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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全国 29 个省（市、
区）800多家科研生产单位、
高等院校、民营科技企业的
5000多名农业专家、学者带
着成果陆续离开海南。在此
前的9个多月里，他们带着新
技术、新品种从全国各地汇
聚到海南南部，开展农作物
种子加代、鉴定、繁育、制种
等科研生产活动。

这种活动，也就是“南
繁”。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
育成的7000多个农作物新品
种中的70%均由南繁育制，每
年冬季带着全国最先进的农
业技术汇聚于此，因此南繁
基地被誉为种业“硅谷”。

然而，美国硅谷因为计
算机技术的汇聚而吸引了上
千家企业聚集，成为电子工
业和计算机业王国；与之相
较，南繁种业“硅谷”，并未像
美国硅谷一样，因为科技而
聚集一批企业，形成“种业王
国”或“农业王国”。每年 9
月，农业科技随着南繁工作
者的到来在海南聚集，随着
他们6月的离去而散去，科技
聚集的能量并未发挥。

中国“饭碗”的底部支撑
50多年来全国育成的农作物优良品种通过南繁完

成了六至七次的更新换代，且每次品种更新增产幅度都
达到10%以上

登上三亚南滨农场宿舍楼顶，以此为中心环视360度，玉米
研究中心、登海种业、鹤壁农科院、登海良玉、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等玉米育种单位的南繁基地依次进入眼帘。每年
3月，这里的玉米进入了收获期，可以看到穿着白大褂的育种人
员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穿梭在田间。

这不是普通的玉米田，这里汇聚了“浚单20”、“登海605”、
“良玉99”、“京科968”等最新研究出来的高产良种玉米。对消
费者来说，意味着餐桌上玉米更丰富了；对国家粮食安全来说，
则意味着面积和总产均居“三大主粮”首位的玉米发展有了品种
保障。

每年10月至次年5月，5000多名育种人员像候鸟一样飞
来海南三亚，一待就是半年。他们的目的不是惬意地在海滩或
在热带雨林中漫步，而是为了一粒粒小小的农作物种子。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
隆平说，农业育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海南丰富的光热资源可
以缩短育种周期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在内地需要8年完成的育
种工作，在海南，用4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据悉，50多年来全国育成的农作物优良品种通过南繁完成
了六至七次的更新换代，大大缩短了内地农作物品种自然改良
时间，且每次品种更新增产幅度都达到10%以上。因此南繁基
地也被称为中国育种“加速器”。

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柯用春介绍，近年经过南
繁加速品种选育的优势更加突出，空间聚集效应日益凸显。南
繁作物种类扩展到水稻、棉花、小麦、油菜、烟草、蔬菜、西瓜、哈
密瓜、豆角、辣椒等30余种，此外还正向水产、动物禽畜、中草
药、花卉、果树、食用菌等新领域不断拓展。

中国对外农业交流的平台
海南20万亩南繁基地，不仅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巨

大贡献，也正在促进着世界农业发展

2015年4月，一群老外在三亚南繁基地超级稻百亩示范田
内，一边观赏，一边啧啧惊叹。观赏的是，正在海风吹拂下如海
浪般的稻穗，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没有想到水稻的产量能够达到这么高！”来自尼泊尔的亚
达夫惊叹道，在尼泊尔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200公斤，而在中
国，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450多公斤，试验田最高亩产量更是让
人惊叹。

5月9日，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海南等地水稻专家对这片
超级杂交稻“超优千号”三亚海棠湾百亩示范基地进行了测产验
收，平均亩产达941.79公斤，打破海南历史最高纪录。

南繁，汇聚着中国顶尖级农业科学家、最新农作物品种和最
新农业技术，每年都吸引了不少国内专家前来学习取经，成为中
国对外农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经过南繁的种
子也走出海南岛，漂洋过海，在国外开花结果。

