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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参加全国农垦良种展示示范
基地建设交流活动暨中国农垦种业联盟主席联席
会议的全国种业企业代表，先后来到海垦南繁产
业集团的3200亩国家南滨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和
1800 亩育制种基地，深入了解产业规划、生物育
种专区建设项目、专区控规等，会议代表对基地发
展给予了充分肯定，纷纷表示今后将加盟海垦南
繁育制种基地。

● 近日，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下发《关于公
布第三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的通
知》，共公布了98个单位为第三批全国森林康养
基地试点建设单位。蓝洋温泉国家森林公园榜上
有名，成为海南四家入选单位之一，海南农垦唯一
一个入选单位。

● 近日，经业主申请、市县初审、评审认定，
省农业厅拟批准61家2017年海南共享农庄创建
试点，其中，海南农垦有6家单位入选。

● 近日，省慈善总会在海口召开医疗救助项
目总结表彰会，海垦控股集团荣获“医疗救助项目
支持单位突出贡献奖”，全省仅两家单位获此殊荣。

● 2017年度感动海南十大人物评选投票活
动正在进行中。垦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义
务讲解员王学广、儋州市公安局西联分局西华派
出所已逝公安民警朱国茂、海南农垦离休老党员
居继霆以及红林农场退休职工陈省来、杨惠珠夫
妇入选。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 整理）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种业持
证企业4316家，国内上市种子企业
50多家，总市值超千亿元。海南如何
分享这一千亿元大蛋糕？

“只要是做水稻育种的，都会到南
繁加代。海南应当将这一优势利用起
来。”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育
种院淮安所所长滕志英说，公司目前
在陵水有一个育制种基地，主要研究
水稻育种，在南繁加代效率提高2倍
以上，“未来还将继续扩大规模。”

海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徐强富表示，应当抓好国
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和南繁育种基地
建设，通过打造市场化、集约化的供需
模式，搭建现代化的科研育制种大平
台，为全国南繁科研单位提供管家式
服务，掌握种子资源，引领现代育制种
业升级，“我们还计划组建国家南繁种
业联盟，同时优选加盟企业，合作把南
繁育制种基地建成‘南繁硅谷’。”

“海南可以依托海垦南繁加强与
内地交流，塑造科研品牌，扩大合作
规模。”安徽皖垦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徐成银透露，目前安徽省农
业委员会已与海垦南繁产业集团达
成合作，签约1500亩土地，将用于安
徽种业企业的科研育种。

南繁育制种业的发展升级，海南
也正在努力。今年2月，国家南繁生
物育种专区开工建设，专区除育种区、
生活区、试验区等功能分区外，还计划
建造一座36层的国家南繁科技交流
中心和南繁产业展示中心，汇集来自
全国的南繁育制种专家和学者，将其
打造成集南繁育制种知识、人才、科

技、经济、服务、产品、交流的平台。
“海南南繁应该主动走向全国，放

眼世界。”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杨思涛倡议成立世界种子产业联
盟，一方面通过国际化、市场化的行业
标准和要求，规范南繁育制种产业，避
免南繁育制种趋利化，另一方面通过
做强做大做优中国种子产业，把南繁
育制种基地打造成为中国“南繁硅
谷”，更多地分享我国千亿元种业市场
蛋糕。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

促进海南产品上网销售

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获奖200万元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张
昌龙 通讯员戴学慧）近日，经过评审公示，海南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获得省商务厅“促进海南产品上
网销售”项目，获奖200万元。

据了解，本次支持项目主要包括培育壮大本
省电子商务平台、促进海南产品上网销售、实施电
子商务人才培训工程、发挥电子商务行业协会组
织作用四个方面。

“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优势，服务海南经
济实体。”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海垦商贸物流集团下属子公司，海南大宗
商品交易中心顺应市场需求，构建市场服务、资金
结算、商品物流、价格发布四大服务网络，通过农
业生产与平台市场的有效对接，充分利用线上、线
下资源优势，让交易、物配、支付相互服务，为商品
经营企业、消费企业和商品投资者提供功能完备
的服务体系，成为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海南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网上交易平台。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李骁可）“你好，我们对
母山牌咖啡非常感兴趣，希望可以合
作。”12月3日，2017海南国际咖啡
大会暨咖啡及饮品展览会最后一天，
海垦母山咖啡展览区迎来几位墨西
哥客商。

“我们来自墨西哥胡安咖啡庄
园，这3天咖啡大会我们品尝并了解
了许多咖啡，母山咖啡的味道和品牌
故事令人难忘。”拉丁美洲商务与文
化交流商会负责人Emilio Mendez
介绍，墨西哥胡安咖啡庄园是一家集
咖啡种植、加工烘焙和咖啡豆配送等
业务为一体的大型家族咖啡庄园，拥
有 82年种植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历
史，庄园主要面向拉丁美洲市场提供
咖啡豆原料。

