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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创业者：
我们深知创业不易。
我 们 与 每 一 位 在 努 力 奔 跑 的 你

一样，都是追梦人。源于 2010 年第一
届海南省创业大赛的举办，我们和你
遇见，从此我们一起踏上了十年漫漫
征程。

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过去的9
年与你共同带着省内第一个创业创新类
赛事的荣光，一直手牵手、肩并肩地走在
奋斗的路上；过去的9年，时间记录下了
你的激情、彷徨、沮丧、振奋、喜悦、骄傲，
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事实上，我们一
直在你身边。

走进十年，回望过去，每一个勇敢的
足迹都清晰可见。

2019年6月6日，“2019第十届‘海创
杯’海南创业大赛”将正式启动，带着汗水
和荣光，我们将携手迈进第十个年头。在
第十届“海创杯”海南创业大赛即将来临
之际，我们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

敢于破

9 年前，在全国还未掀起创新创业
热潮的背景下，我们立足于自身职能，

大胆谋划，合力推动，让海南省创业大
赛破土而出。我们本着“面向基层，服
务基层”的初心，扛起“以创业促进就
业”的使命，为你搭建起了展示自我的
舞台，开启了人社部门创业服务工作新
的时代。

在舞台还没搭起之前，你只能靠
单打独斗。你的孤独，我们懂，并且来
到你的跟前，带来了比赛和帮扶相结
合的服务模式，带来了通往更广阔市
场的宣传平台。后来，我们遇到越来
越多的你。2014 年，参赛团队累计突
破 2000 个；2016 年，参赛人数累计突破
6000 人；2018 年，参赛项目累计突破
8000 个。一路走来，你带着浓郁的乡
土气息，增添了很多不一样的颜色，尽
管有人叫你“土老冒”，我们却始终视
你如珍宝。

正如万宁“和乐蟹产业的生产控制
和互联网营销”创业项目负责人辜讯翔
说的：“没来参加大赛之前，公司没有具
体实施的计划。通过参赛，导师建议注
重项目落地性、操作性，给我们梳理了
思路。”参加创赛，得到指点，少走弯路，
避开错路，我们一直希望做到“扶上马、
送一程”。

笃于行

9年来，我们坚持每年办一届大赛，
并配套开展一系列创业服务活动。以
服务促进大赛，用大赛检验服务。我们
的创业服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你
一起走过的每一段路程，踏实、执着、笃
定。

2014年9月，国家提出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那一年，我们和创业服
务机构举办了一系列创业论坛，宣扬创
业理念；那一年，我们组织创业导师走
进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10所高校
以及琼海、文昌等 11 个市县进行宣讲，
传授创业经验；那一年，我们在海南电
视台公共频道开辟创业专栏，对20名往
届获奖选手进行全方位宣传，激发创业
热情。

201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
意见》。那一年，我们更加注重评委队伍
的专业化建设，先后邀请到科技部中国
生产力学院副院长赵伟、海南热带农业
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博士冯岗
等专家担任评委，使比赛项目评审工作

更加权威、科学、专业。
2018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动

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
的意见》。那一年，我们尝试了与市县联
合办赛模式，与澄迈县政府共同举办，扩
大了大赛在基层的影响力和参赛的积极
性；那一年，我们举办了投融资对接会，
促成投资机构与路演企业进行对接合作
洽谈；那一年，我们开办了导师商学院大
讲堂，先后邀请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
师张新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
中心副主任陈经伟等一批国内知名专家
举办了5期海南省创业导师商学院大讲
堂。

通过参加比赛，“儋州土糖”把海南
传统工艺制出的土糖卖到了全国各地；

“食咖兄弟板栗地瓜”与多家大型连锁超
市建立起了长期合作关系，日订货量达1
万斤以上……过去的九年，我们努力向
前的脚步从未停歇，也见证了越来越好
的你。

勤于新

转眼迈入2019年，为推进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为助力海南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实现创业服
务“开门红”,为创新办赛模式吸引新的
创业者加入海南创新创业事业，解决新
形势下创业服务工作遇到的新问题、新
痛点，我们一直在思考、在行动。

