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嘿哈科技有限公司：

被创业环境吸引 看中海南发展前景

■■■■■ ■■■■■ ■■■■■

不管是《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的实施意见》，还是《海南省技术先进型
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关于深化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海南
省促进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海南省科技创新劵试点方
案》……海南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全
面、明晰了海南科技创新发展的蓝图，

为海南科技创新加装了引擎。
最新出台的《中共海南省委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实施
意见》，围绕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的决策部署，从指导思想到总体目标，
再到围绕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
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加强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鼓励科技人才创新创
业、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完善科技创

新激励机制、改进财政科研项目资金
管理机制、强化科技创新保障等八方
面，提出38条科技创新政策措施，勾
画了科技发力路线图。

未来，我省将围绕加快培育深海、
航天、医疗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互联
网、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和现代旅游等
产业，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计划项
目，突破一批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
核心关键技术，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

新产品、新企业、新业态，争取在深海、
航天和热带高效农业等领域成为领跑
全国的创新高地。到“十三五”末，全
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要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的1.5%以上，与经济社会发
展相适应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
完善，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的作用更加显著，基本形成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王
玉洁）“因为一次与省科技厅沟通的
契机，我们被海南的创业环境和发展
优势所打动，希望落户海南发展，开
拓幼儿教育的体感技术应用。”海南
嘿哈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熙告诉
记者，恰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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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开赛，我们便
以未来落户海南的项目“融合VRAR
的体感开发工具”参加省赛，紧接着
杀入国赛，并取得全国企业组二等奖
的好成绩。

这是一家专注于体感技术开发
的科技型企业，独立开发了开放式的

融合VR技术、体感技术和语言语义
技术的创新课程开发平台，为幼儿教
学插上新科技的翅膀。如今已被国
家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纳入《新闻出
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软件技术服务
商名录》。

“所谓体感技术，就是指孩子站
在电视和体感摄像头前，通过肢体动
作或手势就能隔空操控电视画面中
的卡通形象，进行走、跑、跳、投、游
泳、滑雪等游戏化的互动体验。”李熙
说，他们主要做的就是将其与幼儿教
育融合起来。

海南嘿哈科技有限公司是嘿哈科
技团队落户海南的分公司，现已落户

陵水互联网创业园区，接受加速孵化。
其实，成立于2013年的嘿哈科技

团队，最初是作为微软在全球选中的
14个体感技术孵化项目之一进入微
软加速器，之后团队与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所合作，共同成立信息可视化联
合实验室，在自动化所的博士后工作
站协助下继续深化体感交互技术。
选择海南，选择陵水互联网产业园
区，海南嘿哈正是看中了这里良好的
投资创业环境。

自从与海南结缘，海南嘿哈科技
有限公司就一直与海南科技系统联
系密切。“参加国赛时，我们还参加了
省科技厅组织的专业路演培训，这为

我们取得好成绩打下了基础。”李熙
说，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企业形象，
还获得了投资人和产业园区的主动
关注。

海南嘿哈科技有限公司正携手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共同打造嘿哈集
团的南方总部和数据中心，合作将幼
儿五大领域教材及国学类教材、英语
类教材转化为体感游戏课件。目前
幼儿教材体感游戏课件正式走进陵
水幼儿园教学中，不仅丰富了幼儿教
学方法，也对幼儿教育发展水平及幼
儿教育的评估提供大数据支持，有助
于推进幼儿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教育
方法向更深层发展。

搭建科技企业孵化平台 出台创新发展政策 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海南

科技招商:积蓄海南发展新能量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近年来，海南创新创业载体得到
不断发展，按照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
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推动大
众创新创业的要求，省科技厅先后认
定并推荐国家认定的科技创新创业孵
化服务机构17家，其中国家大学科技
园2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家、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5家、国家级众
创空间1家、省级众创空间8家，总孵
化面积近3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达

2500多家。
科技孵化机构的认定，对于培育

和扶植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有很大帮
助，对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完善国
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繁荣经济，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只有两家国家
级的农业高新区，在科技部的支持和
指导下，目前，我省正在积极培育第三
家国家级农业高新区。

围绕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省

科技厅还积极搭建科技服务平台，加
强产学研合作与交流，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2015年来，省政府连续三年通
过科技项目的方式支持大学科技园和
孵化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资金3000
万元，重点扶持体制创新、机制灵活的
技术创新服务机构，强化能力建设，提
高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服务水
平。充分利用大学科技园和孵化器，
鼓励和引导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和组织

举办各种类型的产学研洽谈会、产学
研对接会、技术供需交流会，构建技术
创新和成果转化对接平台。

围绕企业的创新发展需求，海南
师范大学这一国家大学科技园具备了
提供技术转移、科技咨询、企业诊断、
经营发展路线、技术发展路线等全方
位、专业化、高水平的“一站式”服务能
力，有效推动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
新。

