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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和“产城融合”模式，集中打造海
南生态软件园、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三亚创意产业
园、陵水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等，成为全省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重要载体。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也顺利起步，目前复兴城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已经投入运营，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
厦将在2018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期间投入使用。

此外，其中生态软件园已建成8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成
为百亿元级国家信息产业示范基地，目前已启动二期7.1平方
公里的生态智慧新城建设，上半年开工建设腾讯生态村、中国
游戏数码港、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等3个百亿元级项目及
微城未来国际学校项目。各市县还积极建设了海南数据谷、
儋州互联网产业城、陵水互联网创业园等十多家新型载体。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进一步
营造浓厚的互联网创新创业氛围，加快
打造海南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经
省政府批准，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
口市人民政府将于2018年12月11日-
12月22日联合主办2018年海南“互联
网+”创新创业节。

本次创新创业节的主题为“离岸
创新、链接自贸”，将围绕区块链、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通过主
题论坛、国际交流、项目路演、颁奖典
礼等多种形式，举办 9场大型主题活
动和 9场专业化的专题活动，亮点突
出。其中，区块链创新应用大会、数字
经济与国际离岸创新大会、国际离岸
创新创业招商暨项目路演大会、2018
中国创投新生态暨第三届金投榜颁奖
盛典、“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天使投
资路演活动、2018 SKYDIVE（海南）
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峰会等重磅活
动，将邀请国内外互联网领域的知名
大咖出席并作精彩分享，与海南本土

创新创业者们进行交流互动。

国际元素更丰富：
重磅国际活动首次引进亚洲

本届创新创业节将更加突出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的国际化视野，注重国际交
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数字经济与国
际离岸创新大会、国际离岸创新创业招
商暨项目路演大会、2018 SKYDIVE
（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峰会等活动
充满了国际化元素。其中2018 SKY-
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峰会
前三届均在美国召开，今年首次引进亚
洲，进入海南。届时，以色列、美国、丹
麦、日本等多国嘉宾，海外知名高校专
家、知名海外投资人和创始人将齐聚海
南，包括美国著名风投资本SOSV基金
的创始人Sean O’Sullivan（肖恩·奥沙
利文），硅谷著名硬件创业加速器HAX
总经理Duncan Turner（邓肯·特），美
国 MOX 加速器东南亚地区负责人
Navin Danapal（纳温达纳帕），《极简

宇宙史》作者Christophe Galfard（克
里斯托弗·加尔法德），德国工程院院士
Otthein Herzog（奥汀赫尔佐格）等
等，他们将围绕创新、创业和新技术形成
的观点和经验，探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过程中互
联网产业国际化发展之路。

技术创新导向更突出：
区块链创新应用大会备受瞩目

本届创新创业节专业性、针对性更
强。“离岸创新、链接自贸”主题中的离岸创
新、区块链、自贸区、自贸港充分体现海南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区块
链创新应用大会、数字经济与国际离岸创
新大会、第二届中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海
南高峰论坛、首届中国大数据创新发展论
坛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海南发展区
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业态的决心。作为今年创新创
业节的主题论坛，区块链创新应用大会将
围绕加快打造区块链试验区，邀请区块链

及互联网相关行业领军企业家、技术专家、
创投界名人参加，紧密围绕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着眼于区块链技术创新与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发
展，对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的现状及前景
进行交流探讨。这是我省大力发展区块链
技术应用及产业的重大活动。

服务性更强：
注重引资引智聚人气相结合

今年创新创业节，既强调热热闹闹
造势，更强调扎扎实实办事，打造推动互
联网产业跨越发展的大舞台。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海口市政府将组织产业园区、
创新创业基地、众创空间，充分利用办活
动的契机，主动对接各个重要嘉宾，开展
招商推介洽谈，并将邀请业界大咖们成
立海南区块链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为
海南发展献计献策，同时还将广泛发动
省内外更多创新创业者参加活动，争取
让大家都能有所收获，达到招引资金、招
引项目、招才引智、集聚人气的目标。

形式更灵活：
多地开设分会场 活动各具特色

除海口外，本届创新创业节还在其他
市县甚至省外设置分会场，2018 SKY-
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峰会、
互联网+农业高峰论坛暨创新创业展、“两
岸双创·航向梦想”台湾说明会及商务参
访分别在三亚、儋州和台湾举行。其中，
2018 SKY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
创新峰会将邀请国际的知名投资人、企业
高管、行业精英和创业者，通过主题分享、
高峰论坛、主题分享、投资人交流等方式
探讨前沿技术、碰撞出智慧火花；“两岸双
创·航向梦想”台湾说明会及商务参访将
开展海南互联网产业专项推介活动，进一
步推动两岸的沟通合作。

实效性更强：
真金白银为天使投资路演助力

利用省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省工信产业发展基金，拿出真金白
银支持初创团队和优质项目。今年创
新创业节将继续搭台，举办“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天使投资路演活动、国
际离岸创新创业招商暨项目路演大会
等活动，帮助海南本土优秀项目对接
资本，获取支持；同时也集聚一批国内
外优质项目共同路演交流，政府还为
路演胜出并落地海南的项目和创业团
队准备了最高 100万元的天使投资、
最高5000万元的股权投资。

