注册资本（金）
2481.89亿元，同比增长38.19%，两
项数据均创历年新高。

在高涨的创业数据背后，却也隐
藏着忧患。记者走访我省多个创业
产业园，发现当前我省不少创业项目
过度集中互联网领域，一些创业项目
有创意，但缺乏市场认可产品，缺乏
明晰的盈利模式和商业构想，难以吸
引到融资持续发展。

“确实有很多创业项目想来入园，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设立标准门槛，会
对申请项目进行筛选。”海南生态软件

园产业研究院院长刘会清表示，很多
创业项目仅是停留在创意阶段，真正
把创意实践成创新产品，又把产品投
入市场获得认可，并非易事。

遭遇人才融资两难

记者采访时发现，尽管我省出台
不少鼓励创新创业优惠政策，但配套
服务跟不上、扶持政策难以“接地
气”，创业者也难以享受到优惠。

“我们创业以来，就只是享受入
驻到产业园一些房租、水电方面的优
惠，也曾经去相关部门申请过扶持资
金，但每次都说没通过，也没告诉我
们为什么不通过。”海南掌上海南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永晶说，他
也曾经向政府部门申请过创业扶持
资金，但申请条件五花八门，需要的

申报材料太多，又没有人专门指导，
所以就不了了之。

同时，一些地方借助高新园区、高
校搭建创业园区，但在服务设施、地理
位置等配套上有缺陷，比如一些创业
园区地处偏远郊区，生活、交通等成本
过高，导致创业企业望而却步。

“有些园区真的太远了，一些员
工一听说要去郊区办公，立即拒绝
了。”多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
始人文招龙说，融资和招人是创业公
司的两大难题，如果办公地点和条件
过差，员工真的难以留得住。

陈永晶等创业者建议，创业者的
精力应该更多投入到跑市场上，而非
花在跑政府上。而刘会清也认为，创
业者应当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加速
产品转化成商品的速度，主动对接市
场和资源，拓展盈利空间。

我省掀起大众创业热潮下，企业在融资、人才等方面遭遇烦恼

初创企业创意难变生意
海南椰岛股权转让
有待国务院国资委
审核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海南椰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重大事
项进展公告称，原第一大股东海口国
资公司将持有的7873.7632万股股份
转让予海南建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申请有待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7月15日，海南椰岛收到海口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椰
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转
让事项进展情况的通知》，通知称：海
口国资公司已于2015年3月30日与
海南建桐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于
4月8日向海口市国资委递交了关于
海口国资公司将持有的7873.7632万
股股份转让予海南建桐的申请，国务
院国资委目前正在审核海口国资公
司申请并要求海口国资公司补充提
供部分说明文件，海口国资公司正在
准备相关文件。

今年 1 至 6 月新增市场主体 46753 户，同比增长

17.22%，新增注册资本1651亿元，同比增长44.16%
截至今年6月底，海南每千人企业数为23.11 户，位居全国

第七，比2014年增长16.07%，高于全国15.90户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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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形成大众创业市场格局 海南民营经济充满活力

今年1至5月，全省民间投资完成746亿余元，

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1200亿元的60%以上。

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

贡献率为117.4%，拉动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3个百分点。

■ 本报记者 刘袭 通讯员 陈术颖

琼海大丰收农业服务公司网上卖
出的2000斤莲雾和火龙果，7月10
日发货北京。公司负责人王国旺是琼
海人，在北京打拼10年，回老家创业，
今年4月9日开始网上销售琼海的热
带水果，5月卖莲雾、火龙果销售额达
20万元。他今天告诉记者：“从农民
手里高价格买，搭建网络桥梁，以低价
格卖给全国客户。”

琼海大丰收公司是花团锦簇的
海南民营经济中新开的一朵妍丽
鲜花。

“海南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便
利市场准入，鼓励投资创业，激发市场
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市场
格局，推动海南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陈楷说，今年
1至6月新增市场主体46753户，同比
增长17.22%，新增注册资本1651亿
元，同比增长44.16%。到6月底，海
南每千人企业数为23.11户，位居全
国第七，比2014年增长16.07%，高于
全国15.90户的平均水平。

海南民营经济的活力带来民间投
资大幅增长。今年1至5月，全省民
间投资完成 746 亿余元，同比增长
23.1%，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1200亿

元的60%以上，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的贡献率为117.4%，拉动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3个百分点。

