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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邢钧

近日，海南股权交易中心在“海惠
盈”微信平台正式推出了海南控股精
准扶贫项目——“隆道鸡”众筹，自从
该中心去年9月推出首个农业众筹项
目——蜜枣商品众筹后，已谋划了多
个海南农产品众筹项目。

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深入
推进，众筹高调进入各行各业，我省农
业众筹也应运而生，尽管还面临着不
少发展难题，但农业众筹已经在我省
农户和企业筹集资本扩大生产、拓展
销售渠道、打开品牌知名度等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基本为产品众筹

去年9月，海股交联合交易板挂
牌企业开展了我省首单农产品众筹项
目，众筹标的为园区内的500棵枣树，

众筹金额90万元，期限6个月，以“实
物+收益”为主的模式开展。据了解，
该项目已于今年3月底完成所有实物
的发放和本息的兑付。

在省农业厅的指导下，海股交结
合互联网农业小镇的发展，利用自身
资源优势，打造了“众筹海南”品牌。

该中心董事长李晓刚告诉记者，
“众筹海南”是海股交为服务海南特色
产业企业品牌建设，推动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
出的重要举措，也是区域股权市场首
家开展众筹业务服务企业的平台。

业内人士指出，农业众筹是在互
联网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不少
基于互联网平台及互联网思维，像我
省琼海、儋州等地的农民近年来也会
在端午节前借助各类网络平台发起粽
子众筹等项目。

记者注意到，目前国内农业众筹
涉及多个领域，如筹产品、筹技术、筹

公益、筹土地、筹农场、筹股权、筹乡村
旅游等。而我省目前农业众筹还基本
都属于产品众筹，即将销售前置，解决
农户的资金问题。

农业众筹的海南样本

农业众筹让不少海南农户和企业
尝到了甜头。今年9月，通过海股交
在宜信指旺上线的“洪安蜜柚”众筹项
目，短短一周内，筹集金额超出目标金
额的10倍，成功率达1035.2%。

该项目发起人“柚子夫妇”安烁宇
和黄晓玲可算作典型的新农民，他们
告诉记者，尽管平均3斤重的2个蜜
柚众筹价格是298元，仍供不应求，

“明年我们计划再划出100亩地进行
众筹，每棵树1万元左右。”

曾参与牛奶莲雾众筹的三亚南
鹿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军说，国家
在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产品销

售如何满足不同层次需求是个大问
题，“这种‘互联网+金融+农业’的模
式，应该是海南农业未来的一个发展
方向。”

但邢军也坦言，海南农业的规模
较小，品牌意识弱，农业虽然品质好，
但销售价格上不去，“今年我们做了
两期众筹，效果都很好，希望能通过
众筹模式继续增加农产品的宣传和
品牌意识。”

“椰语堂”是我省一家清补凉品
牌，海南椰乡村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彭东平说，“众筹19天里，有1365
人参与，由于客户都分散在全国，对推
广海南特色小吃很有帮助。”

海股交总经理班淼琦说，海南农
业众筹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
很多农业企业仍以传统渠道销售，包
装设计不能满足众筹的长距离物流运
输要求，降低客户体验，同时企业对专
利意识也较薄弱，很少申请专利证书

和原产地品牌认证。

挖掘优质产品特点

尽管我省农业众筹起步较晚，还
面临诸多问题，但业内普遍看好这一
结合了传统农业与众筹的商业模式而
形成的新兴产物。

班淼琦告诉记者，海南有着国际
旅游岛、长寿岛等诸多卖点，农业众筹
很大层面是服务海南一些有特色的农
业企业，适应不同层次消费人群，要在
提供优质产品的前提下，讲“好故事”，
把产品的特点挖掘出来，为消费者和
生产者牵线搭桥。

而未来，海南农业众筹也有望突
破实物众筹的范围，积极整合海南特
色农产品及旅游资源，向乡村旅游等
领域深度拓展，讲好海南农业众筹的
新故事。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利用“互联网+”为农户和企业筹资本、拓销路、树品牌——

众筹解“种愁”海南有“故事”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邵
长春）记者从近日在海口召开的中国
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中建
六局）第二届项目管理论坛上获悉，中
建六局日前已将其华南分公司总部迁
至海口，以更全面更深入参与海南国
际旅游岛的开发建设。