活动更接地气：
为大学生提供多个展示平台

本届创新创业节将开展多个专题活
动，为大学生创业者搭建交流平台。海南
大学生数字创意周、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
会、2018北航-北理工全球创新创业大赛
（海南专场）等活动，专门针对大学生创新
创业者、高校校友创业者，围绕人工智能
创新创意、动漫设计创意、电子竞技等领
域，助力大学生创新实践、创业实践。

12月11日盛大启幕

2018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来袭 | 活动亮点抢先看

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完成了这些“小目标”

近年来互联网产业保持30%以上增长
成为全省12个重点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

马化腾、马云、雷军、曹国伟等互联网大咖
相继考察海南，达成了一系列合作。今年百日
大招商项目活动成果丰富，海南省政府分别与
阿里巴巴、腾讯签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与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国内互联网龙头
企业BAT悉数布局海南。其中，阿里巴巴在海
南的布局快速推进，今年前三季度已经在海南
成立7家公司，实现营收超过60亿元。以集群
化发展理念培育产业，重点围绕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卫星导航两大产业集群，依托国家级行业
协会、行业联盟、龙头企业进行集群式“以商招
商”，已有23家企业和行业机构进行签约。

在产业载体方面，首批来自以色列、美国
等国家的12个团队已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
创新创业基地。在国际化招商方面，组织相
关园区先后赴以色列等地开展招商，对接知
名高科技创新企业及孵化器，推动离岸创新
创业合作。举办海南海外人才创新发展论
坛，邀请以色列、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创新
创业者参加，并揭牌成立PreShares（普瑞赛
尔）国际孵化器。举办海外人才与离岸创新

“互联网+”项目路演，超过130个海外项目报
名，6个项目获得省互联网产业天使投资资金
现场签约，反响热烈。

产业布局日臻完善，载体再迈新台阶

目标3 目标4
产业集群招商成效显著 互联网产业国际化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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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开幕式暨区块链创新应用大会

“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天使投
资路演活动

2018 SKY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
科技创新峰会

物联网应用与数字海南建设2018
南渡江高峰会

第二届中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海
南高峰论坛

数字经济与国际离岸创新大会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招商暨项目路

演大会

2018中国创投新生态暨第三届金
投榜颁奖盛典

2018海南省“互联网+”创新创业
节闭幕式暨“潮起海南·自贸风

华”创客盛典

第二届智慧城市与生态宜居高峰

论坛

2018北航-北理工全球创新创业
大赛（海南专场）

创新创业节儋州分会场活动（互
联网+农业高峰论坛暨创新创业

展）

海南大学生数字创意周

首届中国大数据创新发展论坛

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会

海南“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峰

会

“两岸双创·航向梦想”台湾说明
会及商务参访

2018中国互联网泛娱乐生态高峰
论坛暨海南省大学生新媒体创意

大赛

举办时间

12月11日

12月13日

12月15日

12月16日

12月19日

12月20日

12月21日

12月22日

12月22日

11月23日

12月12日

12月12日

12月13-20日

12月15日

12月15日

12月17日

12月19日

12月20日

承办单位

起风集团、春光里集
团、天道创服集团

海控资本、海南数据
谷、海南信产投公司、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三亚斯特达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
会、智创高科公司

海南省大数据产业联
盟、海南数据谷、海南
易建科技、海南微软创

新中心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必拓盈科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必拓盈科

起风集团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天道创服集团

海南省智慧城市产业

联盟

海南仝君孵化器、星空

众创

儋州市海南西部创新创
业产业园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
会、智创高科公司

中国数据科技集团、海
南新秀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

学科技园

天道创服集团、陈皮网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

海南大湾区数娱科技
有限公司、海南师范大
学、海南省新闻传播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活动地点

海南迎宾馆

海南数据谷海创空间

三亚亚龙湾会议中心

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

海南迎宾馆

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海口华彩华邑酒店

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海南迎宾馆

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儋州市鼎尚时代广场

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海口经济学院

海口鸿洲埃尔瑞酒店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
技园创梦学堂

海口华彩华邑酒店

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
厦、台北市、新北市

海南师范大学

邀请嘉宾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良

清华大学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朱岩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蔡维德

火币集团CEO李林

人民大学教授、知名区块链学者杨东

演讲主题

海南数字经济产业展望

区块链时代的全球化竞争与机遇

互联网到区块链，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变革

区块链如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政策监管解析

活动一览表

在开幕式暨区块链创新应用大会上，省工信
厅负责人将进行招商推介，专家学者、区块链企业
和互联网界大咖将进行精彩的主题分享、思想交
流。此外，还将成立海南区块链产业专家委员会，
集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建立专业智库，共同推动海
南区块链产业发展。

拟邀请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良，清华大
学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朱岩，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
授蔡维德，火币集团CEO李林，人民大学教授、知
名区块链学者杨东，腾讯区块链总经理蔡弋戈，百
度度宇宙总经理柴桥子，网易星球负责人顾费勇，
蚂蚁金服集团创新科技事业部商务总监邹涛等。

