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截至目前，除正在申请终止挂牌
的天涯社区、华良物流，以及刚挂牌的
海垦林产外，其余37家新三板挂牌的
海南企业已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
告。统计显示，37家企业共实现营业
总收入45亿元，实现净利润为3.14亿
元。超过七成企业实现盈利，五成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超5000万元，三成企
业实现净利润超1000万元。

2018年5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发布了《关于正式发布2018
年创新层挂牌公司名单的公告》。公
告显示，进入创新层的海南企业由去
年的8家降至5家，分别为中视文化、
新生飞翔、新道科技、涛生医药和九春
教育。

在发布半年报的37家企业中，居
营业收入榜首的企业为新生飞翔，其

实现营业收入5亿元；居净利润榜首
的 是 琼 中 农 信 ，其 实 现 净 利 润
4137.21万元；营业收入增幅、净利润
增幅最大的企业均为天地人，营业收
入 增 长 127.23% ，净 利 润 增 长
420.24%。

营业收入方面，37家挂牌企业中
有21家实现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
元，占比约56%；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

的企业有16家，占比约43%。
净利润方面，28家企业实现盈

利，约占总数的75%。有12家企业实
现净利润超过 1000 万元，占比约
32%；净利润超过2000万的企业有5
家。

从盈利能力方面看，净利润增幅
超100%的企业仅有4家，与去年同期
的12家相比减少了8家。

海南各银行机构走进社区商圈田间地头开展金融知识宣教

“让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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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文达 曾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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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农商行
“移动银行”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陈雪怡 通讯员秦娇）
9月初，海口学子刚进校园便上了金融知识的

“开学第一课”。海口农商银行送“移动银行”进
海口各大高校，广泛开展送金融知识、送金融服
务进校园活动，为广大师生和家长送去高效、优
质、便捷的金融服务。

各个活动现场，海口农商银行均设置咨询
台、业务台等，充分利用学生及家长等候报名的
时机，积极引导办理激活手机银行、短信通知以
及各项校园应用功能。并向新同学介绍防范电
信诈骗以及远离非法借贷、保护个人信息的重
要性，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增强金融风险
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受到了广大师生
和家长的好评。

据悉，自2013年海口农商银行校园一卡通
项目落地实施以来，该行已与6所高等院校合
作及1所中学建立起战略友好关系，为各大院
校发行集支付结算、身份识别、校园消费、贷款
融资等为一体的校园IC卡，为广大师生送去暖
心服务。通过整合信息资源，为学校大数据提
供了基础数据来源；设置专人专岗，贴心做好学
校一卡通业务受理、咨询等工作；不断开拓业务
创新，RCC技术的应用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
的“银行科技发展二等奖”和“海南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等等。

在新生开学之际，海口农商银行43家支行
积极“走出去”开展外拓营销，截止目前，海口农
商银行已开办校园卡2.1万张，激活校园卡1.1
万张，手机银行8000余笔，短信通知8300余
笔，发放金融知识宣传资料8000份。

海口华夏银行
首增两家分支行网点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海口民生银行
开展扶贫助学公益活动

截至目前，海南31家上市公司
中报披露完毕。统计数据显示，上
半年，海南上市公司总计实现营业
收入 610.13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8 亿元。逾
六成企业实现盈利，逾八成企业营
收过亿元。

在31家海南上市公司中，*ST东
电注册地7月中旬从江苏常州迁址海

南海口，至此，海南辖内海航系上市公
司达到4家，分别为海航控股、海航基
础、海航创新、*ST东电。

在营收层面，海航控股拔得头筹，
以营收329.41亿元位居榜首，占据海
南上市公司总营收的半壁江山，中钨
高新和京粮控股分别以38.14亿元、
36.39亿元位居海南上市公司营收榜
第二、第三。

而在海南上市公司，营收过亿的
企业达 25 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80%；营收突破10亿元的企业也达到
11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5%。

在净利润层面，海航基础以8.27
亿元的净利润位列第一，海航控股、罗
牛山分别以5.48亿元、3.35亿元分列
第二、第三。

盈利企业达到21家，占上市公

司总数的 67%；盈利过亿的海南上
市公司有 5 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16%。

