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海南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强”
榜单前10的企业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海南元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上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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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生态开放大会
在海口召开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罗多多）12月27日，以“数字市井·开放共生”
为主题的快手生态开放大会在海口市举行，快手
平台众多经营者、服务商和创作者齐聚椰城，聚焦
内容与产业链接、私域价值挖掘、长效经营赋能等
多个维度，探讨互联网商业下半场的经营模式。

近年来，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互联网产
业发展迅速，国内互联网产业头部企业纷纷布局
海南，在海南召开年会或行业会议，发布重要信息
也成为很多头部企业的选择。

快手相关负责人表示，快手非常重视在海南
的发展，今年5月专门在海南注册成立了海南快手
快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快手还积极在海南参
与消博会、“拯救珊瑚行动”等重要活动和公益活
动。快手生态开放大会是该公司首次召开的平台
级开放大会，希望未来能深度参与自贸港建设，为
海南本地商家和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李梦人 实习生董雅婷）
12月27日，“2021海南民营企业研发
投入50强”榜单发布暨民营企业科技
创新座谈会在海口举行。海南先声药
业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
司、海南元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齐鲁
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等成为榜单前
10的企业。

从本次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强
的统计数据来看，50强企业投入研
发费用总计27.37亿元，共实现营收
总额757.36亿元、资产总额1062.75
亿元、税收贡献47.45亿元，充分展示
了我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发
展活力。

“2021 海南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50强”排序发布活动由省工商联、省

科技厅共同组织开展。活动参照全
国工商联 2021 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榜单发布有关要求，对企业提供的
申报表及审计报告等材料进行审
核，并对申报企业是否被列入诚信、
环保黑名单进行核对后，根据企业
申报表提供的 2020 年度研发投入
数据为主要指标进行排序，形成

“2021 海南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50

强”榜单和分析报告。
据介绍，发布海南民营企业研发

投入50强榜单旨在进一步了解我省
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情况，营造崇尚科
学、激励创新的浓厚氛围，推动民营企
业做优做强。目前，我省已初步建立
起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及

“种子企业”“瞪羚企业”“领军企业”梯
次培育和发展体系。

会议还分别为海南民营企业研
发投入 50 强代表颁发牌匾。省科
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总体情况，宣介我省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省融
资担保基金介绍“琼科贷”等高新技
术企业金融支持政策，与会人员围
绕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进行了交流
座谈。

数字孪生与智网互联
创新实验室在琼成立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戴瑞）12月26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
办的2021CCF中国区块链技术大会期间，数字孪
生与智网互联创新实验室揭牌。据悉，这是《智慧
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年）》发布以来在海南
省成立的第一个数字孪生方向科研综合体。

创新实验室经过近两年的筹备，由海南软件
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联通（海南）创新研究院、中
国-哥伦比亚智网互联实验室联合设立，设址在
琼海市，将致力于数字孪生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
落地，提供高端的国内国际交流平台。

揭牌仪式后创新实验室举行了发布会，展示
创新实验室自2020年筹备以来取得的3项科技
和合作成果。

下一步，创新实验室将聚集中国计算机学会
等机构的顶尖专家资源，面向智慧海南建设关键
任务，深入开展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落地工作。

本报讯（记者罗霞）为实施外国
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举办或
合作主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行政许可
事项，省商务厅近日印发《外国机构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举办或合作
主办涉外经济技术展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2022年1月1
日起执行。

《办法》适用于外国机构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独立举办或合作主办除
冠名“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
字样以外的涉外经济技术展。展会
包括国际展览会和国际博览会，境
外民用经济技术来华展览会；对外
经济贸易洽谈会和出口商品交易

会，包括综合性或专业性的出口商
品、投资贸易（利用外资）、技术出
口、对外经济合作洽谈会或交易
会。举办以国际展为名称的涉外经
济技术展览会，境外参展商（不包括
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比例必须达到
20%以上。

在审查类型方面，《办法》明确，
项目名称为外国机构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独立举办或合作主办的涉外经
济技术展办展项目。审批类别为行
政许可（先审后批）。

《办法》指出，外国机构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独立举办或合作主办涉
外经济技术展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外
国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举办
或合作主办涉外经济技术展不得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地
区、国际组织缔结的国际公约或条
约。外国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
立举办或合作主办涉外经济技术展
不得从事或允许从事危害我国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海南省
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在涉外经济技
术展举办5日前将针对上述情况开
展监督检查。对不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或政策规定，且在规定期限内经
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有关部门
可依法责令中止展会，相关损失由

主办方承担。
在申请条件方面，关于外国机构

独立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办法》明
确，外国机构须经所在国合法登记注
册（须提供外国机构注册文件及中国
驻所在国使领馆对该机构的认证）；
外国机构必须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能力；两个或两个以上外国机构
联合主办涉外经济技术展，由第一主
办单位申请报批；首次举办展会需至
少提前6个月提交申请材料，非首次
举办展会需至少提前3个月提交申
请材料。

