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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在
掌声中落下帷幕，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投资
人、企业家和创客的风采历历在目，他们带来了
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数字经济等
领域的前沿观点和行业经验，为海南互联网产
业发展建言献策。那么，互联网大咖都研讨哪
些议题，对海南有哪些建议呢？快来看看吧！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戴浩

如果把新一代信息产业归纳为ACD，区
块链相比ACD来说，也是互联网的核心应用，
把区块链加上就会变成ABCD（AI，Block-
chain，Cloud，Data），正好体现互联网应用里
的几个最重要的核心技术。我认为区块链、互
联网+、云计算都是非常适合海南发展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Jeffrey Towson

数字经济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力，并且发
展速度越来越快，能带给消费者非常精准的需
求满足。海南目前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这
是具有前瞻性的，数字经济会成为海南未来的
发展方向，并给传统行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全球青年企业家基金会主席
萨曼·鲍兰纳尔

建议海南建立在线多语言平台，为初创企
业、企业家和青年人提供交流思想与合作的平
台，同时，积极宣传海南的政策与优势，鼓励年轻
企业家创新创业，并建立海南国际研究中心和智
囊团，吸引不同类型的专业人才到海南发展。

多备达投资董事长 Philip Beck

在数字经济和国际离岸创新大会上，我更
好地了解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政策，以
及海南高新技术在医疗、智能制造、海洋技术
领域的应用。海南不仅环境好，而且投资环境
也很吸引人，对于许多创业公司来说，这是一
个机会，我相信他们会对海南感兴趣，会“搬
家”来海南。

SOSV基金创始人 Sean O’Sullivan

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政策利好
下，很多的国际团队、企业都将目光投向海南，
对海南而言这是一个招商引资的好机会。外
资企业的聚集也将帮助海南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海南应该为契合海南
发展的科技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
多外资企业到海南来发展。

火币集团CEO 李林

我认为，区块链技术服务海南、服务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
次是海南本身的产业需求，海南的农业和旅游
业特别发达，扶贫的任务也非常繁重，区块链
能够在这些领域里提供服务。第二个层次是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特殊定位，政府允许海
南有先行先试的机会，海南应该抓住机会，成
为中国区块链创新的服务基地。

洪泰基金创始人 盛希泰

在科创板和注册制推出后，盈利和股权结
构等方面的相关约束将有所突破，上市门槛和
投资者准入门槛的降低，必将给创新企业带来
更大的资本市场支持。海南在风投方面的发
展前景是比较明朗的，因为国家的政策支持，
如果政府能尽快出台相关细则，相信海南更多
的创业者和创业团队会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本版策划/撰文 程标 苏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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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项目名称

物联网应用创新基地和智

慧海甸岛建设

中以创新加速器

SOSV基金及加速器

Food-X加速器

HAX加速器

REBEL.BIO加速器

INDIE.BIO加速器

MOX加速器

德国工业4.0研究院

Towson Capital资本

全球青年企业家基金会

Whub

TUCEM(土耳其 -中国经

济匹配中心)

Wikifactory

International Milk Bank

iSono Health

OD Tactical Eyewear

GBC Capital

Dubeta

CollabCentral

FUNGUIDE

名赫环保

杰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起而行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菠萝美股份有限公司

华时尚文化艺术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先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盈科泛利股份有限公司

