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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通过集中举办系列活动营造“互联网+”
创新创业氛围

海南成“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沃土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读+关注
20 世 纪 90 年
代末，互联网正式进
入海南，细数起来已
有近 20 个年头。率
先发展互联网的海
南，发扬创新创业精
神，诞生了全国多个
知名网站，更一度以
“海南的网络”与“广
东 的 报 纸”
“湖南的
电视”并列全国三大
区域性文化奇观。
12 月 15 日 ，
2017 年 海 南“ 互 联
网+”创新创业节正
式拉开大幕，在接下
的半个月时间里，包
括天使投资路演、游
戏产业年会、APEC
中小企业信息化促
进中心成立仪式、首
届大学生创新创业
论坛、海南籍岛外创
业精英峰会在内的
14 场主要活动和 10
场专题活动将轮番
上演，也让与互联网
产业发展结合紧密
的创新创业成为琼
岛各界热议的话题。

真金白银助力“互联网+”创新创业
17 日，本届创新创业节首场天使
投资路演在海南数据谷举行，共有 20
个优秀创业项目参加，涵盖了 AR/
MR 技术应用、动漫、医疗、环保、游戏
等多个领域，
最终 11 个项目通过了评
审，
现场与投资机构签订投资意向书，
每个项目将获得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的海南互联网产业天使投资资金。
“公司初创，
这笔天使投资对于我

们来说意义重大。
”
埃克斯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负责人蒋栋梁表示，海南的气
候环境都非常适合发展互联网产业，
作为一家动漫文化企业的创始人，他
很看好海南互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
“海南省互联网产业虽然目前规
模较小，但是增速非常快。创新创业
节的举办为海南省创业氛围的营造
提供了很好的载体。”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信息产业处处长曹世平说。
据了解，去年创新创业节期间，
我省首次尝试通过路演确定天使投
资，成效显著。今年沿用去年模式，
是希望继续扩大政府基金影响力，扶
持更多小微企业，引进优秀创业项目
落户海南。
“政府的天使投资资金是非常好
的政策，我们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帮

助园区孵化企业拿到这笔‘真金白
银’的投资。”路演承办方海南数据谷
负责人吴坤仁说。
从 2015 年起至今，我省已连续
三年举办“互联网+”创新创业节，营
造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并借势筹
建了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和海
南数据谷等重点创新创业基地，为互
联网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声势。

全省互联网企业超过6000家
不仅政府对“互联网+”创新创业
的帮扶力度在不断加大，企业和园区
也出台了多种政策积极吸引创新创
业者加盟。
位于澄迈县的海南生态软件园
是我省重点打造的百亿级国家信息
产业示范基地，在今年的创新创业节
上，海南生态软件园就联合中国音数
协游戏工委举办“中国游戏数码港·
我是创始人千人计划”招募活动，共
发布“乐业奖”等 6 项重磅政策，面向
全球招募游戏企业入驻园区，最高可
给予企业战略投资 5 亿元。
省工信厅的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我省互联网产业增速一直保
持 25%以上增长，成为全省 12 个重
点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目前全
省互联网企业超过 6000 家，近两年
就新增了 2200 多家。
近年来，我省在积极引进微软、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华为、中兴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海南的同时，也
培育扶持了易建科技、中兴软件、新
道科技等一批本土骨干企业，以及酷
秀科技、小二网络等一批创新型企
业；其中易建科技更入选 2017 年中
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实现我省零的
突破。

“明年起易建科技大数据产业
触角将延伸至陕西、上海等地，乃至
国外，打造全新的‘数联网’架构体
系，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可
控的技术解决方案。”易建科技负责
人 表 示 ，近 年 来 ，该 公 司 重 点 围 绕
大数据关键技术产品研发、重点领
域 应 用 、产 业 支 撑 服 务 、资 源 整 合
共 享 开 放 等 四 个方面创新发展，力
争成为海南省大数据产业发展“领
头羊”。
在 20 日举办的创新创业节系列
活动之一的 2017 海南首届人工智能
大会上，众多与会专家就很看好海南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华中科技
大学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教
授田金文就表示，发展自动化智能及
智慧海洋建设，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
“海南具备辽阔的海洋面积，环
境优良，具备创新氛围，因此在人工
智能方面可大有作为。”
“海南有些初创项目虽小但具备
创新点，值得投资机构跟踪其后续发
展情况。”鲲腾基金创始合伙人陈勇
直言，海南毫无疑问是一片创业沃
土 ，现 在 已 看 到 了 这 片 沃 土 的“ 萌
芽”，要进一步培育海南产业发展的
良好环境，帮助
“萌芽”茁壮成长。

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正走向国际化
19 日，作为本届“互联网+”创新
创业节重头戏的 APEC 中小企业信息
化促进中心成立大会在海口举行，据
悉，该中心是促进 APEC 各经济体中
小企业信息化发展和应用的开放性、
非盈利性服务机构联盟；经省工信厅
多次对接并向工信部积极争取，该促
进中心正式落地海南。
当天，促 进 中 心 还 分 别 与 阿 里
巴巴、海南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联手推动亚太地区
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创

