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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18年技术创新引导计划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开始申报
网上申报截至 5 月 23 日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近日，海南启动 2018 年创新
引导计划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单
位或个人在 5 月 23 日 17 时前可进行网上申报。
项目申报范围包括：专利资助、国际商标注册资助、
植物新品种科研补贴、专利技术转化为标准奖励、地理
标志奖励、全国性文学奖奖励、动漫产品及网络游戏产
品科研补贴、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培育经费、产
业知识产权联盟资助、中国专利奖奖励、自主创新发明
专利奖励和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专利转化奖励。
据悉，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期间，获得
授权且符合《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促进知识产
权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有关条款，以及《海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海南省鼓励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暂行）的通知》第十九条、
《中
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实施
意见》第十二条；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期间，
获发明专利授权且符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促进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
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第八条，且未获得同类资助
项目的单位或个人均可申报。
单位或个人申报 2018 年度海南省技术创新引导计
划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需要登陆“海南知识产权综合服
务平台”，用手机号注册登陆。按照申报的项目类别，在
线选择填报《2018 年度海南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知识产
权专项资金申报书》，确认无误后，在线提交至审核受理
单位（省知识产权局）进行审核。收到审核通过信息后，

纸质申报截至 5 月 31 日

提交纸质材料。
需要提醒的是，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3

日 17 时，届时申报系统将自动关闭。纸件材料报送时间
为 2018 年 5 月 31 日 17 时，逾期不予受理。

链接

相关政策一览
1、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鼓励和支持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暂行）
的通知》第十九条：
对企业或个人自主创新年获发明专利 5 件以上，且
有 3 件以上实施的一次性奖励 8 万元；自主创新年获发
明专利 10 件以上，且有 6 件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考核合格的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企
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的
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5 万元。获
得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一次性奖励 60
万元、40 万元。
2、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
创新的实施意见》第十二条：
强化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认证机构审核认证的贯标企业一次性支持 20 万元；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准予备案的产业知识产权联
盟，
一次性支持 30 万元；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的国家级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优势企业，
分别一次性支持 50 万元、
30 万元。加强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建设，经批准设立
的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一次性支持 100 万元；支
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鼓励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担保
机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服务工作，
每年根据年度考核，
给予一定补助。
3、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促进省
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试
行）的通知》第八条：
奖励发明专利转化。省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
发成果完成人或团队自主创新两年内获发明专利 3 件
以上，且有 1 件以上得到实施的，经济效益显著的，省知
识产权专项资金一次性给予研发成果完成人或团队 5
万元奖励；两年内获发明专利 5 件以上，且有 2 件以上
实施，经济效益显著的，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一次性给
予研发成果完成人或团队 10 万元奖励，已获奖励的专
利，不再重复计算。

海南 7 家企业将获 700 万天使投资金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近日，海南省
工信厅拟委托省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对海
南 7 家企业分别给予 100 万元的天使投
资。
在“2017 海南互联网产业天使投资
项目路演——海南生态软件园·易享控
股资本对接会”活动中，获 3/4 以上评委
通过的海南秋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智
慧医疗·眼专家服务平台）、海南小蘑菇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城社交技能共享
平台）等 2 家企业。
在“2017 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
节互联网产业天使投资项目路演（2017
年 12 月 17 日）”活动中，获 3/4 以上评委
通过的埃克斯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二次
元动漫 IP 项目）、海口影动创意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TronBiz 创必思）等 2 家企业。
在“2017 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

节互联网产业天使投资项目路演（2017
年 12 月 28 日）”活动中，获 3/4 以上评委
通过的海南众商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米啦都数据平台）、海南乐狐网络科技
有 限 公 司（乐 活 LIVE 泛 娱 乐 品 牌 社 交
APP）、海南游空间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岁
友空间项目）等 3 家企业。其中：海南游
空间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将作为上海岁友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旅游休闲快装建筑板

块的全国总部，承载国内和出口的所有
旅游休闲项目业务，向客户提供从设计、
制造、施工和 EPC 的一站式服务。
据悉，为扶持海南互联网初创企业，
海南省工信厅通过受托第三方，使用省
财政资金对企业直接进行股权投资并负
担项目管理费。单笔投资额一般不超过
100 万元，最多不超过 500 万元，投资决策
方式较灵活高效。

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落地海南
在过去的诸多科幻电影里,出现的虹
膜识别技术，如今也逐渐应用到现实生
活中。
近日，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
落户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平台首
次将先进虹膜识别技术应用于儿童安全
领域，将科幻电影中的黑科技带入老百
姓的生活之中，用高科技来保护儿童安
全，给每个孩子留一把回家的“金钥匙”。
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林虎
副主任、找宝科技（上海）公司总经理张
波、海南省医疗救助基金会范廉君副理
事长、海南孕婴童行业协会会长王迦慧、
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会长杜江、海南省
公安厅强制隔离戒毒所警官黄丹妮、中
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海南区域总监
陈江锋、双胞胎宝宝代表共同按下启动
球，为海南孩子开启了这把“金钥匙”。
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海南省
工作站为海南省残障、福利院及贫困家
庭儿童捐赠 1000 个免费虹膜录入名额。
虹膜识别是目前国际公认精准度最
高的生物识别技术。与指纹识别、人脸
识别相比，有“精准可靠、终生不变”等优
势，让虹膜识别更加适用于儿童安全。
它能提取出 200 多个量化信息点，左眼与

右眼的虹膜不同，双胞胎的虹膜也不尽
相同。其误识率比 DNA 还要低，可检测
采集更为简单方便。
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创新性
地将虹膜识别运用于儿童安全领域，为
0-12 岁的儿童录入虹膜信息，建立儿童
虹膜数据库，从而提高失踪儿童被找回
几率。
“孩子失踪或被拐时，往往年纪比较
小，记不清家庭住址等重要信息。”中国
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海南省区域负责
人陈江锋说，
“相貌的改变给失踪儿童的
寻亲之路带来重重困难。而平台却能给
他们指出一条快速、准确的回家之路。”
只要在平台录过虹膜，未来，不管是改变
了模样，还是忘记了家乡，通过虹膜比对
都可以非常快速地确定其监护人和家庭
住址等信息。
录入虹膜的过程非常简单。只需要
用虹膜设备扫一下孩子的眼睛就行了，
完全不需要接触身体。工作人员介绍，
虹膜扫描的红外光能量非常低，只有太
阳光的千分之一，即使长时间地盯着光
源看，也不会对眼睛造成任何的伤害。
对于大众关心的数据安全问题，平
台也做了全方位的防范措施。由平台自

主研发的虹膜录入软件质量和信息安全
性已经通过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
质量检测中心严格的检测认证，符合相
关国家标准。儿童虹膜数据库存放在安
全级别高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信息技术
与网络安全学院。
截至目前，平台在全国各地已经陆
续建立了 200 多个工作站，为数万名儿童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录入虹膜信息，家长反响积极热烈。未
来，平台儿童虹膜数据库建立后，还将陆
续向公安、教育、民政等部门开放数据比
对端口，实现主动找回失踪儿童。
海南省工作站的成立，标志着中国
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正式落地海南生
根发芽，海南省工作站将秉承“愿天下无
拐”夙愿，
为海南“安全岛、智慧岛”
助力。

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