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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2020年7月10
日，海南葫芦娃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葫芦娃
药业”）成功登陆A
股，实现海南近三年
企业 IPO 零突破；
2021年3月9日，海
南金盘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盘科技”）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正式
挂牌上市，成为海南
首家在科创板上市
的公司。

海南企业在资
本市场捷报频传，
鼓舞人心，也引人
思考。

海南资本市场
目前形势如何？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增
加上市公司数量，应
该怎么做？这些社
会公众关注的热点，
也引发海南社会各
界和关心海南发展
的业内人士思考。

在海南企业进驻资本市场的
历史中，短期内新增2家上市公
司，成绩来之不易。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企业上
市需要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单
单看葫芦娃药业和金盘科技的
上市，二者都是企业持久蓄力、
创新驱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结
果，但是上市适逢海南自贸港政
策红利期，有助于促进企业的进
一步发展。

当然，这也与葫芦娃药业和
金盘科技的公司发展方向不无
关系。海南日报记者梳理两家
公司业务特点时发现，二者都属
创新驱动、及时转型升级的精进
型企业，市场均面向省外、国外
市场。葫芦娃药业致力于新药
研究，产品主要面向整个国内市
场。金盘科技的主要产品则是
应用于新能源、高端装备、节能
环保领域，产品绝大部分是销往
国外。两家企业的主要产业方
向均与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
契合。

万得数据显示，葫芦娃药业
自去年 7月上市至今年 3月 29
日，股价上涨227.84%，是海南板
块涨幅最大的上市企业。

与此同时，大家认为，政策
红利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外因。
但是要想让更多海南企业达到
上市门槛，仍需厚积薄发，加快
自身发展。

海南资本市场的波动都与重
大事件有关。中改院院长助理、
企业研究所所长杨政认为，纵观
全国对海南资本市场的关注波
动，基本都是由事件驱动的，譬如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等，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海
南板块会呈现“脉冲式”上涨，但
是从长期价值角度来看，关注度
相对较少。

“海南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
中曾获益于政策红利。但是仅依
赖政策红利的发展是难以持续
的。”国泰君安证券海南分公司金
融市场部总经理赵宇青说。

杨政表示，如何在利用政策
红利获得关注的同时修炼好企业
发展的内功，对海南企业和各相
关职能部门而言，都是要认真探
索的长久课题。

培育和推进企业上市对增强
地方经济活力、促进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作用。2020年12月30日
召开的海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也
指出，2021年，要重视直接融资，
培育优质上市公司后备资源，大
幅提高海南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融
资能力。

对于我省而言，上市公司是
实体经济的“基本盘”，也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先锋队”。2018
年以来，海南上市公司通过资本
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603.23 亿元
（截至今年3月），实施并购重组
93 笔，交易金额达 573.81 亿元
（截至今年2月），为建设海南提供
资金。

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下，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对于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落
实“六稳”“六保”部署、促进海南
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自贸港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

近两年，我省金融监管部门

和海南证监局均致力于提高海
南上市公司质量。为支持海南
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去年初海南
证监局制定印发《推动提高海南
上市公司质量 2020-2022 年三
年行动方案》。去年 6月起，海
南证监局联合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逐一走访、调研辖区上
市公司，研究制定“一企一策”优
化方案，支持海南上市公司做优
做强。

目前，我省资本市场培养和
辅导体制已经逐渐完备，新三板
挂牌和A股上市均有良好的辅导
机制，小微企业也通过在区域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进驻资本市场

“小试牛刀”。同时，上市公司自
身也在逐步完善监管运营体制机
制，积极提高上市公司稳健发展
水平。

海峡股份证券部相关负责人
刘哲表示，海峡股份2021年将考
虑购买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
任保险，减轻管理人员的履职负
担。同时，为了让公司发展更加

稳健，正探索股权激励制、独立董
事公开选聘制等。

近两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多次面向企业举办资本市场服务
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关培训会，让
更多企业有意识规范发展，储备
上市。

海南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海南资本市场建设要对
标海南自贸港建设，支持海南企
业经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展股
权、债权融资。通过推动优质企
业上市、实施并购充足提升竞争
力等方式支持上市公司做优做
强；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突出风险
问题；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保障投
资者合法权益；加强监管能力建
设，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监管效
能；加强与各方沟通协作，积极推
动地方政府出台促进资本市场发
展的政策文件，努力形成共同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强大合力。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经出台
相关具体文件，推进企业上市。