论坛透露，由中建六局华南分公司
施工建设的海南省重点工程——海口
南海明珠大桥桩基施工已接近尾声，桥

梁主体施工也正在抓紧进行。
在大桥施工中，为保护海南的自然

环境，该公司项目部通过数次模拟试验，
研发出“钻孔灌注桩泥浆长距离抽排施
工技术”，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通过
管道抽至人工岛上进行统一排放，避免
了施工对观光海域环境的破坏。

据介绍，中建六局近年来先后参
建海南西环高铁、海口海控国际广场
等多个重要项目。

央企看好海南发展

中建六局区域总部迁至海口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
杨艺华）12月12日至13日，第二届
中国会展产业交易会在上海举办，海
口、三亚、儋州、琼海等地的优质会展
资源在会上集中展示，我省智海王潮
等45家优秀会展企业参展，并成功引
进“博鳌国际艺术交流大会”和“世界
休闲体育商务峰会”两大会展项目。

据了解，第二届中国会展产业交
易会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特设城

市、主办、展馆、展服四大类别展区，已
形成一个产业上下游、互为供需、互通
信息、互通技术、共享产业资源的展览
会，吸引了上万名观众参与。

据统计，2015年我省举办的百
人以上商业会议13000万场，参会
人数超过280万人次、会议接待收
入超过100亿元；各类展览102场，
参展商过万，展览展览面积达80万
平方米。

45家企业参展中国会展产业交易会

我省成功引进两会展项目

12月11日，在海口美安科技新城，各类工程建设正加紧提速。
据了解，美安科技新城日益完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不少企业纷纷进驻，截至目前，开建的创志机器人、海南威特电气工业产业园

等项目均加速建设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美安科技新城“开足马力”

海马汽车前11月
累计售车超19万辆
同比增幅22.52%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实习生何金龙）海马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披露的最新产销数
据显示，今年1-11月，公司累计销售各类乘用
车约19.03万辆，同比增长22.52%。

数据显示，前11月海马累计生产各类汽车
19.20万辆，同比增长23.60%。其中，11月份共生
产各类乘用车约2.48万辆，同比增长约11.91%。

海口海关全力保障赛事展会

“海天盛筵”参展
企业获免税担保
9456万元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耿伊潇 吴昊）日前，
2016年第七届“海天盛筵”中国游
艇、航空及时尚生活方式展在三亚
举办，共有30多个国际及国内游艇
品牌携旗下百余艘游艇汇聚三亚鸿
洲国际游艇码头。据海口海关统计，
截至11日，海关共监管参展进境游
艇2艘、帆船2艘、相关物资1批，货
值 2.18 亿元，为企业免除税款担保
9456万元。

服务投资 加快发展
聚焦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主墩右幅承台浇筑成功

铺前大桥主塔基础
完成过半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
讯员罗利明）经过120小时的紧张施工，连接海
口与文昌的铺前大桥控制性工程主墩右幅承台
于今晚7时顺利浇筑完成，这标志着铺前大桥
主塔基础完成过半。

据介绍，铺前大桥作为我省“一桥四路”的
关键工程，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今年是铺
前大桥开工以来全面开展海上基础施工的关键
年，也是施工条件最为复杂、技术挑战最大的控
制年，其基础施工的质量和进度直接关系到后
续工程的开展和项目的如期完工。

据悉，截至11月20日，铺前大桥项目在征
地拆迁滞后、水电设施缺乏等不利条件下，今年
已完成投资6.3亿元，预计全年可完成投资7.3
亿元，超额完成投资年度计划。

■ 本报记者 罗孝平 实习生 王晓娟

在2015海南省创业大赛中，林遍地凭借
“哪里吃”项目一路过关斩将，斩获大赛三等奖，
赛后他获得了300万元的天使基金投资。现
今，林遍地的海南哪里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业
务遍及国内327个城市，成为历届海南省创业
大赛获奖者中的佼佼者。

“创业没有一帆风顺，我是个越挫越勇的
人，我的成绩仅仅是因为比别人多一点坚持，多
了一些继续战斗的勇气。”林遍地说道。

2000年，林遍地与三个合作伙伴开始初次
创业。然而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林遍地没有谈
成一笔业务，在大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卖软盘和
视保屏积攒的几万元钱也很快花光。很快，他
的第一次创业失败了。遭遇失败的林遍地自我
反省——创业不能仅仅有激情和梦想。初次创
业的失败，林遍地内心的创业之火并未随之覆
灭，他认为自己还需要更多的历练和沉淀。