“目前印度种植杂交水稻面积已有250万公顷，产量达7
吨/公顷—10吨/公顷，比常规稻平均每公顷高出1吨的产量。”
印度杂交水稻专家依希库马说，对于印度的粮食安全来说，杂交
水稻是至关重要的，印度政府还将进一步推广。

海南农业科学家也带着种子到海外进行援助。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已经将哈密瓜、洋香瓜、冬瓜、辣椒、空心菜等24类60
多个品种瓜菜带到了刚果（布）。

促进海南农业结构调整
目前海南种植的冬季瓜菜品种90%以上来自于南

繁基地，让海南农业走向热带高效农业

每年的冬春季节，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的瓜菜种植基地
里，绵延数百米的钢架大棚此起彼伏，一个个哈密瓜拉弯了藤蔓。

乐东佛罗镇种植户石挺姣之前靠“做海”生存，前两年和亲
戚合伙，种植了100多亩哈密瓜。她说，“每造哈密瓜亩产在
7000斤左右，一年种三造，从10月到次年的4月，正好与新疆
相反（7月到9月上市），所以价格不错，每亩年产值有5万元，扣
除成本，每年每亩利润有3万元。效益比打渔要好。”

历史上，海南从未种植过哈密瓜。哈密瓜进入海南并发展
成为一大产业，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在
海南从事哈密瓜南繁育种时，选育出适合海南种植的品种，并且
研究出了配套的栽培技术，让哈密瓜“南移”，实现了哈密瓜在海
南高产高效。如今，哈密瓜在海南已发展到年种植面积近10万
亩、产值20个亿。

海南也从南繁获得了不少经济效益。柯用春说，南繁直接
推动海南冬季瓜菜的发展，目前海南种植的冬季瓜菜品种90%
以上来自于南繁基地。

30年前，通过南繁带动三亚南滨农场成功试种商品黄瓜
后，海南冬季瓜菜迅速发展，直接推动海南冬季农业结构调整。
如今，海南冬季瓜菜种植面积稳定在300万亩，让海南农业走向
热带高效农业。

海南新品种新技术更新较慢
南繁单位选育品种很少在本地试点、推广，

并且用人多从内地带入，本地仅仅是原材料的
生产地，产品就地转化率低

虽然，南繁带动了海南农业结构调整，但是面对
每年冬季汇聚海南的新品种，海南并未充分利用，实
现“近水楼台先得月”。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黄正恩说，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和口味的改变，瓜果菜品种大约五
六年会更新一次，而海南很多农户种的是10多年的
老品种。

例如，不少琼海农民还依然种植着十多年的厚皮
泡椒品种。来自上海的经销商王波说，厚皮泡椒过去
比较畅销，以前发往上海的瓜菜每车都要配1万-2万
斤厚皮泡椒，但现在逐年减少，两年前，我们就不再收
圆椒了。

来自江苏的经销商张以刚也认为，不管是瓜类、茄
类还是椒类，各大类细分的品种都有很多，海南虽然这
几年种植的品种逐渐增多，但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海南很多蔬菜品种先在内地
大规模种植，市场需求已经形成，然后由收购商带到
海南进行推广。而等到在海南进行选育、推广，农民
大规模种植，内地最佳市场销售期已经过去。南繁单
位选育品种重点考虑所针对的推广地区，很少在本地
试点、推广，并且用人多从大陆带入，本地仅仅是原材
料的生产地，产品就地转化率低。

海南新品种新技术更新较慢，既有没有充分利用
好南繁基地的成果转化的原因，也有没有找到合适的
推广模式的原因，让农民快速接受新品种新技术。

搭建南繁与海南沟通桥梁
加速南繁成果的就地转化

国内谷子研究知名专家、河北省张家口市农科院
谷子研究所所长赵治海说，新品种、新技术能够在南繁
基地使用，就证明是适应海南的，海南可以承接这些新
技术、新品种以及新的栽培工艺，运用到海南农业。