OnMogu

UAV

ANNE

Mico&Kitty Live

点滴关怀

艾客旅行

会小帮-会奖旅游SAAS云服务平台

云渲染

航冠科技

上海高竞文化

所在地

360集团、香港东英集团等15个单位携

手共建物联网应用创新基地和共享智慧

城区

以色列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中国台湾

德国

美国

中国北京

中国香港

土耳其

丹麦

美国

美国

美国

新加坡

澳大利亚

印度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美国

南非

俄罗斯

简介

主要为以色列高科技公司

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商业化

和投资服务。

美国顶尖的风险投资基金，

管理 5.25 亿美元资金，加

速超过700家创业公司。

全球第一的食品科技创新

加速器。

美国硬件加速器和投资机

构，管理 25万美金投资资

金，加速超过200个公司。

全球第一家生物科技加速

器

旧金山生物科技加速器

台湾第一家国际加速器。

从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研发

和国际合作。

国际投资基金，专注于医疗

保健、互联网和消费产品领

域

目前已在全球38个国家设

立分支机构和创业中心，为

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创业者

提供增值服务

香港知名的创业社区平台，

为初创企业提供人才、资金

和投资服务

为土耳其进入中国提供支

持与服务。

社会化3D设计和生产平台

开发、加工、商业化销售母

乳的企业

AI大健康产业研发企业

生产轻型AI太阳镜

孵化、培养AI、网红经济等

领域的创业项目

高科技领域国际风投基金

投资与咨询公司，为创业者

提供导师、创业文化等服务

整合无线营销解决方案提

供商，香港互联网上市公

司，拥有超过2亿用户。

城市节能环保大数据研发

企业。

业务涵盖绿色能源、储能、

用能等领域。

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智能

驾驶控制模组设计。

以经营露营型态的休闲观

光为主，涉及“互联网+旅

游”多领域项目。

台湾的文创艺术传媒集团

专注发展移动互联网社交

平台业务

亚太地区较具影响力的活

动SaaS平台

以社交为中心的 C2C 在

线技能学习平台。

农业无人机研发设计

HR Assistant软件，虚拟访

谈视频和音频流的分析研

发。

社交与直播平台

互联网员工福利与权益管理平台

互联网+旅游

互联网+会展

大数据+影视制作

大数据+农村电商

电子竞技

招商成果

该项目将海甸岛打造成为全球物联网

应用首发展示地、物联网产业聚集区、

智慧城市样板区、智慧生活体验区、离

岸数字贸易区块链产业区、国际人才创

新创业基地、共享数字新经济示范区。

与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签约，

联合引进和孵化以色列高科技创新公

司。

与STATA三亚加速器签约，利用创投资

源，开展人才引入、企业互推、导师资源

共享方面合作。

与STATA三亚加速器签约，围绕热带特

色农产品和食品领域，开展企业科技提

升、产品转型升级等合作。

与STATA三亚加速器签约，联合引进电

子硬件研发创新企业。

与STATA三亚加速器签约，依托伦敦帝

国学院实验室，开展人才培育、产品孵

化等合作。

与STATA三亚加速器签约，开展人才引

进、人才培育、创业加速等合作。

与STATA三亚加速器签约，围绕移动互

联网领域，双方开展琼台互联网企业双

向引进合作。

与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签约，

联合开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领域的企

业引进和孵化。

入驻复兴城离岸创新大厦，联合引进医

疗、互联网等方面企业，逐步探索合作

设立与运营投资基金。

入驻复兴城离岸创新大厦，将成立GF-

CO（全球青年企业家基金会复兴城合

作组织），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青年创业者、学生、人才，打造研发

中心、媒体中心、文化中心。

入驻复兴城离岸创新大厦，为海南国际

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提供人才、资金

和投资服务。

计划入驻复兴城离岸创新大厦，引导土

耳其创新创业企业进入海南。

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入驻复兴城离岸创新大厦，计划设立海

南区域总部。

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计划建

设可燃废弃物处理和再利用、城市新型

节能道路照明、大气环境和污染智能监

测大数据平台。

入驻复兴城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心，开

展新能源充电设备业务。

入驻复兴城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心，计

划在海南投资建设充电桩设施及相应

展示中心。

入驻复兴城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心，结

合海南旅游，开展互联网休闲旅游业

务。

入驻复兴城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心，开

展文化艺术活动及会展方面业务。

入驻复兴城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心，设

立海南区域总部，面向内地及东南亚开

拓移动互联网社交内容业务。

入驻复兴城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心，设

立海南区域总部，计划在海南运营“Ac-

cupass活动通”平台，开展互联网营销

推广业务。

计划入驻复兴城离岸创新大厦。

计划入驻复兴城离岸创新大厦。

计划入驻复兴城离岸创新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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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闭幕
六大亮点引关注

大咖为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2018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招商成果一览表

精彩
回顾

戴浩 Jeffrey Towson 萨曼·鲍兰纳尔 Philip Beck Sean O’Sullivan 李林 盛希泰

12月22日，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正式揭牌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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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口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2018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
于12月22日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
落下帷幕。本届创新创业节自12月11日启动
以来，围绕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内容开展了主题论坛、国际交流、项目路演、招
商座谈等多种形式的18场活动，内容丰富、节
奏紧凑，营造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并且还在
离岸创新创业招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招商成果显著
促成36家企业落地

本届创新创业节延续了注重实质性成果
的风格，紧密结合产业招商尤其是外资招商，
每场主要活动都配套举办招商座谈会或投资
对接会，成果丰硕。

创新创业节期间，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
亚、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18家创新
加速平台、研究院、基金及企业落地海南，入驻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涉及人工智
能、物联网农业、大数据医疗健康、智能驾驶等
领域；杰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起而行绿能
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台湾创新科技类企业与
海口复兴城签约，入驻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
心；三亚 STATA 加速器与美国顶尖风投
SOSV基金及Food-X加速器等5家美国加
速器启动科技创新孵化合作；360集团、香港
东英金融集团等6家企业签约落地，参与物联
网应用创新基地和智慧海甸岛建设。