业发展。
与前两届相比，本届创新创业节
国际化发展视野更为突出，策划举办
APEC 中小企业云+创新创业论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创业高峰
论坛、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海缆
通信论坛、亚太区域互联网创新创业
高峰论坛等四大国际性活动。
省工信厅负责人说，通过举办国
际性活动，海南互联网产业将把“触
角”伸向国际，增加国际“曝光度”，邀
请多个国家顶级的互联网业界技术
领导者、公司创始人、投资人、服务机

构负责人进行交流，可以在吸引国际
创客、投资人了解关注海南互联网产
业优势的同时进行产业招商，争取项
目签约落地海南。
在20日举办的2017（第三届）
“一
带一路”
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上，
来自世
界各地的创客、投资人齐聚海口，
共同
探讨如何加强海南招商引智工作，
吸引
国际人才来琼创新创业。
游 戏 公 司 Yodo1 联 合 创 始 人
James LaLonde 表示，今年他将北
京的公司迁移到海南，共享经济在中
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他今后要以海

南为本部，不断进行共享经济相关产
品的开发。
“ 这里正在推出一系列的
政策鼓励创业，我决定将海南作为我
的创业家园。
”
互 联 网 公 司 Genaro Network
联合创始人 Jason Inch 则谈到，海
南处于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地理
位置，从海南可以便捷到达东南亚很
多国家，在“一带一路”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海南要抢抓技术创新机
遇，使用更多的技术，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
”
（本报海口 12 月 21 日讯）

成立“政企学园”四方对话平台 为大学生创业解惑护行

首届海南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在海口举行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麦
“孙悟空和猪八戒谁比较适合
创业？”首届海南大学生创新创业
论坛今日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思维活跃的大学生们现场提问
嘉宾。
此次论坛由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海口市政府、澄迈县政府主办，
海创客、南海网承办,是今年海南
“互联网+”创新创业节重要活动之
一。知名创业家、投资界精英、专家
学者、优秀创业导师现场对话大学
生，为学生指点迷津。

搭 平 台 ：企 业 家 与
大学生创业者面对面
“我们大学生创业在市场和技

术方面的经验都不足，我们一直期
误区”为主题，向青年大学生分享了
待有个平台能与成熟的企业、成功
自身的创新创业经验。他认为，以
的创业者对话。”2013 级海南师范 “流量、用户数”为旗帜的旧时代已
大学毕业生朱志强讲出了大学生创
经结束，一个以“解决方案”为本的
业群体的心声。
新时代正在来临。他建议大学生在
互联网天使投资人、北京创投
创业时要有“工匠精神”，尽力将每
协会副秘书长于波，希鸥网创始人、
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同时了解真实
天生资本合伙人李志磊，北京创业
的自己，通过严于律己来培养社会
公社港澳台及国际事业部总监郑
需要的通用能力，并谨慎选择第一
博宇，以及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
次创业方向。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主要负
谋 共 识 ：发 起 成 立
责人纷纷在论坛中，与大学生“零
距离”交流。
政策咨询组、共享导师团
于波围绕“互联网下半场创业
思维”主题，告诫大学生互联网创业
把创业梦想变为创业行动，了
者，要准确了解用户、市场的需求；
解创业优惠政策十分必要。21 日
要抱团打天下，精益创业，要发挥最
下午举行的大学生海南创新创业政
小化成本；要从产业结构上寻找机
策咨询组成立研讨论坛，政、企、学、
会，找准创业的时机。
研代表聚集一堂，研究解决大学生
李志磊以“大学生创业的十个
创业的困惑和问题。

“园区之间还没有完全打通，资
源打通后，能更好共享”
“ 希望搭建
创业大学生和政府部门交流平台，
以便政策出台后，创业者第一时间
知晓、运用”……来自海南大学、海
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海南职
业技术学校、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等高校的创业学生、就业指导老
师各抒己见。
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纷纷予以
回应，并表态会尽力支持大学生创
新创业，让大学生能充分享受政策
红利。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陈万馨表示，希望在场大学生对海
南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参与其中，
脚 踏 实 地 ，迎 势 而 上 ，在“ 大 众 创
业、万众创新”的潮流中展现个人
价值。
为更好地服务大学生创业，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
税局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
起成立大学生海南创新创业政策咨
询组。同时成立的还有海创客共享
导师团，成员包括专家教授、政府部
门负责人、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等 60
多人，主要为大学生创业者免费提
供政策咨询、创业项目分析等服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招处副
处长陈丹虹表示，大学生海南创新
创业政策咨询组、海创客共享导师
团会成为一个多方联系的长期平
台。咨询组和导师团成立后，将与
海南的大学生创业群体保持实时
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
他们解决难题，在政策上、创业经
验上给予指导，提高海南大学生的
创新创业水平，助力海南创新创业
发展。
（本报海口 12 月 21 日讯）