其实，2005年三亚市成立了三亚市南繁科学技
术研究院，就是致力于南繁成果本地转化、南繁产业
政策研究等。对于南繁单位提供的优质种子、种苗及
技术装备，三亚南繁院利用三亚农技110服务体系为
南繁单位提供示范、推广及销售平台，促进南繁单位
盈利、三亚农民获利的“双赢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确实
起到了很大作用，三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和利用
走在全省的前列。但是仅靠三亚南繁科学院并不能
够覆盖到全省。南繁与海南的沟通桥梁还需要做大
做强。

柯用春认为，可以通过建设与完善南繁公共技术
支撑服务平台，支持成果就地转化与科技服务。依托
海南省农业推广系统和海南省农业科技服务110网
络体系、服务站点与人才资源，吸引社会化资源，建设
示范推广平台，加速南繁成果的就地转化。同时，还
需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积极举办多种形式的产学
研合作对接活动，推进企业院士工作站和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的创建，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借南繁专家培养本地农业人才
将南繁科研人员作为海南人才资源库

“新品种、新技术在海南推广慢，很大原因是农民
观念改变滞后。”全国人大代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南林乡罗葵村党支部书记林美娟坦言，海南很多农民
都没有出过门，受教育程度低，学新技术能力差、接受
新事物时间慢。

农业的发展，需要人才支撑。在海南从事南繁工
作的有800多家科研生产单位、高等院校、民营科技企
业的5000多名农业专家、学者，汇聚着各种作物从栽
培到品种培育的专家，其本身就是不小的人才资源。

赵治海认为，到海南从事南繁的科学家都是中国
中高层以上级别的，甚至是顶尖级的，他们绝大多数
将海南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海南是有感情的，很
多科学家在从事南繁的同时，也在帮助农民解决技术
问题。“海南可以将南繁科研人员作为人才资源库，搭
建一个平台，为农民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可以让南
繁科研人员为本地培养农业人才。”

目前，我省部分科研单位采用特聘专家和项目合
作的形式，由南繁专家带领培养本地农业人才。三亚
南繁院特聘南繁专家林德佩研究员，指导南繁院西甜
瓜育种、栽培及服务，以及开展瓜类作物砧木选育等
工作，并且经常下乡入村，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培
育了一批本地农业人才。

南繁未能形成有效聚集
大部分科研院所在海南只有南繁实验站，做完加代

繁育就回内地了，没有实现就地转化

南繁基地因为农业科技的聚集而被称为中国种业“硅谷”，
然而事实上，南繁基地并未像美国硅谷那样因为科技的聚集而
实现企业的聚集，从而形成产业王国。

“南繁基地的科技其实是在一个时间段上的空间聚集，并没
有实现真正的交流、合作与融合，达到产业聚集。”三亚南繁科学
院研究员陈冠铭说，大部分科研院所在海南只有南繁实验站，而
没有机构，没有在南繁基地“生根”，做完加代繁育就回内地了。

“南繁基地没能像硅谷一样聚集一批企业，有一个原因是南
繁基地并不像硅谷那样能够直接在基地将科技转化成为产品，
面向全球。农业与工业不一样，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每个作物
品种的适应性不一样，所以南繁基地是科研产物前期的研究聚
集，最终种子品种的申报在内地，也就是种子最终形成产品在内
地。特别是水稻等粮食作物，每个品种都有一个适应区域范
围。”柯用春说。

可探索发展科技服务业
承接“保密工作”以外的工作

南繁单位出于人力财力方面的考虑，往往只派出少数几个
业务骨干对南繁活动的材料安全、技术保密等重点环节进行把
关。当涉及田间管理、后勤保障、生产加工等工作时，需要聘请

“临时工”或者与科技服务企业合作来解决。
“因此，海南可以发展科技服务业。”业内人士介绍，科技服

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才智力密集、科技含
量高、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成为现代服务业
的新业态，一般发达国家科技服务业约占其GDP的5%左右。

