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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适合创新
创业的年代。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无限环
绕的当下，海南把准时代脉搏，积极为充
满活力的创新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尽情展
示梦想、挥洒激情的舞台——那就是刚
刚落幕的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暨海南省第二届“科创杯”创新
创业大赛。

历经近两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海南
乐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荣获企业组一等
奖，获得50万元扶持奖金；“细推科技”
团队获团队组一等奖，赢得30万元扶持
奖金。他们还将与其余24个项目一起
代表海南问鼎全国，力争在全国总决赛
中再创佳绩。

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创新创业提
供了新动能，当省委省政府即将吹响服
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号角的前夕，赛
场上的创客们涌动着激情，闪耀着智慧，
全面展示团队风采；评委老师目光如炬，
精准发问，既做评判和点拨，也在寻找合
适的投资对象。

精心组织
高质量项目获投资者青睐

广发英雄帖，招揽创业英才。
今年6月，大赛通知一出，便吸引散

落在全国各地的创业团队积极响应。经
过广泛发动和征集，共有400多位选手参
与报名，其中成功通过报名的有323个。
众多参赛者中，除了来自海南本地的创业
团队，还不乏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
河北等地的创业精英。他们中，有意气风
发的年轻人，也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
科技工作者，有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少数民
族妇女，还有自强自立的残疾青年……

参赛项目涵盖互联网、生物医药、电
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多
个领域。有些项目在市场上已形成较大

影响力，甚至拿到了A轮B轮融资，提升
了大赛规格和层次。

经过面对面的实力较量，最终26个
项目晋级决赛，12个科技含量高、实操
性强的项目脱颖而出。如有专为游戏玩
家设计的社交网络平台“捞月狗”项目，
有取得生物技术新突破的“细推科技手
指静脉认证识别”项目，有服务于海洋搜
救、环境监测等的高科技无人船项目，还
有能让作物在荒地里结出丰产量的“耐
盐作物调节剂”项目……

一大批涉及各个领域的创新创业项
目，不仅让现场观众大开眼界，也让专家
评委眼前一亮，深受投资者青睐。“海南
创新创业氛围越来越好，内容并不局限
于互联网行业，更与海南特色产业紧密
结合，这些都大大超出我的预料。”大赛
评委会主席、赛伯乐投资集团董事会主
席、硅谷创业家朱敏频频点赞，“参赛项
目的整体质量非常高，在全国来说都很
有竞争性，有几个项目我非常看好，后续
要跟踪。”朱敏说。

“海南的创新创业往前走了一大步，
进入决赛的26个项目，我对一半以上的
项目有持续跟踪的想法。”大赛评委、车
库咖啡合伙人周立玮坦言。

大赛评委、洪泰创新空间创始人CEO
王胜江也感受到了海南浓厚的“双创”氛
围，直言：“通过大赛平台，让创业能够找到
好的投资，让投资找到靠谱的项目，我相
信，今年会是海南的创业好年头。”

思路创新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

创新是今年“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
的主基调，令整场赛事亮点频现。

优化赛程赛制增加初赛路演环节，自
主研发评分系统提升赛事科技含量；增加
媒体评委和大众评审，对大赛进行全程网
络直播；每轮比赛前均举行模拟路演和一

对一培训……值得一提的是，入围决赛的
26个项目在大赛组委会安排下完成了知
识产权核查工作，助力企业打造以知识产
权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
和项目质量、创新性、成长性均有较大提
升。”科技部高新司原巡视员耿战修认
为，这种提升离不开海南全省上下的大
力支持，离不开工作人员的精心准备，

“以大赛选项目，以大赛激发创业者的热
情，整个过程令人惊喜。”耿战修说，以大
赛选择项目的形式，也是科技驱动产业
发展的生动体现。

公平、公开、公正是大赛始终坚持的
原则。比赛伊始，大赛组委会确定了评
委遴选原则，整场比赛面向全国邀请了
130名专家评委，包括多领域、具有资本
影响力和带动力的重量级专家和投资人
士。决赛还邀请了朱敏担任大赛评委会
主席，耿战修、周立纬、王胜江等也在现
场“坐镇”。遇强则强，大咖云集不仅激
发了参赛选手的潜力，更挖掘了后续的
合作投资潜力。

除了专业评委外，10名媒体评委，
143名来自各市县科工信局、产业园区、
高校、行业协会等多个领域的大众评委

也加入了评审队伍，多维度、多视角确保
大赛公开公正，把海南的创新创业热潮
推向了新高度。据悉，设立媒体评委和
大众评委是全国首创。

为了让参赛企业和团队有更多展示
的机会和平台，推动“双创”热潮，大赛组
委会特别设立了网络投票平台，通过微
信投票票选“网络人气奖”，吸引了数十
万人参加。同时，大赛通过网络直播向
社会公众开放。值得关注的是，大赛吸
引各大媒体广泛关注，话题热度持续升
温，其中一篇直播报道的阅读量超194
万次，大赛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量超过
了4万，为大赛的社会化运转和商业化
运营奠定了基础。

