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的楼宇物
理空间为“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
如今，该楼宇产权实现产权企业完全
持有、只租不售，完全用于电子商务
产业运作，成为海南第一家成功将

“商业地产”转型升级为“产业地产”
的典型案例，成为海南楼宇经济的突
出代表。

而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当初从
项目购进、工程建筑到全面精装修，投
资高达近10个亿。项目负责人杨国贤
坦言：“压力重重，前所未有。项目如果
没有真正做好，会直接导致拖垮企业的
严重后果……”。

但在海口市商务局等各级政府
的积极支持下，杨国贤决定大胆地

试一试。2016年 11月 5日上午，滨
海国际电商产业园迎来了隆重开
园之日。超乎预期的是，当天，现
场气氛热烈，招商企业的入驻率达
30%，签约入驻企业逾 40 家，主要
为电子商务、互联网和金融等类型
企业，此结果令杨国贤心中的“石
头”稳稳落地。

令人惊喜的是，截至 2017 年 3
月，园区入驻率高达85%，当年8月
更是人气爆棚，达到100%满员。非
同寻常的努力与艰辛付出，终于换来
了广大企业和市场的充分首肯，交上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实业报国，产业兴岛。滨海国际
电商产业园运营 2年来，始终秉持

“自力更生、不等不靠、努力拼搏”的
精神，近乎完美地打造一个具备自主
造血功能的“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
产业发展模式。海口市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评价称，海口滨海电子商务产
业园是海南自贸区的一个典型案例，
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典范。一是实
现房产产权完全自持，不选择“一卖
了之”对外销售的方式，5A级写字楼
只租不售。二是实现了自我造血功
能的打造，难能可贵。

（策划/其月 撰稿/其月）

近两年来，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
在海口市商务局的业务指导下，主动
对标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标
准，积极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为园区
提供各类便捷式、阶梯式、一站式创业
服务，以“23+1”公共服务体系为抓
手，不断强化自身特色优势，继续强化
产业载体聚集和孵化功能，积极拓展
园区线下线上服务范围，争创海南首
家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2018 年 11 月，滨海国际电商
产业园区上线“创海南滨海国际
电 子 商 务 产 业 园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www.0898chn.com）”，主要设置
“23+1”公共服务体系、活动预告、服
务排名、创业政事、产业研习、管理经
验、投资技巧、办公空间、园区服务等
版块。线上公共服务体系平台目前已
吸引80家服务机构、400家企业入
驻，2018年度总共服务企业1000家
次，有效完善了海口乃至全省的电商
生态发展体系。

“我们目前正在按照海口市商务
局的工作指导，加快优化和完善平台

建设，并积极吸引更多专业的企业参
与推动。”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管委会
副主任王会超介绍说，2019年计划继
续吸收100家服务机构入驻，服务企
业达1500家次。据了解，海口市商务
局正在继续加强与该园区的通力合
作，积极推进打造电子商务园区公共
服务配套体系的升级版。

海口市商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
师陈量子表示，海口市商务局将继续
加强指导与服务，在原有电商公共服
务配套体系基础上，优化和制定推出
海口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导则，
打造面向全市电商企业和区域总部企
业的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升级版，并计
划在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公共服务平
台基础上，将该平台升格成为海口市
电子商务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并将
不断升级迭代。

据悉，海口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平台的建设步伐目前正在加快，全部
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将形成覆盖海口
市乃至海南省企业公共服务的聚集平
台，海口及海南电商企业都可以通过

该平台，获得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服
务。与此同时，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
将新增投资，进一步改造位于园区大
厅的两大展示屏。两大展示屏建成之
后，将植入海口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平台。

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公共服务体
系业已成为产业园一枚闪亮的“芯
片”，其提纲挈领的价值和意义在于：
形成模式输出、管理输出、服务输出的

“三输出”模式，“溢出效应”相当可
观。在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工信厅、
海口市人民政府等各级政府部门的指
导下，以海口市电子商务协会为发起
单位，借鉴参照“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
模式”，开始就地对外复制，输出新型
产业园模式，争取走出去打造特色电
商示范园区。

如今，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不仅
通过民营资本参与园区打造，走市场
经济之路，成功地形成一个具备自主
造血功能产业园，而且走出了一条不
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补贴、自我优化
的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主动对标 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不走寻常路 造就楼宇经济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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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

成长轨迹

海口滨海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

自主造血 商业楼宇人财两旺
在海口滨海大道117号，有AB两栋高层楼宇拔地而

起，配以一栋商业裙楼、一栋10层全自动智能机械立体停车
楼。这片占地20亩、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竣工于2016
年5月，名为“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的5A级办公楼宇风
华正茂，充满时尚闪亮的青春气息。

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大力打造海口滨海国际电子商
务产业园（以下简称“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建设自主造血
功能产业园，通过2年多的努力，成功地谱写商业楼宇人财
两旺的动人篇章：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以其创新优化营商环
境、房产自持只租不售，打造形成中小企业总部基地的鲜明
模式，取得了硕果累累的优异业绩。

2018年，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614家。其中，
146家国内省内知名企业入驻办公，园区外孵化服务企业
468家。园区总体营业收入（不含房地产企业）54.2亿元，
园区企业纳税 3.38亿元，园区运营收入8500万元，园区运
营纳税1500万元，直接就业人数2785人，间接带动就业人
数7500人，知识产权3010件。其中，专利1075件，商标权
1757件，著作权178件。据统计，2017至2018年度，园区
总体营收达103.5亿元，园区企业纳税达6.31亿元。