1月4日，我们召开了导师年会，总结
过去一年的创业服务工作的收获和不足，
探讨新的一年更好开展工作的思路和办
法。1月18日，我们组织了新一年的首场
创业导师沙龙，汇聚各方智慧寻求方法突
破创业服务瓶颈。3月中旬，为加强海南
创业大赛和创业孵化园区的合作，强化参
赛项目赛后帮扶，我们用4天时间走访了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海南生态软件
园、三亚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6个创
业孵化园区，思考新形势下海南创业服务
的出路。4月12日至13日，我们带着3名
创业导师前往深圳龙岗，现场观摩中国深
圳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届国际赛总决赛，学
习借鉴先进经验。

6 月 3 日，“2019 第十届‘海创杯’海
南创业大赛”的总体框架已经搭好。
我们将首次举办扶贫专项赛和女性专
项赛，助力脱贫攻坚和鼓励女性积极
投身创业创新；将首次走向岛外，到广
州和武汉两个城市举办分站赛，通过

比赛遴选符合海南发展趋势的优秀创
业项目，并积极引导项目和人才落地
海南；将更加注重宣传手段创新，引入
新媒体平台，制造大赛热点事件与媒
体传播话题，扩大赛事活动和参赛项
目的知名度。同时，我们还将开展创
业高峰论坛、海创学院、海创沙龙、“海
创汇”大讲堂、创业指导帮扶下基层等
多项创业服务活动。

6 月 6 日，大赛将正式启动，我们将
在新的时代节点上，开启新的征程。“十
年，创业大赛一定要有新气象，创业服务
一定要有新提升”，这是我们坚定的承
诺。在海南岛某个角落仍在坚持奋斗的
你，做好和我们相逢并同行的准备了吗？

岁月悠悠，豪情激荡。未来的日子，
我们愿陪你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在烟波
浩渺的南海之滨见证属于你的辉煌时刻。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在这个
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我们愿与你共守
初心，携手相伴，一起迈入第十年，一同

“创响新海南，共享新机遇”。

第十届“海创杯”海南创业大赛组委会
2019年6月3日

写给十年创业同路人
——海南省创业大赛历程回顾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黄智强

“20年前，这里是荒坡地；10年
前，这里是乱坟岗；现在走的这条大
道以前是滩地；洋浦大桥是5年前通
车的……”5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
走进儋州滨海新区，目之所见，高楼
林立，道路纵横，人来车往。滨海新
区管委会建设公司副总经理黎安一
路走一路感叹：变化太大了，这是在
荒滩地上建的一座新城。

渔业小镇变身现代城市

千百年来，儋州西北边海岸线，
杂草丛生，树木乱长，这里的百姓，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直过着传统
的打鱼或农耕生活。新中国成立
后，北部湾大潮涌动，特别是改革开
放春风吹拂，这里的渔民农民开始
过上新的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渔业小镇
著称的白马井，曾经有个短暂的开发
热潮，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快又沉寂
下来。2008年，儋州滨海新区挂牌，
这片土地迅速繁荣起来。

“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地，
外面人很少来。”儋州滨海新区从开
始规划、征地，黎安就在这里工作。
他说，滨海新区大规模开发，但并没
有像其他地方一样大规模拆迁，建设
用地大部分是荒滩地，生态环境保护
良好，城乡建设发展统筹推进。

儋州滨海新区建设，从交通建设
开始，第一条路是拓宽改造白马井大
道，从环岛西线高速一直修到海边；
接着是修建连接白马井镇与排浦镇
的滨海大道、连接白马井镇与洋浦的

跨海大桥、西环高铁白马井站等，如
今滨海新区形成“两纵九横”路网。
在建设路网的同时，滨海新区还建设
电网与光缆工程、天然气管道、供水
厂与管道、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滨
海新区创新思路，起步时就以购买社
会服务的方式，实现街道巡查日常
化，对道路进行绿化保洁，定期检修
市政设施，实施市容美化、城市绿化、
路灯亮化、环境净化等城市“四化”建
设工程，古老的渔业小镇短短十几年
发展成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

巢好凤自来。儋州滨海新区很
快成为全国投资商新宠，国内知名开
发企业蜂拥而来，恒大集团、中南集
团、重庆建工、博亚兹等大企业迅速
进驻。过去10年，滨海新区开发建
设累计完成投资600多亿元。

