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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通讯员 ���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游戏中
的商机被大大发掘! 越来越多科技的手段
注入游戏中!如网页游戏"网络游戏"动漫
游戏等等#

网络工程师陈泽在广州一家软件编程
公司工作!他工作闲暇的爱好!就是打开网
络玩$商业大亨%网页游戏#$玩这款游戏的
朋友和同事还挺多!因为它模拟商业经营!

最后通过玩家努力! 在游戏中建立起自己
的商业帝国# %陈泽在 !!上告诉记者!喜
欢这款游戏的人大多是白领阶层! 既可娱
乐!又可在游戏中获得职场启迪#

令陈泽想不到的是! 这款风靡亚洲的
网页游戏! 竟然是海口一家新兴的网络科
技公司&&&海口动网先锋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开发的' $开发的是游戏产品!经营的却
是高科技事业'%省科技厅副厅长杨天梁如
此评价动网先锋! 该公司非常注重知识产

权的投入"研发与保护!仅去年一年!其开
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页游戏! 就给
公司带来 "###多万元收入'

其实! 动网先锋 $%#&年就成立了!但
成立之初是经营软件开发的'$公司的经营
发展到 &%%'年前后出现了问题!几个合作
伙伴一商议! 决定转型开发网页游戏及社
区互动娱乐的研发和运营' %年仅 ((岁的
公司总经理宋海波告诉记者! 他和另外一
名合作者都喜欢玩网络游戏! 最后决定把
自己最喜欢游戏的当作事业发展方向'

$互联网游戏竞争非常激烈!如果网页
游戏没有自己的独特的创意和技术含量!不
仅难以打动玩家!即便打动了玩家!可能也
会很快被淘汰' %宋海波理解网络游戏中创
新和科技的份量有多重'$只有创新!才是稳
步成长的坚实保证和动力源泉'在科技高速
发展的时代!自主研发的能力越强!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能力就越强' %

正因如此!动网先锋非常重视人才队
伍的建设和技术研发的投入' $公司拥有
约 $)%名员工!约 '*+是游戏研发和运营
类人才!,*+以上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每
年用于技术研发的资金都超过了公司收
入的 -&+以上' %动网先锋副总经理韩常
春介绍!以 &%-%年为例!公司投入软件研
发 -(('万元!占软件收入的 -./%'+'高投
入获得的是高回报!公司每年都有一款深
受玩家欢迎的游戏产品!$商业大亨%"$超
级明星%"$富人国%"$三分天下%((这些
模拟现实的游戏一经推出!就迅速受到玩
家热捧'

$我们研发出一套独立自主创新的游戏
程序开发框架!只要有新的游戏创意!就能
在这个框架上做到快速开发成网页游戏产
品!且游戏所需的存储技术"浏览器兼容技

术"大规模服务器运维技术等关键性技术始
终保持行业领先水平'%宋海波自豪地说!公
司已与国内外 '%多家优秀的运营商和平台
展开合作!游戏产品已出口至港澳台"韩国"

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及一些欧美国家'

$要发展就首先就要学会保护自己' %

宋海波告诉记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动
网先锋是做到保护在先! 一旦有新游戏推
出!便采取先申请登记版权的做法' 目前!

公司在美国"韩国"日本和香港地区都登记
了版权' 据统计!&%%,年以来!该公司投入
知识产权经费约 &%万元' 到目前为止!公
司利用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 已获得知识
产权 -&件!其中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件!

商标注册证 &件' 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

&%-%年!公司实现收入 "%%%多万元!出口
创汇超过了 &%%%万元!实现了海南动漫网
页游戏出口 $零% 的突破! 同时也获得了
&%-%年行业内的最高大奖$金翎奖%最佳
网页游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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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年省知识产权宣传周暨专
利技术成果图片展在海口明珠广场启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是 $设
计未来%' 据了解!我省今年知识产权宣传
周活动为 ,月 &%日至 &'日!主题是$知识
产权助推经济转型! 提升海南产业竞争
力%' 宣传周期间!我省还将开展专利座谈
会"知识产权咨询活动"查处假冒专利行为
执法行动等活动'

启动仪式上! 省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

人通报了我省$十一五%期间的专利事业发
展成就' 过去五年! 我省专利申请量 ,-%&

件!比$十五%期间增长 *&+!授权量达到
,-&件!比$十五%增长 &0,倍!专利申请数
量"质量明显提高!产业化成效显著'

专利技术成果图片展上! 展出了我省
热带高效农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
环保"建筑节能等 -$%多项专利技术成果'

副省长林方略出席了启动仪式'