“海南板块”壮大
企业厚积薄发
恰逢政策红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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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证监局最近披露，2020
年，我省致力于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上市公司培育成效逐步释放，
2020年至今我省新增2家上市公
司，目前共有 34家A股上市公
司，2020年我省企业通过资本市
场实施直接融资199.11亿元，同
年我省有3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实
现融资。

此外，为小微企业进驻“资
本市场”做基础培育的海南股权
交易中心，截至去年年底，已有
挂牌企业数量 1708 家，交易板
企业 85 家，展示企业 1623 家。
累计有 102 家企业获得融资

9.31亿元。
海南企业进驻资本市场新力

量增加，让社会各界人士信心倍
增，但是大多业内人士却认为，对
形势预判不应太过乐观，看短板、
促发展才是眼下当务之急。

“资本市场不断有新进展，但
是海南上市企业数量不足，后备
企业较少是客观现象，引增量补
短板仍然是眼下最主要的。”杨政
说。

纵观国内，我省上市公司数
量较少，排名靠后，后备辅导拟
上市企业数量也较少，目前我省
刚结束辅导备案提交上市申请

的有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
有限公司，正在辅导备案的只有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杨政说，葫芦娃药业和金盘
科技成功上市便是很好的佐
证。海南企业需要走外向型经
济的路子，向海外要市场、要规
模、要利润。在自贸港政策红
利下，海南正在打造“双循环”
的国际枢纽，海南企业如果都
能依托中国内地14亿人口腹地
市场和面向东南亚的海外市场
及欧美市场，一定会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

助推做优做强

我省多措并举，资本市场培养和辅导体制逐渐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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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当下关键

琼企进驻资本市场力量增加，更应看短板促发展
B

C

▶ 2020年至今

我省新增上市公司2 家

目前共有A股上市公司34 家

“目前而言，上市还是海南企业进
驻资本市场最便捷的途径之一。”证券
业内某分析师这样说。

海南如何提升上市企业数量，加快
上市进程，杨政认为要“两手抓”。

一是在内部培育一批“小巨人”。
对比国内先进地区，譬如，浙江有很多
第二第三梯队的“小巨人”，虽只有几
千万资产，但是多部门合力把市场、政
策研究清楚，通过金融机构扶持、人才
引进、市场对接、鼓励创新，让“小巨
人”快速长大。海南可以借助此模式，
帮助海南企业走出去，拓展国内和海
外市场。

另一方面，海南也可通过制度创
新，吸引计划在海外上市的公司迁址，
引入“巨人”企业落地海南，搭建SPV
（指特殊目的的载体，也称为特殊目的
机构/公司）结构，开展海外投资布局和
税收筹划，吸引一批想在海外上市的企
业到海南驻足发展。

此外，政府部门可鼓励上市企业积
极参与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进程中，让
海南发展红利与上市企业发展相互促
进，形成良性循环运作。

“海南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曾因获
益政策红利而取得快速发展，却因时代
背景下金融监管意识、经验、能力等条
件不足而减缓了辖区的产业资本扩
容。以史明鉴，自贸港资本市场需要以
政策红利与金融监管协同共建为基础，
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赵宇青说。

赵宇青认为，海南应充分发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宏观调
控优势，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践行

“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发展方
向，探索自贸港独特的创新模式。建
议通过资本市场驱动，走第三产业支
持实体产业、实体产业带动生态产业
的发展模式。

多位业内人士也指出，上市公司质
量的提高与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的。目前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
是基于海南实际情况考虑、符合海南定
位、大有可为的，我省也应大力扶持相
关产业，促进产业壮大，为更多海南企
业上市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阳表示，金融部门将立足于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产业，
以及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的发
展需要，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引领各类金
融要素资源高效集聚，全面提高金融服
务的质量、效率和水平，精准助推产业
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仍需扩容增量
育“小巨人”引“大巨人”
形成良性循环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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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资本市场
概况

▶ 2020年
我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199.11亿元

此外2020年实现融资的还有

3 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 2018年以来
海南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

实现直接融资

603.23亿元

（截至今年3月）

实施并购重组93 笔

交易金额达573.81亿元

（截至今年2月）

▶ 截至2020年底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已有挂牌企业数量1708 家

交易板企业85 家

展示企业1623 家

累计有102 家企业

获得融资9.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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