落户儋州滨海新区的巨型文化
旅游综合体，定位为高端文化旅游胜
地，涵盖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展中
心、七星海岛酒店、影视酒店等28种
业态，总投资1600亿元，建成后将使
儋州成为继海口、三亚、琼海之后，海
南又一个文化旅游重镇。

渔民掀起创业潮

5月29日上午，儋州白马井镇寨
基村大联驾校，39岁的张壮学找了
几个朋友商量扩大驾校规模。“报名
学车的已经积压600多人，必须赶紧
扩大规模，不然就不好向学员交待
了。”张壮学说。

张壮学的祖辈都是渔民，早几年他
也出海打鱼，后来，看到周围学开车的
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跑到外地学车。
2016年，他在村里挂起“大联驾校”招
牌，第一年跟他报名的就有200多人。

寨基村在滨海新区中间，四周已
经被高楼包围，村里多条宽阔的水泥

路呈井字形，大部分村民盖起楼房，
不少楼房前停着轿车、货车、挖掘机、
翻斗车等。

38岁的林汉贤在村里开了一家
建材公司，门口停着5辆各种作业
车，每天往滨海新区各建筑工地送水
泥、砂子、大理石等，年销售额500多
万元。以前他一个人做，现在请了5
名工人，月工资4000元至8000元不
等。“国家政策好，人只要勤快，活是
干不完的。”林汉贤说。

寨基村很多人像张壮学、林汉贤
一样创业。据不完全统计，全村做生
意当老板有60多人，此外，村里做绿
化环卫的有70多人，在各种工地和
小区做保安的有 40 多人，工资在
2000元至5000元不等。

“我们村以前90%是渔民，现在
渔民不到20%。”寨基村支书林庆蒙
说，新区发展起来后，机会特别多，大
伙觉得出海打鱼太辛苦，越来越少人
出海了。

成海南西部投资沃土

儋州滨海新区位于海南西北部、
北部湾海岸边，地跨白马井镇与排浦
镇，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5公里，
规划用地面积59平方公里，目前建
成面积20多平方公里。

“滨海新区初具规模，未来发展
空间还很大。”黎安说，10年前，白马
井镇人口约5万，现在已经超过15
万，未来目标是建成20万人口规模
的新型城市。

滨海新区已经成为海南西部交
通枢纽，西环高铁、西线高速、万洋高
速（即将开通）贯穿而过。同时，滨海
新区拥有白马井中心渔港，面对洋浦
天然深水良港，靠近即将建设的儋州
机场，海陆空交通优势非常明显。

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大

背景下，儋州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发展后发优势凸显。作为儋州发展重
点的滨海新区，更是集各种优势资源
于一体，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热
点。周大生（香港）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60亿元，在滨海新区建设“中国儋州珠
宝企业国际总部基地”，打造中国旅游
纪念品集团企业总部及产品创意、设

计、展示、制作、交易等6个中心。
黎安透露，根据规划，到 2030

年，滨海新区将建成以高端生产服务
业和现代生活服务业为主，承载区域
性临港工业基地、物流航运中心、海
南西部滨海旅游服务中心的世界级
文化旅游度假胜地。

（本报那大6月2日电）

连续两天，海南日报记者在儋州
白马井镇东奔西走采访，虽然不停手
机导航，但还是多次迷路。当地人说：
这是正常现象，当地人也常有迷路的。

因为不熟悉，记者请滨海新区管
委会的一位同志带路。这位同志在
这里工作6年，但他坦言：虽然经常在
新区跑，但他也不熟路况，因为变化
太快，过去10年，这里新修道路就有

十几条，此外，很多地方还在建设，有
修路的，有建楼的，有挖下水道的
……

佳源海景大酒店总经理沈敏平是
当地人，但他对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
家乡也越来越陌生。他说，以前，镇上
人少，出门遇到多是熟人，现在不一
样，镇上来了十几万人，大部分来自全
国各地，出门看到的面孔多是陌生的。