此外，由政府主导办赛向社会化、市
场化办赛的转变在今年大赛中也有生动
体现。大赛组建了由双创服务一线团队
海南互联网创业创新促进会、黑马会海
口分会为基础的服务机构，扎扎实实打
造专业办赛队伍，既节约财政资金，又取
得了良好社会成效。

共搭舞台
助力创业者实现梦想续写辉煌

科技创新在海南，成就创业铸辉
煌。以“科技创新成就大业”为主题的创
新创业大赛，意在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聚
集社会各类创新资源，营造有利于科技
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激活海南创
新创业活力，打造海南新业态。

今年是海南启动创新创业大赛的第
二个年头，海南“科创杯”也形成了自有
的品牌和赛事影响力。大赛旨在通过政
府引导、社会广泛参与探索市场化的办
赛模式，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鼓励广
大社会力量支持创新创业，在全社会营
造出“共建、共享、共赢”的氛围。

不可否认，大赛已成为海南省创新
创业类最高规格的赛事。由省政府担任

主办方，省科技厅、工信厅、发改委、财政
厅、教育厅、商务厅合力承办，海南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口
国家高新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江东
电子商务产业园、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海南省互联网创业创新促进会积
极协办，大会的社会参与度和利用市场
力量办赛达到了全新高度。

省政府副省长王路表示，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在海南
省十二个重点产业中，科技创新产业
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对创新创业大赛
的支持力度空前。省政府将在创新创
业产业的扶持政策和服务上，在软硬
件方面，竭尽所能为创业者和投资者
创造最佳环境。

省政协副主席、科技厅厅长史贻云
期盼，海南的创新创业文化能通过大赛
根植民间，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推动海南
创新创业工作蓬勃发展。他也希望所有
的创新者怀揣理想、扎根海南，省科技厅
将提供完善的软硬件条件，助力大家实
现创新创业梦。

省政府副秘书长种润之、省科技厅
党组书记叶振兴对比赛非常重视，亲自
到赛场为选手鼓劲打气，加油助威。大
赛各项工作得到了充分保障。

落幕的是大赛，不停歇的是创新创业
和政府服务。在“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
动”正式启动之际，省科技厅也将响应省
委、省政府号召，继续进行国赛前培训，聘
请国内顶尖的创业导师和投资人组成专
家辅导委员会，对选手进行充分全面的创
业强化训练，并不断培植优秀项目尽快落
地发展，以“真金白银”辅助优秀企业团
队，为海南经济发展拓展新业态。

赛场，放飞了创客们的梦想，也是他
们立足海南、迎接未来、接受新挑战的新
起点。以大赛为跳板，创客们正积极续
写海南的创新创业辉煌。 （小夏）

（图片由该大赛组委会提供）

决赛环节的大众评委。

海南省创新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12个项目脱颖而出

科技创新 成就大业

企业组
一等奖：
海南乐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名称：捞月狗）
内容：捞月狗网站——一站式全球

玩家提供顶级搜索服务；通过输入昵称
可即时查询到全球玩家数据，同时还覆
盖了全网游戏资讯、视频、直播、赛事等
内容。目前拥有4500万Pv/日，捞月狗
App——一款基于游戏玩家的移动社交
产品。通过捞月狗App可认识身边的
玩家；加入群组；一起玩游戏；发朋友圈
等。目前已是游戏领域第一社交软
件。 电竞赛事直播服务——“链接各方
布局电竞生态”，为包括英雄联盟、DO-
TA2、炉石传说、CSGO等热门电竞赛事
直播提供专业赛事数据。

二等奖：
海南今海新天无人船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今海新天无人船）
内容：海南今海新天无人船科技有

限公司是以海南大学人工智能团队为技
术核心的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企业。今海
新天围绕海洋智能装备和水上娱乐产品
设计、研发与服务，开展了海洋自主航行

无人船、船载无人机、环保监测船和消费
级智能钓鱼艇的生产和销售工作。公司
研发的第一代近海作业自主无人船，搭
载了多类型，多功能的海洋通信设备和
传感器，能够在恶劣的海况下完成海事
搜救、水环境监测、溢油跟踪、科学实验
和快速运输补给等任务。

海南残服爱心椰音工艺有限公司
（海南残服爱心椰雕助残项目）

内容：采用椰壳、椰子树干为主要原
料，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打造
一系列椰雕餐具、电子产品、摆件等等。

三等奖：
三亚遥感信息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项目名称：海南遥感卫星研发）
内容：开展以高光谱传感器为主的

