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口最少的城市

三沙市于 2012 年 6 月设立，是我国

最南端的城市，也是陆地面积最小、总面

积最大、人口最少的城市。

三沙岛屿面积 13 平方公里，海域面

积 260 多万平方公里，下辖西沙、南沙、

中沙三个群岛。

永兴岛 2.1 平方公里， 是三沙市政

府驻地，也是南海最大的岛屿，岛上有银

行、邮政、商店、机场等。

海峡股份“椰香公主号” 邮轮已对

西沙旅游航线 3 次试航，试航线路主要

是围绕鸭公岛、永兴岛等岛屿进行。

“椰香公主号” 邮轮其中一次试

航第一天停在北礁岛，第二天停在永

乐环礁，登上鸭公岛、琛航岛及附近

沙滩。

鸭公岛是中国渔民的捕捞根据地，

游客可以海钓、潜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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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旅游争取“五一” 成行 多公司整装待发

证券时报记者 罗峰 张宇凡

蓝天如洗、 碧波万顷的南海，一

直是国人旅游的梦想地之一。 作为我

国南海战略的一部分，去年

6

月宣布

设立最新的地级市三沙市后，这一旅

游项目更为社会所热议。

海南省持续推动的三沙旅游计

划短时间内将迎来破题，常务副省长

谭力再度订出时间表：三沙旅游争取

“五一”小长假前开通。

资本市场对此充满憧憬， 海南相

关股票闻风而涨，有的个股一度涨停。

近日， 证券时报记者走访海南参与或

计划参与三沙开发、三沙旅游、三沙基

建的公司，全面接触相关产业链。

怎样去三沙

资本市场及社会所议 “三沙旅

游” ，初期主要是西沙旅游，再具体则

主要是以永兴岛为中心的旅游区。

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明确要求推进中沙群岛、西沙海

岛旅游资源开发， 建设永兴岛—七连

屿珊瑚礁旅游区。所以，资本市场及社

会所议“三沙旅游”，初期主要是西沙

旅游， 再具体则主要是以永兴岛为中

心的旅游区。

证券时报记者从海南省有关部门

了解到， 之前去三沙市， 一是交通不

便，二是程序上有办证要求。

交通途径方面，一是航运，可在海

南省文昌市清澜港乘坐“琼沙

3

号”交

通补给船，

16

个小时后直达三沙市政

府所在地永兴岛， 该船为来往三沙主

要常用交通工具，并非旅游船；也有游

客从三亚或琼海市等地租渔船前往。

二是飞机，永兴岛上建有机场，可起降

波音

737

飞机，但属军用。从去年底一

篇 “海南航空顺利完成西沙退伍官兵

运输保障”的文章看，退伍官兵搭乘海

航的航班从三沙市飞抵三亚市。 这是

特殊航班， 目前并无民用航空在三沙

市运营。

海峡股份前年就获批 “海口、三

亚至西沙北礁及附近岛屿生态旅游

航线经营权”， 经营权到期仍未实际

开通；

2012

年重新获批， 有效期延至

2015

年。

海南航空董秘黄琪珺向证券时报

记者表示， 海南航空已提出三沙航线

的申请，但需多方面审批，特别是需要

军方和中央多个部门的批准， 目前暂

无明显进展。

程序方面，普通人士应提前申请，

主要是办理西沙通行证， 不然可能会

被拒绝登岛； 开放旅游后相关手续可

能会简化。

海上航线有望率先开通

海峡股份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准运

行西沙旅游航线的公司， 准备了一艘

邮轮“椰香公主号” 。

海南省政府表示， 三沙旅游争取

今年“五一”小长假前开通，各方正在

朝此努力。但证券时报记者获悉，航线

开通的时间节点仍不确定。不过，正式

开通海上航线的时间应该不远了。

“我们有航线批文，椰香公主号也

进行了试航， 但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

具体开通时间尚难确定。 ”近日，海峡

股份副总经理兼董秘周乃均在海口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海峡股份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准运

行西沙旅游航线的公司， 准备了一艘

邮轮“椰香公主号”，这是该公司瞄准

新市场的一个开始。 周乃均说，“一体

两翼”是公司的发展战略，即在做好客

滚运输主业的基础上， 同时多元化发

展物流、旅游两产业。

海峡股份主业为琼州海峡的客滚

运输， 琼州海峡市场竞争激烈， 由海

南、广东两省多家船运公司共同运营，

同时还要面对粤海铁路火车轮渡客滚

船的竞争。 广东方面的航运公司运力

提升较快，加上粤海铁的分流、运营成

本的上升， 占有市场份额最大的海峡

股份尽管

2012

年交付

3

艘新船，还是

难以抵御

2012

年业绩的下滑。

海峡股份原本经营海口

-

海安、

海口

-

广州、 海口

-

北海三条客滚航

线，近年停掉了海口

-

广州航线，把该

航线的 “椰香公主号” 改造升级为邮

轮；西沙航线属于远海航区，改造后的

邮轮载客人数也由原来的

800

人调整

为

310

人，游客的空间更加宽敞，配有

咖啡厅、游戏室、游步甲板演艺场等设

施。该船

2012

年底至今年初还曾被三

沙市政府租用一个月，用于公务、交通

补给。

初期多属“到此一游”