“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是全球
两大咖啡豆品种。海垦种植罗布斯
塔咖啡豆的历史悠久，具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优势。此次专程来到中
国，就是为了寻找合作伙伴。希望
双方深度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

开拓国内外市场。”Emilio Men-
dez说。

经过接洽相关合作事宜，墨西
哥胡安咖啡庄园和海垦大丰咖啡
产业集团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将在

咖啡豆种植和加工等产业链环节
开展深度交流合作。“我们主要种
植中粒种咖啡豆，他们主要是小
粒种咖啡豆，双方可以在原料拼
配、包装形式等环节融合创新，
通过强强联合共同开拓市场。”

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董事长周
峥说。

“母山咖啡首次亮相展会就取
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在短短3天时
间内，已经有来自印尼、埃塞俄比
亚、乌干达等国家的10余家客商来
接洽合作事宜，展现了不折不扣的

‘国际范’。”周峥说，与墨西哥胡安
咖啡庄园达成合作意向，体现了集
团积极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
结合，扩大咖啡市场渠道，打造咖啡
国际品牌的战略部署。下一步双方
将加强交流，研究确定具体的深度
合作。

据了解，此次参展的母山牌咖
啡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其
前身琼丰牌咖啡曾荣获“国家农业
部优质产品奖”等殊荣。海垦大丰
咖啡产业集团已经规划在原阳江农
场一带种植3万亩咖啡，建设年加工
能力1万吨的咖啡加工厂，在海南打
造“前店后厂”的工业旅游模式，全
力打造咖啡种植、加工、销售、旅游
一条龙产业链。

墨西哥客商对母山咖啡赞不绝口。 海南农垦报记者 张佳琪 摄

海垦发放大病救助金
累计4558万余元
惠及万名垦区职工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林倩 通讯员陈玲）近日，海
胶集团红林分公司职工许某收到了海
垦控股集团工会下发的6万元大病救
助金。因脑出血、脑梗塞导致瘫痪，许
某向海垦控股集团工会提出申请大病
救助金，很快获得批复。

自海垦2010年启动职工大病救助
工作以来，始终把解决职工“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作为垦区改善民生的一项重
要工作。据统计，截至目前，海垦已累
计向垦区1.01万名职工发放4558.3万
元大病救助金。今年以来，海垦控股集
团工会共发放了500万元大病救助金，
为1275名职工送去温暖。

据了解，所患疾病在12种重大
疾病范围内，且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统筹的农垦系统在职、在
册职工及退休人员都可申请大病救
助，患病职工每人每年最高可获20
万元救助金，次年符合救助条件的，
依然给予救助。海垦控股集团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集团工会将继续帮
助患病职工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助力
精准扶贫。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余
美君）11月29日晚，海南农垦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文艺巡演的最后一站走进海垦南繁产
业集团，为南滨地区的职工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
的文化盛宴。

晚上8时，南滨职工大礼堂灯火辉煌、座无虚
席。气势恢宏的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团结就是力量》拉开了当天海垦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永远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职工文
艺晚会的序幕。

“队伍中没有专业歌手，没有专业舞者，他们
都是海垦控股集团一线职工，他们汇聚在一起，行
程数千公里，只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递到垦区各
个角落、每一位干部职工心中，通过文艺巡演继承
和发扬农垦文化，重塑农垦精神，凝聚人心、催人奋
进。”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爱莉说。

据了解，10月 31日以来，海垦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职工文艺晚会在农垦西大院
礼堂以及神泉集团、八一、龙江、中坤、南金、荣
光、金江等基层单位轮番上演，为垦区广大基层
职工群众送上了一场场文化盛宴，营造了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浓厚氛围，基层职工群
众交口称赞。

▶每年冬季，全国各地的农业
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都会来到海
垦南繁育制种基地进行育制种工
作。图为海垦南繁种子基地公司的
技术员与武汉佳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员在田间观察两系杂交水稻
新品种的繁育情况。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海垦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文艺巡演
走进南繁产业集团。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海垦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文艺巡演走进南繁产业集团

数千公里基层巡演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与墨西哥胡安咖啡庄园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

母山咖啡展现国际范

■ 本报记者 袁宇 欧英才

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热
带气候区，海南南繁育制种
历史悠久。每到冬季，全国
各地近万名技术人员如南飞
的候鸟一般，落地海南开展
育制种工作。50余年的发
展历程，海南南繁育制种产
业如何发展壮大？