勇：
民营企业勇立潮头做大做强

海南民营企业总体规模和实力迅
速增强，科技含量和品牌竞争力快速
提升，优质产品走向世界。企业的产
能扩张，投资加速，带动上下游新增更
多企业。截至今年6月15日，全省市
场主体总数共计580891户，注册资
本金17933亿元。文昌工商局局长郭
海燕说：“面对经济新常态，民营企业
抓住机遇，勇立潮头，做大做强，成为
支撑市县经济爬坡过坎的脊梁。”

7月11日，记者在文昌的海南勤
富食品有限公司厂房看到，4条生产
线有序运行，470 多名工人不停忙
碌。副总经理陈火城说，加工厂于
2009年投产，年加工罗非鱼逾2万
吨，年产值2亿元，冻罗非鱼片、条冻
罗非鱼等产品销往美国、欧盟、中东、
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公司还拥有上万
亩水面养殖罗非鱼，总投入超过1亿
元，支撑文昌的养殖和加工罗非鱼产
业走在全省的前列。他告诉记者：“去
年产品出口量达1.1万吨，同比增长

20%，今年又将增加出口量20%。到
岸价一斤加工好的罗非鱼卖30元人
民币。”

海南一些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的步伐，成为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
展的龙头。虽然现在是海南旅游的
淡季，但按五星级标准建设的博鳌·
亚洲湾酒店总经理王冬说：“周末入
住要提前一周订房，近1000间客房
全满。”他告诉记者，全域旅游给酒店
带来机遇和发展潜力，根据市场需
求，酒店增设了儿童室内乐园、快乐
农庄、攀岩俱乐部等，玩的配套设施
多，内容丰富，吸引省内家庭游、亲子
游，淡季变旺季，还带动周边酒店发
展。目前该酒店正在着手发展直升
机旅游，引进马术俱乐部，风筝冲浪，

“我们的目标是把亚洲湾建成区域旅
游目的地。”

变：
灵活掉头适应市场求生机

省工商局运用大数据理念加强
市场监管和服务，建设全省统一流通
领域商品电子网络监管平台、12315
消费者申诉举报调解处理平台等，发
挥职责优势定期回访抽查，对异常库
内的企业加大回访抽查力度，及时化

解市场风险。琼海工商局分管企业
监管的副局长吴淑虞说：“采取多种
措施，推动海南民营企业主动适应经
济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
结构，补长短板。”

大量的小型饲料厂都被大厂挤垮
吃掉，但文昌东路镇的琼文歌颂饲料
厂却逆风飞扬，引进瑞士布勒公司的
成套饲料生产线，上半年生产饲料6万
多吨，产值1.6亿元。“不求大而全，满
足方圆50公里内农民养猪、养鱼的饲
料需求，免除中间环节，以直销的便宜
价格惠农，保住市场份额。”董事长助
理韩雄元说，同时该企业自办养猪场，
延长产业链，上半年出栏肉猪1.4万
头，获纯利1400万元。

市场发生变化时，海南一些民营
企业发挥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及时扭
转航向，求得生机。琼海的昌隆饭店
从一家路边鸡饭店发展而来，前几年
生意红火，但七八成生意是公务接
待。近两年公务接待少了，酒店经营
陷入困境。酒店有关负责人吴安德告
诉记者：“忍痛把装修不久的两层楼的
包厢打掉，改成结婚喜宴中心。把做
高档菜的大厨辞退，改为经营三四百
元一桌的家常菜。”同时，饭店还转向
投资食品加工、学前教育、山柚油特色
农产品等。

富：
提供岗位增加农民工资收入

海南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提供了丰富的工作岗位，吸纳
大量的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增加农民
工资性收入。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说，
海南非公经济吸纳从业人员达87%，截
至今年4月底，全省市场主体60.6万户，
从业人数415.41万人，其中私营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55.5万户，从业人数267.02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64.28%。

大中型民营企业给农民工提供工资
收入较高的岗位。“6月份的工资6000
元，最高一个月拿到7000元，比在广东
打工要高。”儋州排浦镇40岁的村民谢
平代在文昌勤富食品有限公司的加工厂
打工，负责开鱼片。他老婆林彩花也在
加工厂里，负责磨鱼皮，月工资5000
元。公司买了社保，免费吃住，两人一个
月挣1.1万元，最近准备在家盖新房。

小型民营企业提供在家门口打工
的岗位，最大好处是让农民工能照顾
家。在文昌绿果岛食品有限公司打工
的符丽花，家离公司两三百米，上班能
拿3000元工资，下班后还能及时赶回
家给7岁小孩煮饭，照顾老人。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海口：机电制造业增势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