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生态软件园2009年开

工建设，一期规划面积 3000
亩，二期 14.5 平方公里，位

于海南岛西侧，盈滨半岛美仑河
畔，是海南发展互联网产业的重
要载体和平台

截至2019年11月底，海南
生态软件园今年新增入园企业
已达 1058 家，累计入园企业

4651 家，同比增长 32.43%；

今年前11个月税收达23.77亿
元，同比增长22.34%

园区聚焦“一区三业”新发
展战略，即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特
别是区块链为主导，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重点发展数字文体、
数字健康和数字金融，培育和发
展千亿级数字产业

海南生态软件园目前已有
腾讯、三七互娱、创梦天地等近
千家游戏和电竞企业入驻

园区内的牛津（海南）区块
链研究院已吸引了上百名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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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生态软件园已汇聚包
括复星医药、平安好医生、好大夫
在线、高济医疗等在内数字健康

领域企业超过100家，涵盖互联

网龙头、互联网医疗平台、医药电
商、医疗信息化、医疗AI、互联网
保险、医药工业、医药流通、连锁
药店等数字健康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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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区三业”，助力自贸港建设，今年前11个月税收达23.77亿元——

海南生态软件园：乘时乘势谋新篇

盈滨半岛、美仑河
畔，幽静湖泊与葱郁林木
为伴的海南生态软件园
犹如一片世外桃源。但
在这幽静之下，却孕育着
一股发展创新、干事创业
的蓬勃力量。

仅在最近20天里，海
南生态软件园就主办和深
度参与了中国数字健康医
疗大会、数字文明大会发
布会、海南自贸港数字经
济和区块链国际合作论
坛、2019中国游戏产业年
会等4场重要活动，横跨数
字健康、区块链和游戏电
竞等多个领域。全国首个
“数字健康生态村”落地、
“链上海南”发布、海南网
络游戏智能审核监管平台
正式授牌等一系列对产业
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头戏更
是在园区轮番上演。

这只是一年多来，海
南生态软件园推动高质量
发展，以科技创新驱动制
度和产业创新的最新生动
案例。

去年“4·13”以来，海
南生态软件园充分发挥中
央赋予海南的制度创新优
势，在各级党委、政府和部
门的支持下，结合海南实
际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以“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发
力方向，聚焦“一区三业”
新发展战略，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特别是区块链为主
导，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率先创建海南自贸试
验区自贸港区块链试验
区，重点发展数字文体、
数字健康和数字金融，培
育和发展千亿级数字产
业，为海南高质量建设自
贸试验区、自贸港作出了
积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我省经
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
重要时期，海南生态软件
园重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大
幅增长。截至11月底，今
年 新 增 入 园 企 业 已 达
1058 家，累计入园企业
4651 家 ，同 比 增 长
32.43%；今年前11个月税
收达 23.77 亿元，同比增
长22.34%。

“我看到了海南发展区块链的决心，
很期待海南在这个方面有更大作为。”12
月4日，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的数字
文明大会发布会上，迪拜区块链中心创
始人、首席执行官Marwan Alzarouni
如是说。

而他此行的重要目的则是参与签署
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和迪拜区
块链中心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发布

“链上海南，链上迪拜”战略合作，这也成
为“链上海南”打造全球共享链上生态的
首个国际实践。

时间回到一年多前，彼时海南自贸
区（港）区块链试验区作为国内首个官方
授牌成立的区块链试验区在海南生态软
件园成立之时，区块链产业在海南还几
乎是一片空白。

作为试验区的主要发起人，海南生
态软件园总经理杨淳至说，海南自贸试
验区、自贸港建设机遇千载难逢，海南
生态软件园作为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的
重要载体，在产业选择上到底应该怎么

走，如何顺应自贸港建设大势，谋求高质
量发展，是“4·13”后园区管理者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发展数字经济是一
个很好的选择，而区块链作为当今世界
比较新的技术，要想发展就需要很多的
制度创新、政策支持以及可落地的应用
场景。”杨淳至说，海南在这方面有制度
上的优势，可以先行先试，探索性地去发
展区块链产业。