办一场赛事，不止于比赛本身。
2015年，海南省开始承办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的比赛，省政
府高度重视，两年累计拨出大赛经费
930万元，其中大赛奖金700万元。
经国内媒体充分宣传，部分省市及海
南的企业、创业团队报名参赛项目达
600多个，分别来自互联网、文化创
意、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业、生
物医药、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等领域，不

仅吸引了国内外近20家投融资机构
的支持和关注，也吸引了省外企业成
功落户海南。

这两年来，集中力量把一场创新
创业类型的比赛用心办好是省科技厅
的初心。一场比赛，既营造了海南良
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也为企业和投融
资机构牵线搭桥，吸引了国内外优秀
科技型企业的关注，一场比赛俨然成
了招商引资的活招牌。

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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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来自海南、北
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报名项目共
323个，在海南赛区崭露头角的项目
在国赛中战绩赫赫，一举获行业赛第
二名1个，第五名1个，优秀奖共8个，
实现了海南赛区参赛项目国赛成绩的
重大突破，一举树立了海南省的“双创
自信”。今年，省政府初步拟定大赛经

费为430万元，再一次点燃企业热情，
激发海南的创新创业活力。

虽立足海南，但海南省科技厅已
经连续两年组织各类孵化机构参加北
京科博会，不仅使得海南优势和海南
科技亮相北京，也将资源整合，组织海
南各类科技创新孵化机构参访中关村
智造大街、科技部火炬中心、北航国家
大学科技园等地，与大咖交流探讨，学
他人之长，补齐自我短板。

帮孵化机构戴上“科技”帽 为科技企业服务

把“科创杯”大赛办成招商引资的活招牌

系列规划为科技创新加装强大引擎

投资者投资者说说

招商招商创意创意

科技引领未来，创
新驱动发展。

在海南大力推进
科技创新发展的征程
中，招商引资、招商引智
工作尤为重要。为了
大幅提升科技对社会
经济的贡献，多年来省
科技厅持续推动科技
招商工作，不遗余力推
动形成多层次园区建
设体系，争取国家重大
创新平台落户，推动科
技园区积极引进创新
能力强、市场潜力大的
高新技术企业，吸引一
批与我省高新技术产
业契合度高、经济效益
好、带动作用强的项目。

重视创新的科技
企业孵化平台、有社会
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大
赛和招商活动、开放的
投资环境，利好的创新
发展政策……一项项
事关科技企业良好发
展的因素，都是省科技
厅为引进新鲜血液、壮
大海南科技型企业实
力、推动海南发展所积
蓄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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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特刊

海创会，带你发现
科技创新的商业价值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王玉
洁）一场大型招商会，能带你发现科技创
新的商业价值。

为了丰富2017首届海南国际高新
技术产业及创新创业博览会（简称“海创
会”）上科技元素的亮相，省科技厅高新
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次省科技
厅把省高新技术产业招商活动、科创杯
大赛、知识产权与创新创业论坛与海创
会相融合，互相借力，相得益彰。

“海创会”上军民融合发展、“一带一
路”国际组团、高校及科研机构、通用航
空科技、互联网及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园
区六大展区上展示的高新技术发展的成
果和产品，均会展现海南满满的科技感。

为了扩大“海创会”影响，增进海南
与兄弟省市间的沟通交流，在海创会策
划、筹备过程中，省科技厅先后向沿海八
省科技管理部门发函，邀请他们参展。
经过一番沟通协调，湖南、云南、福建、上
海均派人参展参会，福建省科技厅特意
组织了18家单位参展。

军民融合、知识产权与创新创业等
论坛，格力等高新科技产品发布会、美拍
大赛、无人机表演、VR展示等充满科技
的活动是目前创业者和市民热议的环
节。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希望通过这场
招商活动，广大创业者及市民游客不仅
可以了解科技、参与科技，感受科技产业
发展的精彩盛宴，也会推动科技创新的
商业价值被逐步挖掘。

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狮子岭工业园区海南英利
厂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对来琼的创
新企业、科研机构、人
才队伍给予资金支持

（图表仅为部分政策）

对整体迁入我省的高
新技术企业，根据企业规模
和企业所在行业情况，给予
不超过500万元的一次性
研发资金补贴

1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对国内外著名科研院
所、大学在我省设立科研机
构给予大力支持，对设立整
建制科研机构给予最高不

超过2000万元的支持；设

立分支机构，最高给予500
万元的支持

2 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带项目、带资金的科技
型创业领军人才每人可获

得100万元的项目启动经

费及其他相关补贴
对引进的院士、国家

“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
以及引进人才被认定为我
省“百人专项”专家的，享受
相关人才政策奖补待遇

对引进的科技创新团

队可获得200万元至500
万元创业启动经费

3 鼓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

目前，我省已完成设立
省级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
金的前期准备，首期规模将

达2亿元，其中拉动社会投

资1.6亿元

4 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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