路演融资机会更好
吸引120家企业参赛

为了鼓励全世界的投资者来海南投资兴
业，本届创新创业节连续举办了3场路演活
动，邀请海内外知名投资人、专家担任评委，帮
助初创团队搭建对接资本的平台，助力创业者
圆梦互联网，吸引了20多个国家120家企业
报名参赛，项目涉及人工智能、智慧旅游、医疗
物联网、电商等行业领域。

经过严格的评选，Mico&Kitty Live、点
滴关怀、艾客旅行等7个项目脱颖而出，通过
天使投资路演评审并获得最高不超过100万
元的天使投资；International MilkBank母
乳营养食品、Wikifactory 3D 打印、iSono

Health乳腺癌智能检测和早期筛查3个项目
获得国际离岸创新创业招商暨项目路演前三
名，优先入驻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 ；ExpoPromoter、247tick 等 项 目 通 过
2018SKY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
峰会路演并落地海南。

离岸创新创业加速起航
国际离岸创新大厦揭牌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
导意见》提出设立海南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
范区。经过省工信厅和海口市政府的积极谋
划，在创新创业节闭幕式上，海口复兴城国际
离岸创新大厦正式揭牌启用，将打造成为互
联网企业国际总部集聚区和国际离岸创新创
业服务平台，吸引更多知名龙头企业及国际
离岸创新创业项目落地。这也标志着我省国
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建设加速起航。新载
体的落成，吸引了 Towson Capital 资本、
Whub等16家国际企业入驻。此外，琼台两
地合作再续新篇章，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心
落地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将进一
步加强琼台互联网领域合作。

国际化程度更高
近200名国际创客、嘉宾齐聚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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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
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峰会、琼台
科技合作峰会等主要活动。美国斯坦福大学
教 授 Jeffery Towson、硅 谷 创 投 教 父 、
Founder Space创始人史蒂夫·霍夫曼，德国
工 业 4.0 研 究 院 执 行 院 长 Johannes
Vizethum、美国顶尖风投SOSV基金创始人
肖恩·奥沙利文、Dubeta 投资基金董事长
Philip Beck、SAP公司全球战略合作负责人
Hunter Dong等近200名国际创客、嘉宾出
席活动，分享数字经济、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前沿观点，并为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
献计献策。嘉宾们纷纷表示，海南生态环境优
良、政策优势突出，十分适合发展人工智能、大
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希望为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作出贡献。

此外，Towson Capital 资本管理合伙

人Jeffrey Towson、中国以色列创新加速器
创始人Rami Blachman、Dubeta投资基金董
事长Phillip Beck、德国工业4.0研究院执行
院长 Johannes Vizethum等6位专家被聘
任为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创业
导师，他们将发挥资源桥梁的作用，助力海南
互联网产业国际化发展。

品牌影响力扩大
创新创业节引起国际关注

自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海南“互联网+”
创新创业节经过三年的持续努力，影响力逐渐
辐射至国际。创新创业节期间，中国工程院院
士戴浩、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蔡维德、张晓东，
360集团副总裁胡宁，微软中国CTO韦青，火
币集团CEO李林、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等
重量级嘉宾出席活动并分享演讲，新华社、人
民日报、中新社、央广网、海南日报、海南电视
台、南海网、海口日报等300多家中央和地方
级媒体，以及搜狐、新浪、今日头条等主流门户
网站，持续关注创业节，各项活动的新闻报道
超过1万篇。其中，视频直播平均每场吸引20
万人次观看，美国、英国、新加坡、埃及等国家
和地区的48家媒体参与报道。

市场化运作机制更加成熟
引入两场品牌活动参与创业节

在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三年举
办创新创业节的基础上，创新创业节市场化运
作机制更加成熟，今年成功引进了2018中国
创投新生态暨第三届金投榜颁奖盛典和
2018 SKY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
峰会两场品牌知名度高、美誉度好的活动。其
中，金投榜颁奖盛典是创投界高度认可的年度
权威天使投资榜单，每年组委会根据投资业
绩，表彰天使投资行业中贡献突出的机构和个
人；2018 SKY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
创新峰会往届都在美国旧金山举办，首次引进
亚洲就落地三亚，成为2018年海南“互联网+”
创新创业节的主要活动之一。两个活动集聚
了一大批国内天使投资人和国外风投机构、创
新创业者，大幅提升了创新创业节的整体水
平，也为海南本土创业者提供了对接高层次资
源、开阔眼界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