这个选择也让海南在区块链发展上
超前一步，如今试验区已汇聚了牛津海
南区块链研究院、火币集团、百度度链、
迅雷链、中科计算海南区块链创新研究
院等100多家区块链头部机构和企业，
成为国内区块链领域发展最为集中的区
域之一；同时试验区还推出了“链上海
南”计划，落地多项区块链应用，为高质
量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注入了
科技创新的活力。

这一年来，以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
为主导，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海南生态

软件园在数字文体、数字健康和数字金
融等产业上频频发力，大动作不断，千亿
级数字产业正在园区加速培育成长。

今年6月，海南生态软件园联合腾
讯在博鳌成功举办了2019全球电竞运
动领袖峰会。作为大会重要内容，腾讯
电竞将助力海南加快建设“海南国际电
竞港”，依托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先行
先试政策优势和腾讯电竞的生态资源，
以海南生态软件园为产业载体，在产业
孵化、赛事落地、人才培养、行业标准体
系搭建、电竞内容与旅游消费融合等方
面探索新突破，构建行业新生态。

截至目前，海南生态软件园已有腾
讯、繁星互娱、创梦天地等近千家游戏和
电竞企业入驻，而在12月19日召开的
2019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世纪华
通、三七互娱等26家知名游戏企业也与
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了签约仪式，为海
南游戏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今年9月12日，中国电子PK联合创
新暨产业生态大会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成

功举办。大会宣布，由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自主创新，主导构建的“PK”体系
落地海南。两家主体公司——中电（海
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电（海
南）数字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日在
园区揭牌成立。

同时此举也将前期带动100余家
“PK”体系生态联盟机构和企业汇聚海
南，建设全国首个“PK生态村”，抢抓万
亿自主创新机遇，打造网络安全产业战
略新高地。

今年11月30日，中国数字健康医
疗大会在海南召开。会上，全国首个“数
字健康生态村”宣布落地海南生态软件
园，复星集团、腾讯健康、国药集团等23
家企业当天签约入驻，致力将其打造成
千亿级产业集群。

据悉，今年以来，海南生态软件园已
聚集了上百家数字健康企业，海南生态
软件园正成为海南“智慧医疗项目聚集
区”，而以数字健康产业为引擎，“健康中
国”正翻开“海南篇章”。

一流园区是落实中央赋予政策、推
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更是自贸
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压茬推进和进行压
力测试的重要载体。

据统计，截至2019年11月底，海南
生态软件园今年新增入园企业已达
1058家，累计入园企业4651家，同比增
长32.43%；今年前11个月税收达23.77
亿元，同比增长22.34%。

这样的成绩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时期，
以及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背景
下，我省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攻关期
取得的，则更为来之不易。

海南生态软件园缘何能在一年多时
间里在产业布局发展上连出妙招，吸引
企业入驻，在杨淳至看来，除了园区本身
的发展思路契合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
港建设要求外，更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
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各种先行先试的政
策在园区推行，释放了政策红利，改善了
营商环境，吸引了企业的目光。

在2019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上，
我省就首次推出六条电竞产业专项支持
政策——“海六条”，将逐步完善推出“建
基金、引人才、低税率、免签证、简审批、
建窗口”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海南自贸
试验区、自贸港制度创新及政策优势，为
电竞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为确保“海六条”的出台有的放矢，
省委宣传部专门牵头旅文厅等相关部门
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并于今年5月初在
海南生态软件园召开海南电竞产业闭门
研讨会，虚心征求业内企业代表意见，在
企业的需求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出台了
电竞产业支持政策。

“‘海六条’政策的出台为海南发展
电竞产业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的优势，也
代表了整个电竞行业的诉求。”腾讯电竞
业务负责人侯淼认为，“海六条”是海南
省委宣传部和相关主管部门与企业代表
进行直接沟通和探讨的产物，“它对电竞
行业所面临的发展上的需求助力形成了
全方面覆盖。”

