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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生态软件园的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围绕中高端人才需求开展工作，实现人才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海南生态软件园投资上百亿元改善园区环境和
配套，包括投资20亿元建设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
从全球聘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老师，从培养目标到教
育理念到课程体系原创了一所未来学校，已经成为园
区招商引智的重要吸引力。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据统计，2020年 iSchool
微城未来学校的学生中，来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和浙
江、江苏这些发达地区学生比例达到了18%，2021年
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45%。

海南生态软件园还提出“五个一”的规划理念，即
“一里一聚落、一水一公园、一舍一方田、一隅一天地、
一键一世界”，建设比肩国际一流科创地区的环境，实
现人才“在公园里工作，在生活中创新”的愿景。

在园区，游泳馆、网球场、微城剧场、文化中心等
国内一流的配套设施，满足了人才精神文化与运动健
康的多重需求。已经建成的微城公园、农业艺术公
园、水月公园、体育公园等八大公园已成为各界参访
者参观体验园区的重要场景。

正在高标准建设居住配套——云海吾乡，名字取
自苏东坡诗句“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
松衫”和“此心安处是吾乡”中“心安”之意，致力为一
群有着共同事业理想、话题，共同价值观的中高端人
才打造一个有归属感的“未来故乡”。

值得一提的是，云海吾乡还专门为吸引人才独创
设计了“子母户型”，就是考虑到人才会将父母接过来
共同生活，但两代人又有生活习惯的代沟，这种户型
既让全家人能一起吃饭共同生活，同时又有各自独立
的作息空间，互不打扰。

从这个细节不难发现，从人才的个人事业、子女
教育到父母养老三代人的需求都将在海南生态软件
园得到全方位的考虑和满足。

人才在园区一方面可充分享受海南自贸港制度
创新和政策优势，能干成事；另一方面又能实现事业、
家庭、健康的平衡。“幸福的城市，成事的幸福”正是海
南生态软件园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愿景，也是越来越
多中高端人才选择园区的核心原因。

转型向未来，高质量发展，海南生态软件园正蹄疾步
稳，迈向新征程，开启新篇章。 （本版策划/文字 邵良）

2021年以来，海南生态软件园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产业谋新局 转型向未来

刚刚过去的2021
年，对于海南生态软件
园来说，喜事连连：

2021年园区企业
营收超过1000亿元，
税收突破100亿元，同
比增长164.6%；

园区设立的区块
链企业云海链控股公
司短时间内成功并购
整合了思创医惠（上市
公司）、医声医事、民科
医疗等数字健康专业
公司；同时其申报的
“基于区块链的区域医
疗健康数字化协同共
享平台”入选国家区块
链创新应用试点，并开
始规模化场景应用；

园区开展的“琼籍
人才回家”活动举行；
“云海吾乡”也正在加
快建设……

岁末年初，园区利
好消息不断。园区保
持高质量发展的良好
态势，多个关键指标表
现亮眼。产业集聚向
集群发展、技术创新从
研发向数字化技术重
构产业生态突破，各类
人才加速集聚……

转型向未来——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背景下，海南生态软件
园正步入高质量发展
快车道。

2021年7月，一场名为“转型·向未来”的研
讨会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这场为期两天的
会议只有一个主题：海南生态软件园如何面向
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做强做优做大数字
经济产业。

经过10余年发展，海南生态软件园几乎从
零开始，成长为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平台
和载体，入园企业已突破万家。去年园区的营
收超过了1000亿元，税收突破100亿元，在自
贸港11个重点园区中名列前茅。

以游戏等数字文体产业为例，6年前刚起步
时，全省的相关企业还是个位数。如今，海南生
态软件园内已聚集1400多家数字文体企业。
同样，园区的数字健康产业在2019年时刚刚起
步，但去年已拥有超过1000家数字健康企业。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总经理杨淳至看来，10
多年来，软件园从无到有，已实现了入园企业
数量的增长，可以称之为“物理集聚”，“但从产
业发展上看，我们未来更希望这些聚集起来的
企业能产生‘化学反应’，形成集群，实现高质
量发展。”

省委、省政府对园区发展高度重视，强调海
南生态软件园要准确把握发展形势，调整优化
互联网信息产业发展策略，推动园区高质量发

展。2021年7月，《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等
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经过两天研讨，最后大家提出两条园区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内涵：一是要建设“让企业能赚
钱、让人才有发展”的幸福微城市；二是要做一
个“以国家所向、海南所想、民众所望”为价值标
准、令人尊敬的园区。同时，还制定了五条园区
高质量转型新标准，即产业集聚要向集群升级；
人才聚集注重数量和结构并重，凸显质量；建设
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产业生态；持续提升创新能
力，构建创新生态；在人才、资本、业务三个维度
逐步提高国际化程度。

谋定而动，海南生态软件园坚持“两手抓”
和“两条腿走”，开展高质量发展系列行动，即依
托自贸港优惠政策和制度集成创新两大优势为
抓手，以龙头企业深耕和标杆企业培养两条腿
走路，努力打造具有竞争力和特色标签的海南
自贸港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园区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努力推动下，
2021年入园企业积极落地发展和扩大经营规
模，园区人气不断提升。腾讯、百度、字节、阅
文、唯品会等头部企业规模性人员进驻办公，业
务实质性落地发展。其中，百度已有400人入

