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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了4年时间，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终于正式启用，这是陵水农业发展中的
一件喜事。”谈及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雄颇有感慨。

陵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阳光充足，
雨量充沛，素有“天然大温室”之美誉，是
我省冬季瓜菜和热带水果的重要生产基
地，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的理想宝地。多
年来，陵水立足资源优势，围绕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及农村经济发展，全面落实
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业，全县

农业基本形成了以冬季瓜菜、热作、水
果、畜牧“四大产业”为主，逐步拓展其他
产业发展的格局，打造出“山区橡胶、槟
榔经济带，平原区冬季瓜菜特色经济带”
两大农业经济带，成为全国无公害瓜菜

“十强县”之一，全县农业逐步实现从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中。2014
年，全县种植业、牧业完成增加值21亿
多元，农村人均纯收入8510元。

“陵水农业虽然在农业产业化建设上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不能满足现代农

业发展的要求，仍以粗放式生产为主，标
准化水平整体上较低……”王雄说，县委、
县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因此，2011年，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的项目被提上议事日程；2013年6月，
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正式启动建设，今
年6月终于完成一期建设，正式挂牌启用。

王雄说，近年来，陵水围绕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总体目标，按照“科学发展、改善民
生、保护生态”三大历史任务的总要求，着力
稳增长、调结构、抓改革、惠民生，保持经济

社会平稳发展，并成功从国定贫困县中突
围，特别是“三农”工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当前，陵水进入了在更高的层面上谋
求新一轮发展的新阶段。陵水县委、县政
府紧抓国际旅游岛建设新机遇，提出做大
做强热带现代高效农业在内的五大产业
集群，着力打造陵水经济“升级版”。

但是，农业发展关键是技术，因此陵
水决心打造一个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
阔的现代农业示范平台，带动并引领陵水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王雄认为，刚刚启用

的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将承担此重任。
王雄表示，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的

管理运作，将严格落实省委书记罗保铭关
于“以亩产效益论英雄”理念的核心要义，
精心算好亩产投资、亩产效益细账；按照
科技支撑、创新驱动的思路，结合陵水农
业资源优势，整合农业科技力量，实现农
业经济提质增效。“示范基地启用是新的
契机，陵水县委、县政府将全力支持基地
建设，努力把基地打造成全国一流的现
代农业品牌项目。” （禾呈 黄艳艳）

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雄：

打造全国一流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规划面积5200多亩

“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规
划面积5231亩，规划投资17.2亿元，由
1条景观带和5个功能片区组成。融合
了农业科技研发、高效设施生产、物流
加工交易、休闲观光旅游、科普教育、培
训接待、会议论坛等功能，通过产业带
有机衔接，达到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互
为依托、良性互动的效果。计划通过六
年的集中建设，成为海南领先、全国一
流、世界知名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

科研培训展示区

科研培训展示区占地86亩。建设有
农业科技创新孵化中心、院士专家工作
站、基地管理中心、农技培训中心、热带设
施农业技术展示中心。基地大力吸引国
内外高级人才进入，充分发挥农业专家在
现代农业中的引领作用，实现“产学研”
一体化发展。

生产试验区

生产试验区规划面积 338亩，包含
“荷兰GreenQ园艺实训基地”、“育种育
苗研发基地”、“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

“热带农业设施研发试验基地”、“圣女
果绿色增产示范项目”等内容，是整个
示范基地的科技驱动引擎，通过辐射基
地其他版块，提升整体的科技竞争力，
实现“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

生产示范区

生产示范区规划建设2736亩，引入
荷兰“智慧种植工厂”、新加坡“垂直旋转
耕种系统”等高效设施生产方式，建设新
品种引育推广基地，促进品种的更新换
代。并以经济为纽带，组织周边农户参与
合作生产，形成以园区为龙头的产业化

GAP果蔬生产基地，全面提高区域农业
生产水平。

物流加工交易区

物流加工交易区建设面积105亩，
引进先进的农产品加工生产线，建立
严格规范的农产品检验检疫系统，并
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产品的安全
可追溯，使示范基地的农业生产达到
标准化、规范化、优质化、系列化、安全
化，形成海南优质瓜果蔬菜的产、加、
运、储、供、销一体化标准产业体系。

国际农业论坛区

国际农业论坛区规划面积414亩，
围绕“科教农业”主题，形成以国际农
业科技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国际农业
科技论坛永久会址、国际农业专家社
区等农业新型业态为发展目标的会议
交流场所。

农业休闲观光带

农业休闲观光带全长3公里，融合园区
内部自然风光与农业生产景观，结合农业生
态民俗园、绿色果蔬生态体验餐厅、兰花水草
观赏园、热带水果采摘园、滨水休闲体验区等
项目，打造别具农趣风情的休闲观光胜地。

引领海南、走向世界

“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在建设初期
就广为海内外农业界关注，荷兰绿港国际、
新加坡天鲜农业、中国热科院、海南农科院、
黑龙江农科院、浙江大学、海南大学等机构
组织纷纷与园区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在陵水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
力支持下，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正大胆创
举、先行先试，将建设成为陵水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的成功典范，海南现代农业发展
方向的示范代表，中国农业国际化之路的
先行标杆。 （禾呈）

