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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机遇 做出特色

互联网产业助力“智慧三亚”建设

从车间生产到出关申报的全部流
程，学生们足不出户即可通过用友新
道的教育软件轻松习得。“这套教育软
件解决了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
难题，教师授课时既讲授理论，也能通
过这套软件让学生实时感受每个环节
的实践操作。”用友新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

位于三亚创意产业园的用友新
道，不仅实现了“新三板”上市，每年创
造的税收亦十分可观。而这仅是三亚
互联网企业稳健发展的一个缩影。

以“双十行动”为抓手，三亚将发
展新兴科技产业、打造千亿级产业园
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纳入重要建设

内容，主力布局的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海棠湾 IT产业园、创意产业园等园
区，正加快建设。

搭建科技产业平台，做出特色发展
壮大。始建于2006年的三亚市互联网
信息产业园，调整建成之初工业园的定
位，引进智慧城市建设、中小微企业、创
新创业等国内外企业，着力打造大数据
平台、创业孵化平台、产业承接平台。

依托龙头企业带动，逐步构建产
业生态。2018年，在智慧小镇建设、现
代智慧物流、云计算、电商旅游、区块链
追溯技术、互联网人才培育、电商精准
扶贫等新兴科技领域，三亚与京东集
团计划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合

作。通过发挥互联网龙头企业带动的
作用，三亚互联网生态链日渐完善。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园区做
大做强。三亚积极实施院地科技合
作、医疗卫生创新、专项科研试制、科
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创新等5大科
技计划项目，安排扶持资金，立项近百
个科研项目。

精准定位实现的是精准招商与定
向产出。互联网产业发展呈现新气象：
2018年以来，清华启迪之星、三亚加速、
海南微软创新中心、京东旅游生态众创
空间、南海网文旅众创空间等孵化器陆
续进入产业园区；与“互联网+”密切关
联的旅游、农业、文娱、健康医疗、教育、

城市生活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初创团队
纷纷入驻园区和孵化器，并快速成长。

一组组数据也昭示了产业发展的
良好局面。2017年三亚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产值近11亿元，其中互联网企业营
收4亿元。2018年上半年，该园区企业
产值就超10亿元，同比增长超200%。
截至目前，三亚市互联网企业已达350
家左右，总注册资金超过10亿元。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
表示，三亚要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为
突破口，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壮大城市
综合经济实力，全市干部要以咬住不
放的劲头，推进新兴科技产业发展，共
同将新兴科技产业做大做强。

作为海南对外开
放的重要窗口，近年
来，三亚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瞄准国
际先进水平，立足自身
特色，发展互联网等高
新技术产业，积极带动
传统产业从要素驱动
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
努力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
的步伐，三亚的互联网
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
龙头带动、逐渐壮大的
发展历程：中兴通讯、
新道科技、东华软件等
龙头企业的入驻率先
带来不菲的产值与税
收，三亚大数据中心建
成启用，互联网产业双
创中心建成开业,中国
加速、启迪之星等多个
孵化企业陆续进驻牵
引,海南信息产业基地
加快建设……如今，三
亚高新技术企业的数
量、产值明显增长，
“互联网+”带来的新
的生产力，改造、重构
了旅游、农业等传统
产业，城市发展加快
提质升级。

■ 本报记者 孙婧

“通过‘三亚放心游’APP，在三亚
旅游就会更有计划，体验感更好！”游
客陈云峰拿起手机展示刚刚下载体验
的“三亚放心游”APP，竖起了大拇指。

这款由三亚市旅游委与互联网企
业联合于2017年推出的三亚官方旅游
APP，提供景区、一日游、婚纱摄影、餐
饮酒楼、海鲜广场、酒店、公寓、短租、健
康疗养、海南特产、热带水果、免税购物
等向导性信息。丰富的动态提醒，让
游客足不出户，就能“遍知天涯”，体验
智慧旅游的便捷性。

在互联网的“东风”带动下，传统
行业也在乘势转型。游客旅游的体验
更好了，农民发展生产也沾了光。为

解决扶贫农产品销售困境，三亚在全
省率先推出扶贫农产品APP“三亚农
产品”，联合线下的多个农产品产销服
务中心，链接各行政区的村级电商服
务站和市内各电商服务站提货点，搭
建起市、区、村三级联动电商服务体
系，农户生产的优质农产品搭乘互联
网的“快车”，抵达千家万户。

客户在家中动动手指即可订购优
质农产品，“指尖上的便利”还渗透了
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即时交互
下，在三亚就医问诊、交通出行体验也
发生着深刻改变：人们就医时可以在
手机上挂号、缴费、查看检测报告；出

门乘公交时，可以在智能公交电子站
牌上，查看每一路公交的在途情况、路
况信息、预计到站时间等，“互联网+”
正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深入，
“互联网+政务”同样在帮助政府职能
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不断提高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目前，三亚正在推进政务服务便
利化大数据整合和共享，已经完成28个
部门约130项数据的整合共享工作，建
设三亚政务“一网通办”总门户，实现三
亚政务全城一网通行、全市通办，并先行
在20个便民服务站率先开展试点，让数
据多跑路，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路。

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市场优势和
制度创新的体制优势，互联网与大数
据对旅游、农业等传统产业和政府、民
生等领域不断渗透、改造和重组，城市
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基于此，三
亚市科工信局2017年被国家科技部
评为全国科技管理先进集体。凭借智
慧旅游等一系列高新产业成果，三亚
荣获“2017年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奖”。