2001年11月，在大学老师的邀请下，林遍
地回到母校海南大学从事互联网信息工作。在
海南大学期间，林遍地不忘初心，在工作之余利
用业余时间承接项目。

“为了赶项目，曾经一个月熬了21个通
宵。”林遍地感觉这样的创业很充实。从2002
年至2004年，勤奋的林遍地利用业余时间，积
攒了人生第一桶金：100万元。林遍地认为，这
是一种战胜煎熬后得到的创业成果。

2005年林遍地选择了离开母校，创办了海
南遍地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然而，公司业
务进行得并不顺利。于是，林遍地开始寻求转
型，创立自己的平台——海南英才网。在林遍
地的坚持与努力下，海南英才网不断盈利，一直
顺利发展至今。

2014年，林遍地成功收购“哪里吃网”，并
于2015年1月成立海南哪里吃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哪里吃当前发展势头迅猛，已经覆盖全
海南，并向内地市场拓展，当前已覆盖了北上广
及厦门、杭州、丽江等国内327个城市。”林遍地
说道。

如今，创业成功的林遍地创办“三人咖啡”
众创空间，被认定为海南省首家省级众创空间
和海南第一家国家级众创空间，获得国家一级
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并兼任海南省创业导师、
海口市工商联互联网专委会副主任等多个社会
公益职务。

工作之余，林遍地经常应邀到高校与创业
者分享创业经历与经验，他告诫创业者：创业要
摒弃盲目和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更需要越挫
越勇的勇气。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建丽）Happy约“会”海
口会展上海专场推介会今天举行，记
者从推介会上获悉，从省外城市及国
外引进至海口的展览项目最高可获
得300万元补贴，此外还可叠加淡季
补贴，重点项目补贴，海南省、海口市
双重补贴等特殊补贴。

推介会上，海口重点向百家上海
各大知名会展PCO公司介绍了海口
会展优惠新政。按新近出台的《海口

市扶持会展业发展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在海口举办的会议，只
要符合相关条件，海口市都将给予补
贴。单个国内会议最高可获得80万
元的补贴；国际会议补贴金额最高
100万元。在海口举办3000人以上
的特大型会议，也可以享受到海口市
政府补贴的“大红包”。外来参会人
数达3000人至5000人，给予120万
元补贴。外来参会人数达5000人以
上的，给予150万元补贴。

除了会议以外，未来在海口举办
展览也有不少优惠。按《规定》，海口市
还将对主题和内容符合海南省、海口
市产业发展方向，能推动相关产业发
展的本地展览项目提供总额最高可达
160万元的补贴。此外，从外地引进海
口的展览项目，只要符合条件也有高
额补贴，最高可获得300万元补贴。

每年4月至8月是海口市展览淡
季，在此期间到海口办展览，将可享
受海口市提供的淡季展览补贴，每个

展览的单届场地租金补贴金额最高
可达60万元。

对经由海口市会展局组织专家
评审，列入当年重点培育和扶持的会
展项目，还能按实际运营支出的场租
费、宣传广告费及专业观众邀请费总
额的30%予以补贴。而在海口举办
的会展活动，同时符合《海南省会展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还可享受省级会展业发展专项资
金补贴。

引展会进椰城可获补贴大红包
最高可获补贴300万元

首尔⇆三亚航班
每周将增加至6班

本报三亚 12月 12日电 （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汤璐 靳莉阳）12月
10日 1时30分，从首尔仁川国际机
场飞来的济州航空 7C8061 航班降
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这是济州
航空首次飞抵凤凰机场，新航空公
司的加入也将让“首尔⇆三亚”航班
每周增加至6班。

由韩国济州航空公司运营的
“首尔⇆三亚”航班采用波音B738
机型执飞，每周二、六各 1班，航班
号为 7C8061/2。此外，12 月 8 日，
釜山航空已开通“釜山⇆三亚”航
线，每周 4班。12月 29 日，釜山航
空还将新开通“大邱⇆三亚”航线，
届时韩国至三亚的航班可达到每周
14班。

包括白马骏红茶叶、琼中绿橙、
椰子油、山柚油、凤梨等多个项目

海股交打造
“众筹海南”品牌

目前已完成6单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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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观察

从外地引进海口的展览项目单个国内会议

最高可获80万元的补贴

国际会议补贴金额

最高100万元

在海口举办特大型会议

外来参会人数达3000人至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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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
一句口号，而是早已“春风化雨”，以各种实
实在在的行动，浇灌滋润着每一位有着创业
激情的劳动者。为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展现大众创业风采，2016年海南
省创业大赛于9月启动，我们希望借由这些
创业者的成功经验鼓励更多拥有创业梦想
的创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