南海网特别寻人引关注

省委书记牵挂的
创业小哥在哪？
本报海口 12 月 21 日讯（海报集团全媒
体中心记者 任桐）自南海网 12 月 19 日发出
《特别寻人：省委书记牵挂的海南创业小哥你
们在哪里？
》的消息后，引起多方关注，多个部
门及个人纷纷向南海网提供线索。
为何寻人？寻找何人？12月6日，
省委书
记刘赐贵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园区调研座谈时，
回忆起在琼海市一乡间农家乐邂逅的几位创业
青年。刘赐贵不无牵挂地说，
创新创业不容易，
要付出很多，
很辛苦，
不知道这几个青年人现在
创业怎么样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他们？
12 月 19 日，南海网联合海南日报客户
端、琼海电视台发出特别寻人启事，共同寻找
省委书记牵挂的这群创业小哥。就在寻人消
息发出的当天，琼海市就业局副局长符东日
就提供了一位创业青年的线索。随后，省就
业局人才管理处处长陈方和琼海当地的一些
居民也纷纷打来电话提供线索。
对这些线索，
南海网将逐一深入走访。如
果您就是在琼海偶遇刘书记的那位创业青年，
或当时正好在现场，
或了解关于这群创业青年
的任何线索，
请立刻与南海网联系，
您可拨打南
海网热线0898—66810515，
或私信@南海网官
方微博（新浪微博）留言，
还可以微信添加关注公
众号
“南海网”
，
私信留言把线索告诉我们。

南海网
获2017腾讯企鹅号
全国
“媒体十强”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韩静）
日前在渝举行的2017 年企鹅新媒体学院年度
盛典公布了 2017 年度企鹅号全国“政务十
强”
“
、媒体十强”
等获奖名单。南海网荣获企鹅
号 2017 企鹅新媒体学院优秀实践全国“媒体
十强”
称号，
也是海南唯一获此殊荣的媒体。
现场颁奖词说，南海网微信作为海南权
威媒体公号，新媒体行业翘楚，在全国省级网
站微信影响力排行榜一直稳居全国前十。据
南海网新媒体负责人介绍，作为海南省重点
新闻网站，南海网企鹅号自 2016 年 4 月开通
以来，非常重视企鹅平台的推广发布，每天安
排专人定期更新，并根据粉丝用户精准推送，
开通不到 8 个月共发布 11808 篇新闻稿件，
总
阅读量达 1364.9 万人次。其中，2017 年单篇
最高阅读量达 107 万+，
评论数达 3462 人次。
近年来，
南海网在充分发挥新闻网站媒体
内容生产优势、
品牌优势和公信力优势的基础
上，
着重推进新媒体发展、
媒体矩阵建设和传播
方式创新。目前，
南海网新媒体矩阵拥有10大
新兴媒体产品方阵、日均受众突破 1000 万人
次，
成为海南对外宣传反应及时、
覆盖人群广、
表
现形式丰富、
传播互动渠道畅通的新型主流媒
体。2017年6月28日，
南海网与腾讯网强强联
手组建全国第三家企鹅新媒体学院——海南企
鹅新媒体学院，
入驻落户海南互联网+众创中心。

微观
@海南日报：
【
“开水烫碗”
能杀菌吗？真
相来了】海南人在吃饭前习惯拿开水或是茶
水涮涮碗碟和筷子，哪怕是包装好的消毒餐
具也会再冲洗一遍，希望起到清洁杀菌的作
用。但问题是开水烫碗真能有效杀菌吗？专
家指出，高温消毒要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必须
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温度，另一个是时
间。一般来说，100℃沸水，持续 5 分钟以上，
才可以杀死或灭活一部分细菌和微生物。因
而，用餐厅提供的热水热茶烫餐具灭菌效果
非常有限，更多的是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
其实，一些细菌只有达到一定数量才会对人
体造成威胁，
所以也不用谈菌色变。 李倩/辑

潮词科普
求锤得锤
释义：多为爆料人一开始没有拿出证据，
当网友向其索要证据，欲证明某事为真时，爆
料人便放出证据即所谓的实锤。这个过程被
称为求锤得锤。

戏精
释义：
原意是单纯地赞美很会演的意思，
指
表演或者演戏疯狂、
对戏剧表演非常热爱的人，
多为褒义。如今通过网络衍化，
指生活中一言
不合就给自己加戏，
演技浮夸，
引起身边人注意
的人，
可通俗理解为丑人多作怪，
多为贬义。

年终临近婚庆市场火热
海口草坪时尚婚礼受宠

晚上吃鸡
释义：全称“大吉大利，晚上吃鸡”，英文
“Winner Winner，chicken dinner！”。该词最
早来源于电影《决胜 21 点》，随后因游戏《绝
地求生大逃杀》而火遍网络。现在“吃鸡”多
指在各种比赛中取得第一。 唐咪咪 林坚/辑

近日，在海口西海岸一家酒店的草坪，一场温
馨的婚礼上，新人们得到亲友们的见证和祝福。
现如今年轻人不再一味地追求奢华，个性简约的
新型婚礼越来越受到欢迎。草坪婚礼由西方教堂
婚礼演变而来，能让亲友团们更近距离的见证整
个婚礼仪式，因而草坪婚礼越来越受到追求时尚
新人们的追捧。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

本栏目由
搜狗输入法·字媒体
合作供稿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