活动一
（12月11日）

开幕式暨区块链创新应用大会

本次活动首次引进亚洲就落地海南三亚。美
国著名风投资本SOSV基金的创始人Sean O’
Sullivan（肖恩·奥沙利文）将亲临现场，多家世界著
名加速器的负责人将与全球300余名海内外嘉宾共
同分享互联网投资状况和未来投资风向。此外，8-10
家已获得SOSV基金投资的国际企业将进行路演。

拟邀请嘉宾：Sean O’Sullivan（肖恩·奥沙利
文），SOSV基金合伙人、中国加速总经理William
Bao Beam（宾威廉），HAX加速器总经理Duncan
Turner（邓肯·特纳），中国加速合伙人兼项目总监
Oscra Ramos（奥斯卡），REBELBIO加速器首席科
学家John Carrigan（约翰·卡里根）。

活动二 （12月15日）

将以“数字经济引领经济增长新时代”为主
题，邀请300名海内外嘉宾和专家学者，聚焦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走
向，以及在全球语境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突围、国
际企业的中国本土化发展，开展高峰论坛、招商洽
谈等系列活动。

拟邀请嘉宾：法国科学家、《极简宇宙史》作
者 Christophe Galfard（克里斯托弗·加尔法德），
德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Otthein Herzog（奥泰因·
赫尔佐格），SAP 全球副总裁Jens Trotzky（延斯·
托洛斯基）。

活动三 （12月20日）

数字经济与国际离岸创新大会2018SKY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峰会

邀请嘉宾

法国科学家，《极简宇宙史》作者

克里斯托弗·加尔法德

德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世界顶尖

信息技术专家奥泰因·赫尔佐格

SAP全球副总裁兼技术专家中心

主管延斯·托洛斯基

演讲主题

格局与重塑——

新时代的数字经济

格局与重塑——

被信息科技改变的世界

全球新格局下的创新和创业

邀请嘉宾

SOSV基金创始人 肖恩·奥沙利文

SOSV基金合伙人、中国加速总经理宾威廉

HAX加速器总经理邓肯·特纳

中国加速合伙人兼项目总监奥斯卡

REBELBIO加速器首席科学家约翰·卡里根

演讲主题/主题论坛

从“绝无可能”到“势不可挡”

硬件科技产业投融资风向

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机会研讨

2018SOSV全球基金年度投资总结
及未来投资风向

2018中国国内科技投资分析
及未来投资风口

来自美国、英国、荷兰、德国、印度、俄罗斯等
国家的16个创新创业项目同台路演，涉及人工智
能、智慧旅游、医疗物联网、电商等领域。将邀请
知名投资人、海外嘉宾担任路演评委，遴选优质项
目并给予投资。我省将跟踪引进优质项目落地海
南开展离岸创新创业。

拟邀请嘉宾：英诺基金天使基金创始人李竹、全球
青年企业家基金会主席Saman Pouyanmehr（萨曼·鲍兰纳
尔）、深圳创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孙东升、ironSource
亚太区总裁Kjetil Lund（伦德）、中以投资联合创始人Michael
Avner（迈克尔·阿夫纳）、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副总裁徐峥。

活动四
（12月21日）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招商暨项目路演大会

活动以“智瞰·未来”为主题，将总结梳理创投
行业的发展成果，展望发展趋势和机遇，并举行第
三届金投榜颁奖典礼。“资本寒冬”的阴霾背后，中
国股权投资市场规模依旧在持续壮大，未来三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脉络是什么？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的新机遇在哪里、数字经济的投资风口在哪？
独角兽企业有什么投资哲学呢？这些都将是该活
动关注思考的话题。

拟邀请嘉宾：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今日头条
创始人张一鸣、红杉资本合伙人王岑、梅花创投创
始合伙人吴世春、戈壁创投合伙人徐晨。

活动五 （12月22日）

活动以“智贸创新·应数而生”为主题，邀请创
业园区代表、创业企业代表，以主题论坛、主旨演
讲、圆桌会议等形式，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大数据
的发展前景和应用领域，并通过举办海南省大数
据产业联盟年会，整合联盟企业资源，推动海南大
数据产业发展。

拟邀请嘉宾：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
海航科技首席科学家谢耘、南威软件集团董事
长吴志雄、国脉集团董事长杨冰之。

活动六 （12月19日）

第二届中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海南高峰论坛2018中国创投新生态及第三届金投榜颁奖盛典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今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重点领域，
互联网产业的国际化开放化发展至关重要。那么，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这几年，完成了哪些“小目标”呢？

目标2

目标1
今年前三季度，在全力推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产业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在
往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又提升了超过10个百分点。企
业主体大幅增长，2018年前三季度，互联网企业新增注
册4979家，同比增长91.1%；企业效益不断向好，前三
季度全省互联网产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0.7%。

12个重点产业中发展最快

2017年营收430亿元
同比增长33.5%

今年前三季度营收

462.46亿元
同比增长46.03%

实现增加值167.47亿元
占全省GDP的4.7%

2016年营收322亿元
同比增长33.6%

实现增加值
179.55亿元
占全省GDP的

4.02%

本版策划、撰文/程标 苏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