“预算投资17.2亿元，目前一期
已经完成投资2.6亿元，今年将争取
再投入2.1亿元，争取在今年底动工
建设物流加工交易区、国际农业论
坛区，做好休闲观光带的前期准备
工作。”在6月26日陵水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启用挂牌仪式上，投资方海
南润达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安俊明如此表示。

安俊明于2010年投身陵水经济
发展浪潮，成立陵水御海房地产有限
公司建设珊瑚宫殿项目，成绩优异。
5年后，他开始投资农业。“我对海南
有感情，看好海南的农业，海南现代
农业将是下一波投资浪潮。”安俊明
说。6月23日，省政府召开做大做强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专题座谈会，安俊
明与40多位来自我省农业战线的代
表参加了座谈会，并做了发言。

2011年，陵水县委、县政府对发
展“现代高科技农业”就进行了战略
谋划，提出了“大力发展热带高科技
农业，建设全国一流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的战略构想，“示范基地”项目
就是在这种构想下孕育而生的，这
是对陵水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
实践，也是推动海南热带现代农业
发展模式的创新举措。

思路确定后就付诸行动，安俊明
表现出了必胜的信念。他详细解释
目前示范基地正在开展或谋求的三
个赢利点。

绿萝花卉
3年内产值占全国市场一半

示范基地八号棚是园区与广州
绿航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海南
绿萝种植研究项目。

绿萝是一种常见的景观植物，
又称生命之花。它能够有效地吸收
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在室内放上一
盆绿萝，相当于拥有一台空气净化
器。目前市场面向各大城市，年销
售量可达一千多万盆，每亩年产价
值20万元以上。

据了解，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已经在东方建立起了上千亩的种
植基地，是目前我省第一家最大的
绿萝生产加工基地，年产520万盆，
占全国市场的7%左右，产品销往国
内30余个城市，去年实现产值5500
万元。

安俊明表示，基地通过引进以
色列水肥一体化技术及荷兰自动温
室调控系统，提升现有的绿萝种植
科技水平，力争在三年内绿萝花卉
生产能力达到7000万盆，实现年产
值 8 亿元，占有全国绿萝花卉市场
50%以上份额。

圣女果
绿色增产实验提升效益

在今天的启用揭牌仪式后，陵
水县政府就与润达现代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圣女果产业绿色增产
模式提升工程项目”。

安俊明表示，这是一个值得
期待的项目。陵水圣女果因口感
好，品质优在国内小有名气，现种
植面积约 7 万亩。但种植技术跟
发 达 农 业 国 家 相 比 还 有 很 大 差
距，光坡镇亩产为 6000 斤，荷兰
为亩产 33000 斤。基地计划与国
际、国内先进科技团队合作，组建

“陵水圣女果绿色增产工程项目”
团队，进行绿色增产试验及生产
示范，使区域农民都能分享到科
技农业带来的增值收益。

农业论坛
引智打造农业硅谷

中国目前没有在国际上具有影
响力的“农业论坛”交流平台，海南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已成功
地打造了“博鳌亚洲经济论坛”。陵
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通过与国内、
国际高层农业领域权威人士探讨，
海南适合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农业论坛中心”，为中国农业技术
的提升与转型提供一个高端的交流
平台。 （禾呈）

基地的三个赢利点

6 月 26 日，陵水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农技培训中心大楼里，英州镇
龙岭村符世旺与 30 名农民坐在教
室里，听省农科院的专家范鸿雁讲
解“海南主要果树关键栽培及病虫
害防控技术”。

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启用后，
职业农民培训工程也自此开始。“今年
的芒果就出现了问题，范老师分析得
很详细，下半年管理果园我会处理
了。”符世旺说，老师授课很有针对性，
很有用，以后天天要过来，上满课时，
拿到结业证。

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总经理
李宝尤说，职业农民培训班是与陵水
县农委一起举办的，目的是提高农村
劳动者的素质和农民就业能力、创业
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培训班将
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热带
现代农业的需求，以年轻农民为主
体，开展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
社会服务型三大类培训。根据不同
类型的学习内容，对农民进行为期一
周或半个月的培训，目的在于培养有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
职业农民，全面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发展。

除此之外，基地还通过“科研院所
和高校+企业+基地+农民”的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模式，把教学、科研和成果转
化紧密结合起来，给农民做示范，做给
农民看，引导农民干，增强年轻一代农
民对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能力和信心。

黎宝尤说，按照计划，基地每年计
划培训2000余名职业农民，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推动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发
展模式的产业升级与创新。

（禾呈/陈冰）

基地请专家来授课

年“产出”2000余名
职业农民

6月26日，陵水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启用揭牌仪式现场，来了一群特殊群体——荷
兰绿港国际的几名专家。他们了解了基地规划、参观了各个实验室等，其中，绿港国际驻北
京代表罗兰女士表示，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水准一流，很期待与之开展合作，促进海
南现代农业发展。嘉宾们对基地赞不绝口，那么，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到底长什么样呢？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长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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