建设不断加快，人口大量涌入，这
是儋州滨海新区发展日新月异的写照。

“陌生”背后的惊喜
记者手记

打造海南西部投资重镇，10年来发展迅速——

儋州滨海新区：荒滩地上起新城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0期榜单出炉

海垦继续位列榜首

被遗忘在校车内的
万宁男童抢救无效离世

涉事幼儿园将暂停办园
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本报万城6月2日电（记者袁宇）6月2日，
万宁市大茂镇被遗忘在幼儿园校车内的男童在经
过2天抢救后，依然不幸离世。目前，万宁市教育
局党委对该局学前办负责人作出免职处理，并决
定下一步将在充分尊重该园家长意见的基础上，
妥善分流使学生进入其他幼儿园，暂停涉事幼儿
园办园。

5月30日，万宁市大茂镇金色摇篮幼儿园
发生一起 4岁半男童被遗忘在幼儿园校车内
致昏迷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万宁市教育局立
即成立事件处置领导小组，协调男童救治及调
查事故原因。30日16时许，警方也介入调查，
依法对该幼儿园园长张某玉、班主任林某娜、
接送教师符某花、接送司机文某强进行立案侦
查，并对符某花、文某强、林某娜进行刑事拘
留，因张某玉怀有 8个月身孕，警方依法对其
采取取保候审。

经调查，5月 30日，文某强驾驶校车接送
幼儿，符某花跟车接送。当天9时完成接送任
务后，文某强驾车回去休息。由于司机、接送
教师、男童所在班班主任在接送衔接过程中严
重脱节和失责，致涉事男童滞留车中，直到中
午司机开车时才被发现。随后该男童被送往
医院救治。

万宁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局党委
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免除市教育局学前办负
责人职务。并将对相关问题举一反三进行彻底排
查整改，督促各中小学、幼儿园全面落实安全责
任，对于落实不到位的将严厉问责。万宁市还将
在全市范围内继续开展校车安全大检查工作，对
校车自身安全、校车驾驶安全和校车接送交接过
程安全等相关内容进行全面排查，避免同类悲剧
再次发生。

据了解，涉事幼儿园是一家经过合法审批的
幼儿园，共有166名学生。为了保证其他学生的
正当权益，万宁市教育部门派员进驻涉事幼儿园，
加强对该园的监管，使该园在确保不再出现相关
事故的前提下暂时继续办学。下一步将在充分尊
重该园家长意见的基础上，妥善分流使孩子进入
其他幼儿园，并暂停涉事幼儿园办园。目前该案
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拆除房屋未采取防尘措施

海口一企业
被顶格处罚9.9万元

本报海口 6月 2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
陈升辉）6月 2日上午，海口市南海大道北侧坡
博坡巷片区一处房屋拆除作业过程中，因作业
公司未采取措施产生大量扬尘，污染了大气环
境。对此，海口市龙华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
迅速查处，对实施拆除作业的中南城建（海南）
建设有限公司依据有关规定开出9.9万元顶格

“罚单”。
经查，当天上午，中南城建（海南）建设有限

公司在拆除一处13层楼房时，未按照海口市有
关要求采取有效防尘措施，导致楼房倒塌时产生
了大量的扬尘，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群众反响恶
劣。龙华区综合执法局对该公司违法行为依照
有关规定决定予以顶格处罚，现场开出9.9万元
行政处罚罚单。

龙华区综合执法局负责人提醒相关单位，在
开展施工作业等行为时必须按照有关规定采取
环保措施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否则将面临严厉
处罚。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8年10月
16日至2019年6月2日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
「陵水」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肉
「儋州」逢秋瓜菜专业合作社的跑海咸鸭蛋

累计销售量（件）
9087
8769
5472
4693
4368
3836
3583
2420
2408
215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
计，统计时间：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6月2日

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定安
海口
白沙
乐东
临高
万宁
保亭

金额（元）
6061270.54
5541664.91
4930394.78
3539404.70
3378580.38
2494366.74
2250449.94
1949110.61
1208522.91
1085584.85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三十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第三十期）
本报海口 6月 2 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胡丽齐）6月2日，海南爱心
扶贫网第30期销量排行榜
和订单排行榜公布，海南
农垦以 606.1 万元稳居销
量排行榜第一名，陵水位
列第二，澄迈位列第三。
在订单排行榜上，琼海忠
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
态大米以9087件的销量继
续保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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