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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主办的“数字文明大会发布会”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图为链上海南生态联盟成员签约。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井通科技首席运营官黄晏清：

期待更加完善的
监管和发展环境

本报老城12月4日电（记者周晓梦 通讯
员陈金梅 吴月明）“我们很看好海南发展区块
链产业，可以说，对区块链发展认知的共识促成
了双方合作。”12月3日，井通科技首席运营官
黄晏清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国内首家区块链底层技术研发公司，
井通科技在相关产业圈中拥有一定知名度。其
应用领域已研发有数十个落地案例，其中包括
东南亚国家间的区块链支付系统和跨境汇兑平
台等领域。

“我们在海南注册了一家全资子公司，致力
于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各国之间跨境汇兑和电子
支付，并打造数字资产去中心化交易技术提供
方、基于版权流转和交易平台、海南特色产品数
字化销售平台。”黄晏清介绍。

在黄晏清看来，区块链是一个新兴产业，需
要解放思想和宽容的发展环境，而海南具备先
行先试等制度优势，可为区块链发展提供最好
的土壤。

“在区块链产业企业落地过程中，我们期
待，政府部门可以有更加完善的监管和发展环
境，比如对于区块链应用到实体产业和场景中
出现与现行规章规范中要求真空问题，政府可
以明确‘红线’，并在监管制度上做创新试点，允
许一些创新监管规则的设置。”黄晏清认为，监
管机制的松紧有度，对引导区块链产业发展十
分重要。

黄晏清建议，推动区块链整个行业健康良
性发展需要注重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机制，培
育区块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政府可考虑将探索
性创新课题开放给多元化主体，鼓励、支持企业
参与项目场景落地和产业生态建设。

纸贵科技联合创始人宣松涛：

海南发展区块链产业
未来可期

本报老城12月4日电（记者周晓梦 通讯
员陈金梅 吴月明）为何选择进驻海南？面对这
一问题，作为区块链产业领域优质企业、纸贵科
技联合创始人宣松涛，在回答中分别提及两个
关键词——“优势”和“成长”。

优势源于海南发展区块链的土壤条
件。“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海南将在国际资源、对外开放程度、
政策创新与突破等领域都会形成巨大优势，
这些都是区块链产业取得长足进步的必要
条件。”宣松涛认为，海南发展区块链产业未
来可期。

作为一家科技企业，纸贵看中的还有产业
发展氛围及发展潜力。宣松涛直言，区块链产
业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正形成非常良好的产业生
态，发挥着产业集聚和虹吸效应。此外，园区在
资源共享、政策扶持上能够很好地与企业产生
联动效应，助力企业成长。

目前，纸贵科技成立的海南自贸区纸贵
区块链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已成为“链上海
南”生态联盟成员单位。宣松涛说，公司将探
索如何在海南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构建区块
链服务基础设施和底层平台，通过场景化的
运用更好地服务海南本省的实体产业和场
景，如何通过行业经验帮助海南进行产业发
展规划和技术落地。

“下一步我们计划围绕海南丰富的农产
品开展通过智慧农业+农产品溯源的方式，
打造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用供应链金融的
方式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宣松
涛说。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陈金梅 吴月明

“目前，我有超过一半的工作时间
是在海南，未来希望可以全职在海
南，”12月2日中午，在海南生态软件
园内，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健康
医疗大数据中心专家顾问西蒙·摩斯
（Simon Mercer）正在忙碌手头上的
工作。

西蒙·摩斯来自美国，他和同事吉
姆·戴维斯（Jim Davies）、查尔斯·雷
内·克莱登（ Charles Rene Crich-
ton）等人，在海南正致力于以数据为
核心打通健康医疗全产业链，推动大
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健康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这里对我们的吸引力，一方面
在于园区拥有优良的自然环境和政
策环境，另一方面，我们真切感受到
政府与企业之间紧密的协作关系，
共同助推相关技术落地与应用。”牛
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健康医疗大
数据中心负责人吉姆·戴维斯（Jim
Davies）说。

产业发展靠企业，企业发展靠人
才。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区块链试验区的建设，离
不开人才支撑。

凭借牛津大学的国际影响力，牛
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正聚集一批世
界级的顶尖科学家，共同为推动区块
链行业发展献力献策。目前，包括比
尔·罗斯科以及牛津大学系统安全中
心主任、爱沙尼亚“数字国家”项目顾
问艾文·马丁诺维奇，以色列驻英国信
息安全首席代表艾萨克·利文等人在
内的首批专家与海南生态软件园保持
着密切联系。

据统计，目前牛津（海南）区块链
研究院吸引上百名来自牛津大学、麻
省理工、苏黎世联邦理工等全球顶级
院校的优秀科学家加盟，其中具有国
际化背景的超过50%。

“今年3月-11月，我们总计引进
约130名区块链技术和产品相关类型
国际人才；其中硕士以上占比超过
50%，博士以上占比超过10%；平均年
龄不到30岁，其中50%员工年龄处在
25-30岁之间。这是一支朝气蓬勃的
队伍。”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人事
相关负责人刘贞君介绍说。

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人才高地，需
要“引才”，也同样需要“育才”。

“人才是区块链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我们除了通过打造产业集聚和虹
吸效应吸引人才，还应注重培养人
才。”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执行董
事陈邦道说，壮大区块链产业专业人
才力量，要齐头并进走“从外引进”和