西沙旅游目前没有太多的产品，

开通初期主要是“到此一游”性质，旅

游产品设计主要是四天三晚， 基本在

船上。

海南省旅游委人士说， 西沙群岛

面积小、生态环境脆弱，西沙旅游定位

为中高端特色旅游， 对游客人数进行

限制。

“西沙旅游目前没有太多的产

品，开通初期主要是‘到此一游’性

质，旅游产品设计主要是四天三晚，

基本在船上。 ”参与设计该航线的人

士说， 探索旅游线路时注意到相关

岛屿的供电、淡水都是问题，住宿更

是问题，目前旅程设计上，吃住全在

船上。

至于停靠岛屿， 是目前旅游线路

设计的一大争议处。 国内游客最大兴

趣是登上最年轻的地级市三沙市所在

地永兴岛， 这是管辖南海

260

多万平

方公里的“中枢”，但旅游线路设计上

暂时没有永兴岛。

同时， 记者从海南多个旅行社自

行开发的“非正式”线路上，发现已有

登上永兴岛的内容， 主要是参观收复

西沙纪念碑等。

事实上，在官方线路开通之前，海

南有旅行社借搭“琼沙

3

号”组织旅行

团， 一般是先拿旅客身份证去申请西

沙通行证，申请下来后旅客交押金，然

后旅行社去弄船票。 “琼沙

3

号”并非

旅游船，作为交通补给船直达永兴岛，

这也是旅行社的一个“擦边球”业务，

但作为出入管制地区的“非正式旅游”

有一定风险。

海南省有关官员透露， 旅游线

路最终还是要依托永兴岛， 但在永

兴岛没形成接待能力之前， 以保护

海岛环境为主。

对于旅游项目， 西沙旅游的亮

点是海钓、潜水、观海景等。 潜水项

目被认为是西沙旅游开发潜力较大的

项目， 旅游业界和三沙方面将在这方

面逐步推进。

海航意欲参与竞争

海航旅业旗下“海娜号” 邮轮正筹

备相关旅游线路。“海娜号” 被称为中国

内地最大豪华邮轮，今年初首航。

外界称海峡股份是三沙旅游的 “独

享航线经营盛宴”者，这个“独享”将迎来

分享者。

海航集团执行董事、 海航旅业董事

长张岭表示， 海航和三沙市政府方面进

行了会商， 已做好充分准备来参与三沙

旅游开发。

据悉，海航旅业旗下“海娜号”邮轮

正筹备相关旅游线路。 这位年轻的海航

高管在海口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说：“‘海娜号’ 邮轮在越南的航季将结

束，

5

月将转移到天津，开辟天津至韩国

的新航线。如果三沙旅游开通，我们可让

‘海娜号’开到‘中国的马尔代夫’去，用

旅游宣示主权。 ”

“海娜号”被称为中国内地最大豪华

邮轮，今年初首航，根据季节以三亚（越

南航线）、天津（韩国航线）作为邮轮母

港，最大载客量

1965

名。

上个月， 三沙市长肖杰对外公开表

示，西沙旅游的邮轮建造已经完成，从海

南岛至西沙群岛的旅游航线基本确定，

将择机开通。 当时多个报道说肖杰所指

邮轮为“海娜号”，也有业内人士说是“椰

香公主号”。

除海航旅业想开拓的海上航线、海

南航空在申请的空中航线之外， 张岭还

提出水上飞机旅游：“船舶停靠不一定方

便，如果使用水上飞机，三沙岛屿之间可

以更加便捷地切换。 海南是中国低空空

域管理改革试点区域， 未来该领域发展

空间较大。 ”