园办公，今年计划扩展
到1000人；腾讯目前
已有超过300人办公，今
年还计划到位1000人。

园区产业发展也从数量
向质量转型，从集聚向集群
发展。围绕区块链、数字健康、
数字文体等主导产业方向，海南
生态软件园以技术创新、制度创
新和产业并购整合为手段，瞄准具有颠覆性技
术创新的项目，培育平台型生态标杆企业，重构
产业新生态。

2021年，海南生态软件园成功发起设立10
亿元区块链创业投资基金，还成功并购上市企
业思创医惠、医声医事、民科医疗等公司，在以
数字化技术重构产业生态方面实现重要突破。

此外，园区一批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众合
天下位列2021年海南民营企业100强第4名；
元游信息成功进入中国互联网企业（2021）综合
实力百强榜第37名，研发投入位于海南民营企
业第3名；椰云网络位列2021中国互联网成长
型企业20强企业第8名。

园区逐步实现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发展跨
越，产业生态根基越扎越牢。

创新是海南生态软件园发展的关键词。
“优惠政策对吸引企业入驻当然有很强的

吸引力，但也很容易为其它地区模仿借鉴；而海
南建设自贸港，中央赋予海南更大的改革自主
权，海南可以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干一些其它地
区干不了的事情，这有可能成为未来海南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杨淳至说。

近年来，园区在区块链产业方面的落子布
局即是有力的证明。

早在2018年10月，海南生态软件园就率先
成立了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这是国
内首个政府授牌成立的区块链试验区，如今更
积极创建国家区块链试验区。

不仅布局早，从成立伊始，海南生态软件园
就瞄准了区块链技术最前沿，先后与牛津大学
合作成立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与中科院
计算所合作创办海南中科计算区块链创新研究
院；与上海交大合作成立上海交大海南区块链
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如今海南生态软件园已拥
有了一支以院士领衔的，来自牛津大学、麻省理
工、清华大学等全球顶尖专家组成的300余人
技术团队。

3年来，海南生态软件园更在区块链技术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数字身份系统、可信
执行环境、可监管区块链等几项核心技术在世
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园区目前已申请区块链
领域相关专利46项，其中国际专利10余项，已
获授权专利11项。

2021年12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卫健委等
17部委发布“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名单，
由园区设立的云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导
建设的“基于区块链的区域医疗健康数字化协
同共享平台”成功入选“区块链+卫生健康”特
色领域试点，这也是我省在该领域唯一入选的
试点。

近日，海南生态软件园又分别与海南省人
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两大公立医
院签约，开展数字化全面合作，标志着该试点开
始规模化推进场景应用。

同时，园区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团队
深度参与的“区块链生态安全监管关键技术研
究”项目也被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区块链”
重点专项。

园区区块链领域创新接二连三获“国家级”
认可，也将海南自贸港区块链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到全新的高度。

1月13日，海南省人民医院与云海链开展数
字化全面合作。

1月5日，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云海
链开展数字化全面合作。

区块链提早布局
创新能力频获“国家级”认可B

近年来，海南生态软件园还把培养海南自
己的标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作为园区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并集中力量率先在
数字健康产业板块发力。

早在2019年，海南生态软件园在省卫健委、
省药监局等支持下积极在数字健康领域布局。
相关部门出台了《海南省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试行）》、医师备案、互联网医院校检等专项管理
办法以及支持园区开发建设、代运营“海南省互
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这一系列制度集成创
新，赋能数字健康全产业生态在海南发展。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健康产业迎来巨大
的变革，海南生态软件园积极围绕自贸港建设
定位，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将自身产业目标锚定

为数字健康产业政策的策源地，数字健康企业
的聚集地和培育地，打造数字健康产业生态集
聚区，深化数字健康生态村项目建设，进行大规
模系统性的产业招商及培育。

2021年9月以来，园区设立的云海链控股
公司更先后并购整合了全球领先的智慧医疗和
物联网应用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思创医
惠、医声医事、民科医疗等专业公司。其中思创
医惠为上市公司，已成功服务全国1600多家医
院信息化建设，包括14家全国20强医院、50家
百强医院和6家港澳医院，拥有丰富的医疗数字
化行业经验。

杨淳至说，区块链技术有其独特的价值，园
区认为区块链在医疗健康这个场景上可以很好

地发挥它的价值，比如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不
可篡改、健康数据共享、互联网医疗方面都大有
可为。园区成立云海链控股公司，也是希望把它
培养成海南数字经济发展的标杆性龙头企业，通
过它带动整个区块链和数字健康产业的发展。

据悉，截至2021年底，海南生态软件园累
计注册的数字健康企业已超过1000家，全年累
计收入超过200亿元，实现税收23.84亿元，同
比增长491%，吸引了包括阿里健康、平安好医
生、叮当快药、阿斯利康、复星医药、中国生物制
药、哈药集团、葵花药业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及
专业机构加入，涵盖了医药电商、药械数字供应
链、数字医疗服务以及保险等数字健康全产业
生态。

发力数字健康板块
培育海南自己的“独角兽”企业C

从“物理集聚”到“化学反应”
高质量发展做强数字经济产业A

⬅ 2021年7月，
园区召开“转型·向未
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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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生态软件园提供

云海吾乡居住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