关于外国机构合作主办涉外经
济技术展，《办法》要求，外国机构

须经所在国合法登记注册（须提供
外国机构注册文件及中国驻所在
国使领馆对该机构的认证）；合作
主办单位（机构）必须具备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外国机构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联合或委托境内主
办单位合作主办涉外经济技术展，
应由第一主办单位申请报批；境内
联合主办单位如为企业法人，所持
有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须包
含“展览展示”“会展服务”等相关
内容，如为社会团体法人或事业单
位法人，所持有的法人登记证书

“业务范围”中须包含“展览展示”
“会展服务”等相关内容。

2021海南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强榜单出炉
50强企业投入研发费用总计27.37亿元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 （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孟莉 王兆东）落实
公平竞争政策是营造优良营商环
境的重要方面。今年以来，我省已
修订、废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
争的政策措施130件。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的。

今年，我省出台了国内首部公平

竞争整体性地方性法规《海南自由贸
易港公平竞争条例》，制定出台公平
竞争审查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方
评估办法等工作制度，公平竞争制度
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我省已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
实情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
评估指标和全省质量工作建设考核
指标。优化内部审查机制，在全省

实现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覆盖的基
础上，70%的省级相关单位实行了
内部集中统一审查或者复核的审查
方式。

2021年以来，全省审查增量政
策措施5094件，经审查修改出台的
政策措施1597件，不予出台的政策
措施23件。持续清理存量政策措
施，要求各市县政府、省直各单位

对出台的招商引资、产业扶持财税
政策进行清理，2021年以来共梳理
政策措施5352件，发现妨碍统一市
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130件，
按程序予以修订或废止。开展市
县（区）政府政策措施交叉抽查，抽
查政策措施843份，要求对涉嫌违
反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进行核实
整改。同时，对省级单位落实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情况进行了第三方
评估。

我省持续强化反垄断监管执法，
省市场监管局围绕建材、医药、燃气
等民生领域，依法调查涉及25家企
业和协会的 3 宗涉嫌垄断行为案
件。今年以来全省立案查处不正当
竞争案件23宗，罚没款共计425.86
万元。

我省积极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今年修订废止不合规政策130件

《外国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举办或合作主办涉外经济技术展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首次办展需至少提前6个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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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俯瞰夜幕下的
东方市八所镇万达广场，
灯光璀璨，商业气息浓厚。

近年来，东方市积极
推进商圈项目建设，丰富
城市业态,万达广场等大
型城市综合体相继落地建
成，弥补了该市缺少商业
中心的短板，提升了当地
城市形象和生活舒适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推进商圈建设
丰富城市业态

抢滩科技城 抢抓新机遇
◀上接A01版

落户不到半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就已“下单”
一批基础项目。“结合所需，聚焦前沿，国家南繁作
物表型研究设施、国家种业创新中心等一批项目
加快建设。”彭军说。

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是最早一批入
园的企业，公司总经理吕玉平带领的团队已有收获，

“科技城首单进境的科研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取得
初步成果，已选出8份适合于黄淮海地区耐高温高
湿的玉米新品系，6份种质资源进行了回交转育出
口巴西开展商业化育种，探索中国技术、巴西市场、
商品玉米谷物再进口中国消费的大循环新路径。”

……
各类主体携手科技城，抢抓战略机遇，构筑一

系列发展新优势——
产学研用齐发力，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种

业产业机遇，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发挥比较
优势多点突破，厚植发展内生动力新优势；制度集
成创新营商环境向好，用好自贸港优惠政策增强
竞争力，资源整合各展所长开拓新天地，增创互利
合作竞争新优势。

种业资源新高地
企业落得稳，资源少不了。这一点，科沃施中

国区总裁周伟深有感触，“对跨国种业公司来说，
种质资源的全球调配和利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科技城打造‘南繁硅谷’、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和人才集聚，是吸引我们进驻并设立
研发总部的重要原因。”

两年内，科技城与各类种业主体发展“同频共
振”，聚焦关键因子，扎实打基础谋长远。

汇聚英才解决“求才之渴”。科技城通过体制
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吸引四方之才，并不断
完善生活配套设施稳住各类人才。如今园区从业
人数突破万人，引入研究生超过1000人，为科技
创新及产业发展提供配套人才支撑。

补齐短板解决“平台之困”。政府与各类主体
合作稳步推进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国家（三
亚）隔检中心、国家种业创新实验室等一批平台项
目，搭建公共试验平台和关键共性技术实验室，加
快“一城一基地”项目建设，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厚
植高能级要素集聚的新沃土。

业务落地解决“政策难点”。多方合力打造新
政策新制度集成创新先行示范区，聚焦解决企业
种质资源引进中转业务诉求；创建崖州湾知识产
权特区，强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建设，积极促成种
业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城将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两
个着力点，立足三亚优势，集中优质要素，全力支
撑国家种业振兴战略，拓展南繁育种产业链，着力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助力未来产业
形成规模。”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12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