$%--年省知识产权宣传周暨专利技术
成果图片展由省科技厅" 省知识产权局主
办!省技术交易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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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项目的海南生活令人期待
本报记者 ��

一块手机钒电池! 充电 (分钟&.分
钟后!可连续使用 - 个半月)一块电动汽
车钒电池!充电 (分钟&.分钟后!续航能
力可达 -%%%公里((不久的将来! 这些
关于新材料"新能源的设想将实实在在出
现在$海南生活%中' 根据刚刚签署的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波恩项目投资有限公司"

德国 123新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将共同成
立海南新传动技术公司!以高效能钒动力
电池项目构筑起一条电动汽车产业和动
力电池配套产业链! 构建以海南新材料"

新能源两大新兴支柱产业为发展重点的
海南特色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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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高效能钒动力电池项目的引进
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

波恩项目即中国中华医药国际交流中
心项目! 旨在通过外交资源与行业资源相
结合"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把中华文化和中
医药文化推向国际! 也把国际先进技术引
入国内'

与德国著名科学家科普林教授邂逅
后! 最初引吸波恩项目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震东的是$热带雪花%项目' 科普林教
授是德国航天航空技术和新能源" 新材料

应用方面的科学家! 在新能源和生物方面
有许多研究和发明! 对水也进行了长期的
科学研究'$热带雪花%项目!即以六边形的
雪花造型建筑!运用独特的居热带"赏冰雪
的设计! 让人在同一时间体验两种截然相
反的气候'由于该项目设计并建设在热带!

以反气候的奇观! 展现人类对生活方式追
求上的逆向空间!故取名$热带雪花%'

$热带雪花%项目得到了外交部的全力
支持! 将其作为波恩项目的重点项目引入
国内'经过波恩项目顾问"海南省原省委书
记兼省长阮崇武穿针引线!海南进入$热带
雪花% 项目的选址范围' 杨震东回忆!从
&%%"年 -&月至去年 '月! 波恩项目与德
国投资方谈判了 '次! 其间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引起了德国投资
方的浓厚兴趣'去年 '月!德国投资方来海
南考察后!项目落户有了初步眉目'

在洽谈$热带雪花%项目的过程中!科
普林教授的另一项发明高效能钒动力电池
进入了海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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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动汽车核心动力电池! 目前作
为主流技术的磷酸铁锂电池有着体积大"

质量重"充电慢"续航短等先天缺陷'

据介绍! 目前科普林教授已完成新型
钒电池的工艺设计和模块制作! 今年第一
块模板钒电池将问世' 据测算!钒电池一次
性充电后!续航能力可达 -%%%公里!充电
时间只需 (分钟&.分钟!成本造价是目前
锂电池的 ,%+! 体积和重量分别是锂电池
的 -4&.和 545%! 可反复充电在 5&%%%次以
上!电池寿命长达 &%年' 科普林教授说!钒
电池是电动汽车电池产业的一次革命!可
应用于移动电话" 各类 61领域和家电"摄
像器材"78(系统产品"电动玩具等领域'

省工信厅原材料工业处负责人认为!

高效能钒动力电池项目进入海南!具有四
个重大意义'一是为海南带来了一个钒电
池产业! 同时钒电池具有超强的储能功
能!可将太阳能"核电"水电"煤电"风电等
电能储存起来)二是推动了海南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三是推广低速便捷纯电
动交通客"货运输汽车与农用汽车!扩大
电动汽车使用范围!四是科普林科技研发
中心将与海南大学合作!提升我省高校的
科研实力'

杨震东介绍! 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配
套生产基地将分三期建设! 第一期计划投
资 -%亿元!根据 (%%万元销售额来确定其
产值!整个项目将在 '年内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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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项目的两大项目为何看好海南*

我国前驻德国大使+ 波恩项目筹建工作协
调小组组长卢秋田认为! 海南外邻亚太经
济圈中最活跃的东南亚! 又有广阔的我国
内陆腹地!具有区位"地域"人文等多重优
势! 尤其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又将迎
来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机遇'

作为构建海南特色工业经济的发展重
点之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正在我省强势
崛起' &%-%年!全省新能源"新材料完成产
值 &.0- 亿元!实现增加值 ) 亿元!占全省
工业增加值 -0*,9'