小卫星星座和应用系统建设，为政府、教
育、科研及企业用户提供大面积、快速、
准确的空间数据和应用服务支持。

海南百年福旦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名称：海南百年福旦科技有限公司）

内容：001产业涉及给水和暖通两
大行业，拥有三大系列产品，涉及20余
项国家专利。产品注册商标“001”。
001三大系列产品将引领一场给水和地
暖行业的技术革命。

海南牧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项目
名称：蓝色极限中国）

内容：海南牧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
一家注重体育文化传播的公司。旗下打
造的“蓝色极限中国”作为公司开发的行业
系统的龙头形象，其中涵盖了“航海加”以
帆游市场为主、“牧洋童学院”青少年素质
教育培养、“蛋壳筑巢计划”大学生航海技
能养成平台（公益项目）、“俱乐部运营”，

“水星汇”“A3赛事”等品牌事业部，并实现
互联网+的方向发展，线上和线下互动。

团队组
一等奖：
细推（认真）科技（项目名称：细推科

技手指静脉认证识别技术）
内容：细推科技手指静脉认证识别

是一种人体特征（又称生物特征）识别技
术，它利用手指内的静脉分布图像来进
行身份识别。该技术是依据人类手指中
流动的血液可吸收特定波长的光线，而
使用特定波长光线对手指进行照射，可
得到手指静脉的清晰图像。细推科技团
队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实验，已成功完成
手指静脉核心算法的开发与验证，在识
别的准确率和高效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基于该核心算法，细推科技团队已
初步构建了手指静脉认证识别系列产品
的设计思路，并成功完成了手指静脉桌
面式认证识别终端的开发研制。

二等奖：
海南嘿哈（项目名称：融合VR和体

感技术的创新课程开发平台）
内容：北京嘿哈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利用语音、体感等先进人机自然交互
技术为学前课堂及家庭快乐学习开发数
字化内容、工具、数据服务的平台公司。
参赛项目《融合VR和体感技术的创新
课程开发平台》是全球第一款开放式的
融合VR、体感和语音识别技术的，集体
感课程制作、发布和管理于一体的交互
课件编辑器。具有操作简单、功能类型
多样、资源开放、适应主流操作系统等优
点，极大程度降低了传统教育内容数字
化转型升级的技术门槛和资源制约。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机型心电图
机研究小组（项目名称：三导联干电极手
机型心电图机）

内容：讯磊心电图机，核心内容：手
机型心电图机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了干电
极，用过芯片滤波排除肌电干扰，免除换
电极片、涂电导液的麻烦。另外，仪器上

的四个干电极可以直接测量，一次性完
成三个导联心电图信号采集，免除导联
线的麻烦，甚至可以测量胎儿心脏。特
点：团队还研究建立了云服务系统平台，
完成心电图自动诊断实现各种心脏病精
确诊断和预警，心电图的结果也可以由
患者通过微信或者QQ传给自己熟悉的
医生获得健康指导。有了手机型心电图
机，随时随地做心电图不是梦……

三等奖：
海南大学省特种玻璃重点实（项目

名称：新型减反增透玻璃）
内容：海南大学特种玻璃重点实验

成功研发出了一项多孔增透（减反射）玻
璃专利技术，极大地减少了光反射、可见
光透过率达98%以上，刻蚀后玻璃的机
械强度与玻璃原片相当。

耐盐作物开发利用（项目名称：海水
倒灌农田改良的生物学措施）

内容：我们团队针对海水倒灌引发
的生产障碍现状，利用耐盐调节剂提高
作物耐盐性和培育一些耐盐作物开展海
水倒灌农田改良的研究，，在海水倒灌不
到一年时间就恢复了受灾地区农业生
产，增加受灾农民收入。

安芯创业（项目名称：安芯SOC）

内容：安芯创业开发了安芯soc，荣
获团队组三等奖。安芯soc内嵌生物识
别算法进行图像处理、可在人工智能、信
息安全等多项领域扩展部署，通过其自
主研发的高速sm2公钥密码算法、高速
sm4密码算法、嵌入式32位PISK CPU
系统架构，安芯芯片的运算能力和安全
可控度等关键指标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网络人气奖
海南月子帮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乐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鑫禾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海南随手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海南虎拜车友俱乐部有限公司、
陵水疍家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海南
瑞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漆情画意
墙绘艺术有限公司、创蜜圈、海南尊旅在
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现场人气奖
海南残服爱心椰音工艺有限公司、

海南牧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百年
福旦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今海新天无人
船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火吧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细推科技、海南嘿哈、耐盐作物、
海大特玻、讯磊心电图机。

获奖企业、团队项目

颁
奖
现
场
。

赛伯乐投资集团董事会主席、硅谷创业家朱敏（右三）担任评委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