在业绩增幅层面，有6家海南上
市公司业绩增幅翻倍。

另外，上半年，海德股份、海南
瑞泽、海南橡胶 3 家海南上市公司
在A股市场实现增发融资 62.87 亿
元。

海南上市公司

新三板海南企业

六成中期盈利——总营收突破600亿元 盈利超16亿元

上半年七成盈利——实现营收超45亿元 盈利超3亿元

“这短信里说的‘有鼻子有眼’，要
不是银行工作人员及时提醒，我差点儿
就被骗了！”9月1日，家住府城的王大
爷说起遭遇的电信诈骗，庆幸自己没有
上当。

9月1日，海南银行业“金融知识
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
月活动如约而至。近一周来，海南银
行业围绕“普及金融知识，追求美好
生活”“提升金融素养，争做金融好网
民”等系列主题，在海南银监局统一
组织和协调下，开展了集中性、多形
式的金融知识宣传。

“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是银行业
共同推动的一项长期性金融普及工
作，旨在提升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弘
扬金融正能量。

记者走访看到，今年的宣传活动
高度结合不良网络借贷、电信诈骗等
社会关注热点。连日来，如火如荼的
宣教活动走进街市、企业、校园、乡村，
针对不同人群金融知识的薄弱环节开
展针对性的宣传，真正做到把金融知
识传播到角角落落。

结合热点：
让非法金融活动无处遁形

“要结合当前社会热点，注重宣教
实用的金融风险防范技能。”9月1日
上午，海南农行的“宣传小分队”一大
早就集结在位于红城湖支行的宣传
点，一边整理折页资料，一边交流宣传
重点。

近年来，校园频频出现黑代理、裸
贷等“校园贷”陷阱，大学生因身陷非
法“校园贷”而背负巨额欠款甚至酿成
悲剧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增强在校
生对有害网络借贷的甄别和抵制能
力，很多银行将远离校园不良网络借

贷作为今年的宣传重点。
与此同时，弘扬金融正能量、提升防

范非法金融活动能力等都是宣传热点，
银业将积极引导广大消费者讲诚信、守
底线，不制造、不传播金融谣言，自觉抵
制非法金融广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
现象；还将重点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基
本特征、常见手法、识别方法等。

攻克难点：
让宣传活动覆盖各类人群

“欢迎你们到我们村来做宣讲金

融知识，太需要了。”电话两头，海口农
商行与永兴镇一村庄一拍即合，“金融
知识大讲堂”成立了。

农村历来是金融知识宣传的重
点，也是难点。为加强对农村地区的
力量倾斜，省农信社系统、海南农行和
邮储银行等涉农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的
网点优势和员工熟悉农村的优势，进
村入户，将金融知识送到田间地头。

“今年的活动力求创建海南特色、
突出宣传主题。”海南银监局相关人士
介绍，除了侧重农村地区，配合海南省
扶贫攻坚，面向贫困地区开展“金融助

力精准扶贫”宣传，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还重点面向中学、大学入学新生举办

“金融公益讲堂”，力求覆盖各市县重点
中学和辖内主要高校；还将面向驻琼部
队官兵开展“金融知识进军营”活动。

形式多样：
线下线上多渠道联动宣传

记者走访海南农行、省农信社等
金融机构看到，为了把金融知识传播
到角角落落，连日来，各银行以网点为
主阵地，为过往市民发放宣传页，分享

案例、答疑解惑的同时，还充分利用官
网、网上银行、手机APP、官方微信、媒
体广告等多种渠道开展不间断的宣
传。部分金融机构还设计了有奖问
答、在线课程、互动游戏等线上活动，
真正做到把金融知识传播到角角落
落。

打开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微信公众
号主页面，“防范电信诈骗秘笈”为主
要内容的电子宣传折页画面精美、通
俗易读。据悉，省内多家金融机构正
充分利用微信渠道推送金融知识，方
便消费者随时随地了解、学习。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邵长春
实习生 林美余 通讯员 林思彤

只需一部手机，下载一个APP，
小微企业便可得到少则几万元，多则
几十万元的信用贷款。

9月4日，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
行（以下简称海南建行）正式推出“建行
惠懂你”智能APP，以金融科技应用为
支撑，为全省小微企业提供全面便捷的
普惠金融服务。这是海南建行金融科
技服务小微企业的又一创新应用。