三亚市市长阿东表示，三亚将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瞄准国际先进水平，积极
吸引互联网产业的国内专家、学者、从
业人员到三亚投资兴业，推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发展现代服务业。

互联网企业创业初始阶段普遍存
在规模偏小、布局分散、产业层次低、
用地难、融资难、应对风险能力弱等问
题，与企业共同成长，是三亚做强“新
经济”的路径选择。

健全产业扶持政策，创新政府与
企业合作模式。三亚先后出台了《三
亚市“十三五”互联网产业发展规划》
和《三亚市“十三五”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规划》，明确高新技术产业的团队和
技术引进方向，提出了重点保障措施。

作为“双十行动”的阶段性具体安
排，《三亚市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意
见（2017-2020年）》《三亚市扶持互

联网产业发展实施意见》（互联网十
条），明确了2020年末的科技创新和
新兴科技产业目标，提出了“夯实一个
顶层设计、打造五个发展新高地、建设
六个发展平台、完善四大服务体系”重
点工作任务，具体提出以资金、服务、
配套等方式，扶持科技企业发展。

“‘互联网十条’提出，每年安排不
低于1亿元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设立不少于1亿元的互联网产业创
业投资基金，这对互联网企业的发展
是个利好。”三亚信投公司负责人说。

如今，三亚致力于建立以财政投
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风险投资

为补充的多元投入体系，规模为10亿
元的三亚市新兴产业母基金已设立，
有望直接吸收50亿元的子基金落户
三亚，其中至少有10亿元将投资到三
亚市科技、教育、医疗健康等重点产业
的本地企业，加快三亚市互联网信息
产业的发展。

政策引领力促产业发展，对于产
业发展急需的人才，三亚也给予高度
重视。目前，三亚出台了《三亚市引进
人才落户实施细则》《三亚市国家级人
才项目人选配套资助办法（试行）》《三
亚市落实“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2018-2025年）》等文件，从

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吸纳人才。做
好工作站平台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通过产业园平台引才、以特色用
才、用体系留才，三亚不断夯实互联
网产业发展的基础。三亚市科工信
局局长周俊表示，三亚将积极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要求，瞄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5G等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全市发展
互联网产业的优势和综合条件，着力
培育在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
业集群。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做大产业 | 力争打造千亿级产业园区

跨界融合 |“互联网+”行动掀起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热潮

政策为基 | 搭好大戏舞台做强“新经济”

三亚市创意产业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孙婧

今年5月，一则好消息在海南互联
网圈内传开了：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网
信国家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与三亚一拍即合，双方共同在
海棠湾IT产业园打造海南信息安全基
地，于今年5月11日正式开园。

目前已有包括芯片类、IT系统产品
类、信息安全产品类、金融服务类等在
内的39家企业签约入驻，海南信息安全
基地内的产业生态圈初具雏形。

已经在琼北澄迈县打造出海南生
态软件园的中国电子，此次于琼南规划
再建1200亩园区，定位为何？

“基地以国家级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产业示范基地、中国电子国家级双创示
范园区和海南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为
定位。”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
司总经理贺卫东透露，项目一期占地面
积约100亩，计划实现3个业务功能，一
是应用产业，主攻金融、交通、电力、能
源、通讯五大关键基础设施应用国产化
替代，形成信息系统的全套安全免疫体
系；二是国际化会展、展览业务，把国际
上信息安全领域的攻防赛事、论坛、峰
会吸纳进来，引进国外技术落户，同时
向国际展示我国优势技术创新成果；三
是IT技术培训业务，为产业发展提供可
持续的智力储备。

规划的二期、三期、四期将分别围
绕军民融合产业、智慧海洋产业、智慧
医疗产业发展不同的产业集群。

“我们将通过3到5年的努力，聚合
各方力量，构建网信产业生态，成为国内
一流、富有海南特色的信息安全产业基
地。”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黎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基地也将扮演好“带头人”“全能管家”
和“经纪人”的角色，为企业提供技术、融
资、工商、税务、人才、市场等各项服务工
作，助力企业将创意变成果，最终形成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不断创新的体系，
满足国家和社会的信息化需求。

入驻企业之一、广东京信软件科技
副总裁周健雄对发展充满信心：“三亚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依托良好生态环境
和气候条件优势致力于推动互联网产
业发展，越来越多有创新活力的新兴科
技企业选择三亚扎根，三亚互联网产业
发展的未来可期。”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海南信息安全基地开园

“国家队”助力
三亚科技

安排扶持资金，立项近百个科研项目。其中，三亚市既主动安
排资金用于配套支持49个国家（省）重点科技项目，争取国家、省
重点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的支持；也积极安排资金用于扶持三亚百
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13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培育
企业，配套奖励2015年、2016年获得国家、省（部）科技奖励项目。

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值近11亿元
其中互联网企业营收4亿元

该园区企业产值就超过10亿元，同比增长超200%
其中的互联网企业实现产值7.5亿元
缴纳税收约0.3亿元

包括该市三大园区入园企业在内
三亚市互联网企业已达350家左右
总注册资金超过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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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积极实施
5大

科技计划项目

院地科技合作 医疗卫生创新
专项科研试制 科技成果转化
农业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