据悉!$十二五%期间!我省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力争 &%5.年完成产值 5%%%亿元!实
现工业增加值 (%%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
约 ("+!占全省 3:8)0"(+'业内认为!目前
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已成为我省继油气化
工"林浆纸一体化"汽车及其配件"主要矿产
资源加工"医药和农产品加工六大支柱产业
后崛起的两大支柱性产业!以高效能钒动力
电池项目构筑起的电动汽车产业和钒动力
电池配套产业链!将为海南新材料"新能源
两大新兴支柱产业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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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周婷博士在今天的媒体座谈会上说!海
南离岛免税政策的推出!无疑对中国奢侈
品市场带来巨大的撬动力!可以说是$政府
引导!政策先行!市场给力!企业创新!人民
受益%!最终将奢侈品消费留在中国'

¶·¸¹¬®º»¼½

周婷和她的课题组对国际上 ' 大品
类"'.个国际奢侈品牌"-..种产品的价格
进行动态监测! 发现中国每年基本上有
.%+的高端消费是在境外完成'

也就是说! 随着中国奢侈品消费大军的
增加!国内外商品价格差成为一个推手!把很
多本土高端客户推向了海外市场'$如果继续
维持奢侈品国内外市场价格分离的状态!只
能把中国的消费者推出门外' %周婷认为'

事实上!中国市场有价格竞争优势!已经
与国际市场保持一致'所以!离岛免税政策的
及时出台!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价格信号!不仅
可以发挥旅游经济的引力效应! 还能够把更
多的消费利益留在海南!留在中国!扩大境内
外旅客的本地消费! 减少中国奢侈品消费的
外溢效应!最终使消费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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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婷的观点很明确! 海南离岛免税政
策的实施! 有利于降低中国奢侈品消费市

场的门槛!完善整个行业内部的销售体系!

降低交易成本费用! 促进整个高端零售业
的成熟发展'只有高端零售业在流通"销售
等各个环节得到发展! 高档商品的价格下
调空间才能出现'

周婷认为!以离岛免税政策为依托!有
利于国际奢侈品市场与中国市场的有序接
轨!能够搭建起一个政府"国际品牌"国内
高端零售业以及国内外消费者受益的整合
平台'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还有利于
降低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门槛! 完善整
个行业内部的销售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促
进整个高端零售业的成熟发展'

ÅÆ¸¹Ç)º»ÁÂ¹¿È

周婷介绍! 免税渠道是奢侈品分销渠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免税市场实现的
销售在奢侈品市场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在国外!通过免税市场实现奢侈品销售有
相对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
的推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免税市场的成熟与完
善!这一市场一旦形成就会非常稳固!其扩张规
模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迅速增大'

$中国的奢侈品零售企业只有做大做
强!才具有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化的平台上
有效运作' %周婷认为!作为消除高档消费
品国内外市场差价的第一步! 海南离岛免
税政策将成为推动中国奢侈品市场有序发
展的基石!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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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
忠秀教授! 在今天下午的媒体座谈会上阐
述他对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看
法! 认为该政策实现了高端旅游市场与高
端消费市场的结合'

赵忠秀说!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是我国
政府在奢侈品进口管理政策上的又一次飞
跃!也是零的突破!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实
施对世界及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
及深远影响'

从国际层面上讲! 中国市场是国际经
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南离岛免税政
策是中国推动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区域
经济发展的又一有力举措' 海南岛有着天
然的区位优势! 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桥头堡! 中国政府以海南这一中国最大
的经济特区为试点! 通过离岛免税政策进
一步在国际舞台发挥中国的窗口示范作
用!是$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海南岛将与日本
冲绳岛"韩国济州岛以及台湾澎湖岛并肩!

成为拉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
的新生力量' %赵忠秀说'

赵忠秀认为!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于国

家层面的意义在于我国政府对高端消费
市场的特别关注'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实
施! 将大幅降低我国零售企业的运营费
用!促进高端零售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对
消费者而言!税收的减免将更好地满足日
益富裕的中国人旺盛的高端消费需求!实
现藏富于民!推动中国整个高档消费品市
场的发展'

而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 无疑会对海
南发展国际旅游业提供强有力支撑' 仅靠
出售自然风光的发展模式! 已经没办法适
应当今从观览" 体验到购物等全方位一体
化的旅游消费诉求! 这在高端旅游市场尤
为重要'所以!离岛免税政策的推出能够凸
显海南岛作为国际旅游岛的定位! 增强海
南岛旅游业在旅游购物方面的竞争力!是
海南发挥岛屿经济效益" 实现与国际市场
接轨的重要政策支撑! 将带动以国际旅游
业为龙头的整个海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赵忠秀表示!实施离岛免税政策!实现
了高端旅游市场与高端消费市场相结合'

作为中国第一个离岛免税政策的受益者!

海南的发展经验无疑将推动周边经济的快
速发展! 并为中国和其他国家进一步推进
市场改革和服务产业升级提供优秀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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