“对内培养”之路。
今年8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与火币中国、链人国际在
澄迈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目的是解决当前我国区块链
产业人才工作中的“卡脖子”问题。去
年12月8日，火币英才和海南生态软
件园联合成立的海南数字经济人才培
养服务基地在澄迈揭牌。

火币英才CEO张晓媛说，成立数
字经济区块链人才培养服务基地，是
为落实区块链人才相关标准的制定
以及高校、企业人才的定向培养，为
区块链技术实现应用打下基础。据
介绍，基地构建区块链产业教育培训
体系，致力于区块链人才相关标准的
制定与推进，搭建区块链人才招聘快
速直通道，共同举办区块链产业人才
相关活动，并打造“一带一路”区块链
人才引进和人才派遣国际专业服务
基地。

网罗国内外人才“引才”“育才”齐头并进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沃克公园8831
号办公大楼内，链融信息科技发展（海
南自贸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融公
司）展示大厅布置在这里，步入其中，会
发现该公司以区块链核心技术研究和
应用推广成果令人应接不暇。

“这是我们开出的区块链电子发
票，与传统发票相比，区块链电子发
票左上角有区块链块号，票面右侧
还有区块链密文，具有全流程完整
追溯、信息不可篡改等特点，能有效
规避假发票。”链融公司总经理韩董
介绍说，今年 3月份，公司在海南顺
利注册落地，主要致力于区块链技
术原始创新，为客户提供分布式数
据交换及协同计算，和数据流动的
全方位治理。“目前，我们计划研发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海南农特产品溯
源系统，结合海南实际丰富区块链
落地场景。”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中，类似的创新
开拓故事并不少见，有关企业主体在海
南积极寻求区块链产业布局的故事同

样在发生。
去年9月底，火币中国总部落户海

南生态软件园。作为区块链+产业服
务一站式平台，火币中国为产业端和传
统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培训服务、技术
服务、孵化服务、人才服务、法律服务等
服务内容，让其能够接触区块链、实施
区块链、运用区块链，以推动区块链技
术赋能实体经济，促进区块链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东风，海南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海南生态软件园细
致完善的配套设施，还有从海南省政
府、省工信厅等省直有关部门以及澄迈
县政府到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各方的大
力支持，让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海
南。”火币集团董事长李林将火币中国
与海南“牵手”的原因，归纳总结为“天
时地利人和”。

不止是火币中国，细数落户海南
生态软件园的区块链相关企业，不乏
链融公司、安迈云网络技术、能链科

技、纸贵区块链研发中心、中东北非超
链公司等一批实力强劲区块链头部企
业，并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等国内一
流的技术、法规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
合作。

据统计，目前已有100余家国内
头部区块链企业和机构落户海南生
态软件园。12月4日，在数字文明大
会发布会上，有 12家企业正式成为

“链上海南”生态联盟成员。
“我们计划运用在可信身份验证、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可信数据共享等
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助力链上
海南整体规划设计和落地实施。”纸贵
科技联合创始人宣松涛说。

一系列高水平企业集聚，让区块链
产业发展“竞争实力”成色日增。“让企
业在这里干得踏实，区块链制度创新必
不可少。”海南生态软件园总经理杨淳
至说，要从海南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出发，为在园区发展的区块链企业提供
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

（本报老城12月4日电）

高水平企业集聚“竞争实力”成色日增B

人才+企业等市场主体，让“链上海南”发展更有底气

增强发展硬实力 迎接区块链时代

库神创始人袁大伟：

借助海南优势，
加速库神国际化进程

本报老城12月4日电（记者周晓梦 通讯
员陈金梅 吴月明）“海南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和
产业创新，通过结合自身区位资源优势、政策红
利，积极引进优质企业入驻，布局海南。”12月3
日，库神创始人袁大伟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指出。

作为最早探索数字资产安全存储的国内企
业，库神致力于提供区块链数字资产安全存储
解决方案。

“进驻海南，我们将借助自贸区的区位优
势，以自贸区港口为枢纽，加速库神产品国际
化进程，辐射日韩和东南亚，最终占据国际市
场的一席之地。”袁大伟说，他们看中海南生
态软件园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的土
壤，更看好区块链产业在海南的发展前景。

在袁大伟看来，区块链是综合性产业，涉及
到IT技术、密码学、经济学、金融学等领域，所
以要求从业人员拥有多方面的知识背景，人才
短缺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乃至于成为制约整
个行业发展的一大痛点。

“库神将依托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先行先试
的优势，在海南启动区块链人才培育工作，推进
区块链赋能实体经济方面的有益探索，充分发
挥库神在安全领域的丰富经验，参与海南区块
链产业发展。”袁大伟说。

12月4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块链试验区发布“链上海南”计划，宣布全
球性数字文明大会将于2020年在海南举办。

这一场重量级区块链产业大会举行的背后，见证着海南生态软件园区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依托园区10年发展的良好基础，从产业生态和行业规范等角度着力构
建发展环境，在区块链方面积极寻求创新突破和产业布局，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实际应用，抢占区块链产
业制高点。

海南生态软件园如何打造区块链产业发展“竞争力”？如何让“链上海南”发展更有底气？自去年10
月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块链试验区”正式设立以来，海南生态软件园通过
吸引专业化人才和市场主体进场，打造发展“硬实力”，支撑“链上海南”推进向前。

① 去年就
已入驻园区的火
币中国。

② 12月4日，
海南生态软件园内
的企业员工在工作
之余享用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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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12月4日，海南生态软件园内
的企业员工在楼顶进行业务探讨。

②

①

③

企业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