2015年国家发起“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号召，互联网创新创业氛
围浓厚。作为电商行业主管部门，
海口市商务局联动海口市电子商务
协会，积极推动全市电商集聚区升
级版的发展，成立于2016年 11月
的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通过2年
多的发展，成功实现了“造血型”互
联网电商产业园区基础的升级版。

据了解，该园由海口市商务局
业务指导，海口市电子商务协会发
起，海南华侨会馆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海南莱茵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权运营。成功创建了“政府指导、
行业协会发起、社会服务参与、市场
化运营、实现完全自主造血功能”的
海南民营产业园的运营新模式、新
示范。

在其成立之初，打造具有自主
造血功能升级版的电商产业园的这
一构想，既没有明显的成功参照物，
又没有必然成功的逻辑。投资方对
于打造电商产业园区的构想尚存疑
虑。经海口市商务局、海口市电子
商务协会与投资方展开深入探讨，

最终说服投资方，下定决心，把位于
滨海大道近7万立方米体量、投资
达10亿元的 5A级写字楼只租不
售，按国际化电商产业园区和中小
企业总部基地打造。

2016年4月，海口市电子商务
协会、海南莱茵河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致函海口市商务局，恳请
海口市商务局作为滨海国际电商
产业园业务指导单位。海口市商
务局经研究，迅速回函批复同意这
一请求，并向该园区提出了具体的
指导意见。

根据海口市商务局的指导，滨
海国际电商产业园全力打造政府与
电子商务企业的联系平台和载体，
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并
发挥电子商务产业聚集优势，支撑
城市、区域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加快
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努力
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整合社会服务
资源，促进电子商务服务业做大做
强，同时积极探索政府公共服务和
产业政策环境建设的新模式，增强
政府服务能力。

自主造血 创新优化营商环境

产业园内的办公环境。

海口滨海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

(本版图片均由海口滨海国际
电子商务产业园供图）

“我们在认真充分研究海口市
商务局的具体指导意见之后，决定
成为‘创新创业服务集成商’，打造
一套名为‘23+1’电商公共服务体
系。”海口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管委
会主任杨国贤表示，在成立之初，该
园区就开始着手建设为入驻园区企
业提供贯穿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
一站式服务，形成多维度、集成化、
公共化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与园
区企业共同成长，最终实现多方共
赢的综合效益。

据了解，海口滨海园区“23+1”
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工商代理、财务
代理、政务代理、法律咨询、投融资、
知识产权、培训拓展、沙龙论坛、人
才猎头、新闻宣传、网络技术、会议
会展、设计印刷、通讯网络、交通运
输、高端文秘、物流快递、异地商务、
办公采购、视频音频、科研机构、检
验检测、健康安全和企业上市辅导，
形成“23+1”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全
方位企业服务综合平台，让园区企
业“足不出园”即可获得一站式创业
服务。

滨海国际电商产业园的公共
服务体系到底可以为企业提供什
么样的服务？以企业界普遍诟病

的融资难、融资贵为例，滨海国际
电商产业园深知企业融资困难，加
强与各金融服务机构合作，为企业
切实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积极帮助
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2018年，滨海国际电商产业
园联合建设银行、海口农商行、邮
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第一创业
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等金融服务机
构举办20次投融资对接会，184家
企业参与，协助企业成功融资2.08
亿元。

人才缺、招人难，也是众多企业
经营中的普遍痛点。滨海国际电商
产业园高度重视和关注解决企业人
才需求困境问题，积极推进校企合
作计划。园区分别与海南大学、海
南师范大学、海南省工业学校、海南
琼台师范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等高校展开深度合作，搭建校
企合作平台，架起校企两端在人才
培养、实习就业、科学研发、业务互
助等多方面合作的桥梁。2017年
至 2018 年，直接带动就业人数
2785人，间接带动就业人数7500
人，实现了以产业、企业有效带动就
业的良好效益，实现高校、企业、园
区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格局。

服务企业 缔造公共服务体系

2017年

（不含房地产企业）49.3亿元

■ 2018年7月
海口滨海园区荣获省中小企业核心

服务机构认定资质。

■ 2018年8月
荣获省科技厅、省第四届科创杯大

赛组委会评定“大赛优秀组织奖”，辅导
园区入驻企业获初创组一等奖1名、三等
奖1名、优秀奖3名。

■ 2018年10月
荣获国家商务部评选省级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排名第九（综合得分82.67分），
全省排名第一。

■ 2018年11月
荣获省科技厅认定省级众创空间。

入驻企业（家）299 家

园区总体营业收入

园区企业纳税2.93亿元

园区运营收入7500万元

园区运营纳税1300万元

直接就业人数2176 人

间接带动就业人数2176 人

知识产权-专利418 件

知识产权-商标权530 件

知识产权-著作权146 件

2018年

入驻企业（家）614 家

园区总体营业收入

园区企业纳税3.38亿元

园区运营收入8500万元

园区运营纳税1500万元

直接就业人数2785 人

间接带动就业人数7500 人

知识产权-专利1075 件

知识产权-商标权1757 件

知识产权-著作权178 件

（不含房地产企业）54.2亿元

获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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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滨海国际中小企业总部基地在该产业
园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