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的
设立更是离不开省工信厅的支持，去
年10月，在区块链的概念对于全国大
多数地区还比较陌生之时，对区块链
技术本身还有着比较大的争议和误解
的背景下，省工信厅从积极发展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的角度
考虑，授牌海南生态软件园建设“海
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使其
成为国内正式授牌的首个区块链试
验区，鼓励其大胆试大胆闯，抢抓区
块链等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为海南在
区块链领域抢先一步发展赢得了宝贵
时间。

据悉，为进一步促进海南区块链试
验区创新发展，省政府已在起草《海南省
关于加快区块链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预计近期将正式发布实施。

园区数字健康产业发展同样离不开
省卫健委和省药监局的支持，为顺应医
疗健康产业发展趋势，省卫健委与园区
共同成立了联合推进领导小组，高起点、

高标准共建数字健康生态村，给予园区
符合条件的企业互联网医院牌照发放；
领先全国各省，在园区建设了省级互联
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以及省级医生多点
执业电子备案系统，由软件园负责平台
的技术支持和日常运维，以技术护航行
业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按照《海南健康产业发展规
划(2019-2025年)》将海南生态软件园
打造为“智慧医疗项目聚集区”，省药
监局大力支持海南生态软件园建设数
字健康产业基地，针对符合条件园区
企业，给予医药零售及批发电商企业
行业准入、药品委托储存运输、加快器
械注册审批速度等方面的支持，并共
同探索药品跨境电商进保税仓等创新
产业落地。

澄迈县委县政府则针对园区征
地、拆迁、项目落地、政策兑现等发展
问题每周召开联席工作会议等，推动
园区发展。

事业兴旺的关键在人才，为吸引企
业和人才入驻，海南生态软件园坚持走
产城融合发展之路。一方面，园区把产
业生态环境打造到极致，园区内设立的
企业服务超市，为注册企业提供一站式
高效全面的政务服务，企业注册可在3
小时办结。

目前，园区内已聚集了“腾讯生态
村”“百度生态村”“数字健康生态村”“中
国游戏数码港”“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
地”等百亿级产业平台和“牛津（海南）区
块链研究院”“中科计算海南区块链创新
研究院”“百度区块链实验室”等一批创
新主体，人才集聚，创新氛围浓厚。

今年9月，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主导构建的PK体系正式落地海南生
态软件园，“海南要发展，关键看能不能
把高科技人才留住，他们是未来海南发
展的核心力量。”在PK体系重要合作伙

伴奇安信公司总裁吴云坤看来，PK体系
的人才代表着国内网络安全顶级人才，
他们入驻园区后，会给海南数字经济注
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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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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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正忙着手头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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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目前研究院已吸
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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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外国人才在园区就业，省科
技厅今年8月批复支持在海南生态软件

园企业服务超市设立窗口试点，办理来
华工作许可服务，为外籍人员提供咨询、
审批、证照发放、原件认证等业务，目前
此项业务已在园区开始试运行，并已完
成3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申请的预
审批。

此外，澄迈县出入境管理大队也与
海南生态软件园形成联合办公机制，进
一步指导园区加强外籍人员管理，打造
外籍人才和谐园区，为外籍人才在园区
工作与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

而除了引进人才，园区也在培育产
业发展急需的人才，今年8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与火币中国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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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海南生态软件园也把园
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优势发挥到极致，建

设了集工作、居住、教育、商务、休闲等于
一体的产业“微城市”，15分钟步行距
离，实现事业、家庭、健康平衡新主张。

目前，园区的办公系统、居住配套、
商业街、商务酒店、国际幼儿园、与北京
十一学校战略合作的iSchool微城未来
学校均已建成使用。

其中仅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投资
就达20亿元，学校于去年5月开工建设，
并于今年9月正式招生开学，在省教育
厅支持下，该校也成为我省第一所“海南
省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实验学校”，定位培
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帮助学生成为自信、
自律、自由的人。

这也意味着，以海南生态软件园的
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为试点，海南将探
索实施基础教育领域教学、育人、引才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为海南乃至全国基础
教育创新发展提供生动案例。

聚焦“一区三业”高质量发展谋新篇

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园区成先行先试重要舞台

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 吸引中高端人才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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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生态软件园和北京十一学校
战略合作的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

海南生态软件园内正在工
作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