陈冠铭说，像品种测试员、筛选员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南繁岗
位，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酬劳在2万元/亩以上。而这块服务，
海南基本上没有人去做。

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中
国农学会研究咨询处开展了南繁科技服务调研。结果显示，
87%的南繁科研单位认为需要南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队伍，
只有13%表示有自己的团队，不需要这样的服务队伍。

调研结果还显示，南繁科研单位最迫切需要的社会化服务
还包括基地托管、栽培技术支持、试验规划、委托试验等技术性
较强的生产加工。

推动海南农业总部经济
打造种业信息中枢

海南由于土地面积的限制，在制种业发展上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赵治海认为，南繁基地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信
息”。大量的科学家到了海南，就相当于大量的先进科技信息和
资源汇集到了海南。海南完全可以打造成为种业信息中枢。企
业发展需要科技、需要信息，如果完善金融等服务体系，就能吸
引农业企业总部进驻。

柯用春也表示，可以依托海南三亚种子繁育资源优势，以种
业科技孵化为中心，构建一个集种业成果展示与转化、培训与咨
询指导为一体的总部经济孵化区，成为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的
重要基地、吸引和聚集科技人才的重要载体、孵育种子企业的重
要力量，力争成为南繁育种创新基地、南繁成果转化基地、南繁
人才培养基地和南繁企业总部基地。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
南繁科研人员科技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国家南繁种子基因库，加
强种子资源的保存与开发，保障南繁人员知识产权，促进南繁区
种子资源交流。

打造世界种业交易中心
依托“一带一路”输出南繁种业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推进也为南繁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大部分属于热区，特别
是拥有6亿人口的东盟，随着其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对种
子和农业技术、农业设备的需求增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国
际合作处处长、研究员蒋昌顺认为，海南可以成为中国对接世界
农业的一扇窗口、一个平台、一个示范区。

柯用春也认为，海南气候条件与不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与地区相似，在海南适宜种植的品种在那些国家与地区也可以
种植，有着巨大交流与合作空间。南繁基地将成为国际种业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基地。海南可以举办南繁（国际）种业博览会，
面向“一带一路”打造南繁种业交流平台，加快南繁种业对外输
出。“海南举办国际种业博览会有很强的优势，冬季几乎可以在农
田里展示出所有的农作物品种，同时，这个时段全国顶尖级农业
科学家汇聚海南，可以同时举办学术交流会，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能够大大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专家和企业家。”

通过交流，也可以壮大海南种业与农业发展。蒋昌顺说，台
湾之所以能够把热带农业种子产业做得如此之强，就是利用了
台南一部分热区与世界对接，引进新品种，进行选育、改良，成为
合适当地的品种。 （本报三亚6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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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南繁基地建

设。今年 4 月，省委书记罗保铭考察三亚时指

出，南繁基地事关国家种业安全，袁隆平院士在

南繁基地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目前已在越南、

菲律宾、印尼等多个国家推广。海南各级党委

政府要服务国家大局，全力支持南繁基地建设，

使之成为我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强与

东南亚国家种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基地，

并借力提升海南本地农产品品质。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也在考察三亚时

表示，南繁育种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要全力支持，做好服务保障。支持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海棠湾育种基地建设

好，进一步推动科研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使之成

为新的科研与旅游胜地。

今年6月，三亚市政府常务会通过了《三亚

市2015年农村工作意见》，将筹建国际种子现货

和期货交易中心，推进国家杂交水稻三亚南繁综

合实验基地和袁隆平国家水稻公园建设，启用

海南国家南繁研发中心暨公共试验服务平台。

最优良的种子在这里育出，最好的种植技术在这里使用

近水月 何得之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程范淦

南繁培育的甜瓜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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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农业专家、
学者，汇聚着各
种作物从栽培到
品种培育的专家

在海南从事南繁工作的有

多家科研生产
单位、高等院校、
民营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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