这意味着海航可能全方位布局三沙

旅游。

水上飞机争食市场

美亚旅游航空公司去年获得国内首

张“水上飞机”牌照，这是一家总部设在

三亚市的新公司。

海航针对三沙的水上飞机计划还在

筹划当中，另一家公司则已经有了动作。

美亚旅游航空公司去年获得国内首张

“水上飞机”牌照，这是一家总部设在三

亚市的新公司。

该公司称， 目前已购买和订购

7

架

水上飞机， 总计划则是在海南三亚投放

25

架、在

2015

年形成接待

30

万游客的

运营能力，目标是开通三亚至三沙市（主

要是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 为目的地的

各岛礁航空旅游线和短途运输快线，提

供

70

分钟从三亚到西沙群岛的快捷飞

行服务。

水上飞机号称能打造“三亚、三沙两

地一小时旅游圈”，对邮轮航线有何影响

还需验证。邮轮航行时间较长，旅游业人

士说， 从海口到西沙岛屿约需

17

个小

时， 从三亚出发则航程缩短

50-60

海

里，有望节省

5

、

6

个小时。

旅游业人士说，另一方面，由于岛上

接待能力弱， 绝大部分时间在岛外，待

在船上的体验要舒适些，如果永兴岛不

开放或开放范围小，乘坐水上飞机很难

解决游客生活问题，而邮轮可以让游客

吃喝拉撒及住宿全在船上，一段时间内

较易为三沙市及中央有关部门认可。 将

来三沙参与旅游接待的几个岛屿提升了

接待能力， 水上飞机旅游有望迎来发展

良机。

建设三沙正当时

三沙市基础项目已获国家 100 亿

元支持，涵盖机场、码头、补给、交通、办

公等八个方面。

应对地方发展和旅游的需要， 三沙

市正在展开多项基础建设， 这也产生了

庞大的基建市场。 目前永兴岛旅游接待

能力很弱，以住宿为例，岛上唯一的宾馆

是西沙宾馆 （属于原海南省驻西沙办事

处的招待所性质），只有

56

间客房，目前

客源主要是公务接待。

“去年国家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这

是海南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海

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三沙市基础项目已获国

家

100

亿元支持，涵盖机场、码头、补给、

交通、办公等八个方面。

海南瑞泽（

002596

）作为海南省最大

的商品混凝土供应公司， 在三沙的基础

设施建设中有望分得蛋糕。 该公司有关

负责人对记者说， 公司完全具备参与三

沙建设的技术和混凝土供货实力， 公司

将根据三沙建设的进展和需要， 适时提

供技术和供货支持。

“三沙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混

凝土，但如何供应混凝土是个挑战。 ”海

南建筑业人士分析， 一个办法是岛上建

混凝土搅拌站。 不过永兴岛太小，淡水

和沙石摆放何处是个问题，岛上大面积

堆放建材不太现实，也怕破坏永兴岛的

环境。 另一个办法是从三亚市运去混凝

土，十几个小时的航程有不便之处。 最

好的办法是填海围地———圈出一个工

地平台。 将空心混凝土沉箱等投放海

里，围成区域后填土，新造一片陆地。 这

个办法也可用于设立类似旅客活动平台

之类的建筑。

主题投资为主

对于多个行业而言， 短期内西沙旅

游经济效益暂难显现， 潜力有待后续经

营；同时，作为一个热门话题，会不断吸

引各界目光。

A

股市场对西沙旅游概念不时追

捧， 不过海南当地相关行业人士认为多

数难以变现为强大的业绩支撑。 证券公

司分析师也称， 西沙旅游更多的是主题

性投资机会。

海南航空营收总额较大， 西沙业

务的因素对该公司影响不明显， 暂无

分析师对此项西沙业务作出分析。 海

南瑞泽

2012

年混凝土业务营收近

10

亿，占公司营收九成以上，由于三沙建

设投资规模较大， 业内人士称如果海

南瑞泽顺利在三沙开展混凝土业务，

可能受益。 不过可能是缺乏相关数据

及信息， 暂无分析师对海南瑞泽的三

沙业务作出分析。

海峡股份作为西沙旅游概念龙头

股，吸引不少券商分析师关注。 海通证券

研究报告说：考虑到“椰香公主号”营运

能力有限，

2013

年西沙航线对业绩贡献

较小，以“五一”开通航线测算，可增加每

股收益

0.038

元至

0.084

元，这更多的是

主题性投资机会。

业内人士说，对于多个行业而言，短

期内西沙旅游经济效益暂难显现， 潜力

有待后续经营； 同时， 作为一个热门话

题，会不断吸引各界目光。

链接

Link

吴比较 / 制图

去年 6 月宣布设

立最新的地级市三

沙市后，南海旅游项

目为社会所热议。 资

本市场对此充满憧

憬，海南相关股票闻

风而涨，有的个股一

度涨停。

近日， 证券时报

记者走访海南参与

或计划参与三沙开

发、三沙旅游、三沙

基建的公司，全面接

触相关产业链。

针对个别媒体关于张守刚有关事项的报道，本公司现

声明如下：

一、张守刚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到本公司工作，同年

12

月中旬离岗，

2013

年

1

月， 本公司已按其自动离职处

理。经本公司了解核实，其在本公司工作期间，根据公司的

管理规定，未与“丙类户”为交易对手方发生任何交易关

系，所有交易均合法合规。 媒体报道的张守刚被调查事件

是其到本公司就职前发生，与本公司无关，与本公司其他

人员亦无关联。

二、本公司尚未接到相关部门对张守刚事件的任何法

律文件或正式通知。

三、本公司经营正常，未受到该事件影响。

特此声明。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3 年 4 月 25 日

江海证券关于张守刚有关事项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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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年报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2 年年度报告》和《2012 年度审计报告》，因

疏忽导致数据处理出现缺失， 造成年度报告中 " 第十节财务报告 " 和审计报告披

露信息不全，现已对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中缺失部分（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补充更正，详见《2012 年年度报告

（更新后）》及《2012 年度审计报告（更新后）》。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2�年度业绩造成影响，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

表歉意！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