据介绍，建行一直高度重视普惠

金融发展，建设银行总行为此提出了
“住房租赁、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三
大战略，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实
施。推出“建行惠懂你”智能APP，将
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是建设银行
送金融服务上门的一项重大创新举
措，在市场和同业中也属于领先地
位。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生物识别等
技术，创新推出“互联网获客+全线上
信贷业务流程”业务新模式，为中小微
企业打造一站式信贷服务平台。

事实上，利用金融科技服务中小
微企业，海南建行一直在不断创新，对

此，海口首发三利租赁有限公司总经
理曹聚勇深有感触。

曹聚勇的企业是主要做钢管租赁
的，流动资金是企业运营的根本，但是由
于租金到账不及时，企业总是面临窘
境。2016年，曹聚勇开始使用建行的小
微贷款，仅仅是今年已经累计贷款100
多万元。曹聚勇坦言公司可以顺利运
转，绝对离不了建行的金融产品支持。

“只是用手机银行点击贷款，便能
很快到账，有钱时再随时还上，十分方
便。”曹聚勇连连夸赞海南建行的“小
微快贷”产品。

据统计，受惠于海南建行的中小
微企业不在少数。截至2018年7月
末，海南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50亿
元，贷款客户近9000户，累计为超过
2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超
过100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

海南建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海南建行一直致力于产品
创新，除了去年推出的“小微快贷”，今
年3月，海南建行还联合海南省国税局，
为诚信纳税小微企业推出“云税贷-银
税直连”产品；7月和8月先后在三亚和
海口上线了“抵押快贷”产品，并将在近

期与省发改委实现海南“信用中国”系
统直连，联合推广“信易贷”产品。这些
产品和服务，都匹配了小微企业“小、
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可实现在贷款
合同有效期内随借随还、循环支用，极
大的提高了融资效率，充分满足了小微
企业融资需求，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是建
行的本源和初心。”海南建行行长张中
科说，未来，海南建行将继续坚持以服
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持续推进普惠金
融与金融科技战略，护航小微企业壮
大成长，惠企民生，让金融更有温度。

数据“搭桥” 科技“开路”

海南建行：智“惠”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原中倩 实习生林美余
通讯员贺彩霞）华夏银行海口分行近日首增两个分
支行营业网点。日前，该行设立的第一家综合性同
城支行——华夏银行海口文华支行正式开业，这
也是该行新增的第二个支行网点。此前，该行海口
海秀支行也正式对外营业，这是华夏银行海口分行
设立的第一家综合性小型支行。

据介绍，两家支行相继开业，不仅是华夏银
行海口分行在海南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又一重
大成果，更是海口分行植根海南、服务海南经济
所迈出的重要步伐。

华夏银行海口分行自2015年11月成立以
来，短短两年多的发展，该行“中小企业金融服
务商”“大众理财银行”“华夏服务”等品牌形象
逐步确立，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已经成长为海南
金融界的生力军。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你们的帮助，不仅资助
水泥给我家盖房子，还圆了我的读书梦！”近日，
在万宁南桥镇南桥村，贫困学生王江燕连用三
个“感谢”表达自己的心情。

王江燕是家中长女，妹妹在读高中，弟弟从
小卧病在床，全家经济来源仅靠其父亲一人打
零工的收入。因为供养她和妹妹读书，家中再
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盖房，全家只能挤在危房
里。看着家中的困境，王江燕几次萌生放弃读
书，早日外出打工的念头。

为了让像王江燕这样的困难学生能够安心
学习，今年以来，民生银行海口分行积极联动万
宁南桥镇南桥村，对村内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的特困生进行调查摸底，详细了解贫困学生家
庭情况，最终确认资助困难学生25名，资助金
额4.6万元。捐赠仪式上，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还为困难学生送出学习用品。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定点扶贫万宁南桥镇南
桥村三年来，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精准帮扶
等方面下功夫、花力气。未来，该行将继续充分
发挥金融优势，打造“融资加融智，输血更造血”
的扶贫之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履行好一个有
担当、有情怀的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为困难学生送出学习
用品。 海口民生银行供图

9月1日，海南银行业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活动启动。图为银行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金融知识。海口浦发银行供图

目前，上市公
司及新三板挂牌
企业中报披露收
官，海南31家上
市公司和37家新
三板企业的中报
成绩落定。经统
计，今年上半年逾
六成的海南上市
公司实现盈利，逾
八成企业营收过
亿元；新三板海南
企业超过七成企
业实现盈利，五成
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超5000万元。

金融资讯

金融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