11月28日，国家农业部
农垦局、全国各垦区种业企
业、良种展示示范基地的负责
人齐聚三亚，共同研究探讨农
垦种业发展大计，提出充分利
用海南农垦南繁育制种产业
平台，共同推进中国农垦种业
联盟发展。同时，将海南农垦
南繁的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
优势，通过服务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落地，组建种业交流交易
平台，努力把南繁育制种基
地打造成面向东南亚的“南
繁硅谷”。

海垦谋划打造“南繁硅谷”，呼吁建立世界种子产业联盟

放眼全球市场 做优中国种业
俯瞰位于三亚的海垦南繁片区，

一个个初具规模的育制种基地一望
无垠，环田路、机耕路四通八达，科研
大楼位于一隅，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
科研专家在此地育种制种。

这是海垦南繁产业集团的育制
种基地。基地现有国内75家育种科
研单位落户，每年入冬后，这些科研
单位在此进行水稻、哈密瓜等农产品
的新产品培育。

“海南自然条件优越，真是农业
科研人员的‘育种天堂’。”参观育制
种基地后，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副

主任秦福增忍不住感慨。海南是国
内著名的南繁育制种基地，每年10
月到次年4月，内地气候寒冷，海南
却“热量”充足，可以一年种植两代至
三代，从而加速新品种育产。

目前，海南每年冬天迎来全国近
30个省份、800多家育种科研单位开
展南繁育制种工作，孕育全国近70%
的农作物新品种。其中海南种质资
源多达数十万份，南繁两系杂交稻亲
本繁种占到全国两系亲本繁种总量
的80%，种子出岛产量近3000万公
斤，可播种面积2000多万亩，可生产

粮食超过100亿公斤。
事实上，海南不断加大南繁用地

保障，加速发展南繁产业。目前，海
南规划26.8万亩南繁用地，南繁育制
种被列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
2016年9月，海垦按照垦区集团化、
农场企业化的改革要求，在原海南南
繁种子基地公司、南滨农场、南滨蔬
果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海垦南繁产
业集团，进一步强化南繁育制种服
务，促进南繁产业发展升级。

“我们在南田地区有一个已经签
订了30年合作协议的育制种基地，

主要研制棉花、小麦等种子。”新疆兵
团种子管理站站长宋继辉告诉记者，
在海南开展育制种工作，能够有效缩
短育种进程，节约一半的时间。

“海南农垦已经在新一轮垦区
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中迈出坚
实步伐。”农业部农垦局巡视员何子
阳说，海垦在海南南繁育制种基地
建设发展中地位突出、作用巨大。
海垦南繁产业集团正不断加快南繁
种业平台的发展，加速南繁育制种
产业升级，海垦南繁育制种产业大
有可为。

“我们已经与三亚南滨农场签约
入驻，开展水稻育种。”北大荒垦丰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祝和安说，希望
政府及主管部门能够在政策、征地等方
面加强协调，提供更便利的服务，“我们
现在有一支科研小分队常驻海南开展
科研工作，未来也希望能扩大规模。”

海南省政协委员戴扬透露，来自全
国各地的科研单位在海南实行分散租

地的生产方式，导致海南南繁育制种基
地总体经济效益不高。希望下一阶段
南繁产业的发展趋向园区化，实现规模
经营，同时利用“旅游+”“生态+”等模
式，将农业与南繁文化、种业科普等要
素相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海南有很好的条件，海垦南繁育
制种基地在土地资源、基础设施条件以
及管理方面也具有优势。”中国农垦种

业联盟主席江玉明说，农垦种子的质量
非常优秀，市场反响也十分好，近年来
对外界的影响力大大提升，“海垦南繁
产业集团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农垦种业
联盟平台，强化与全国各地的合作交
流，从而加快推动农垦事业向前发展。”

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也指出，部
分南繁育制种基地存在冬季外没有科
研人员，土地闲置浪费资源的现象，应

当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既能提高
南繁土地利用率，又能促农增收。

“当前海南正在建设国家南繁生
物育种专区，建设育种制种国家南繁
基地，提升科研条件。”何子阳说，希
望海南南繁产业能够跟着市场走，加
快推进种业发展，期待海垦种业能够
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未来在全国种业
中占有一席之地。

种子出岛产量

近3000万公斤

可播种面积

2000多万亩

可生产粮食超过

100亿公斤

提供管家式服务，打造“南繁硅谷”

“育种天堂”，海垦南繁大有可为

产业园区化，实现规模经营

每年冬天

海南迎来全国近30 个省

份、800 多家育种科研单位开

展南繁育制种工作

孕育全国

近 70% 的农

作物新品种

海南种质资源多达数十万份

南繁两系杂交稻亲本繁种
占到全国两系亲本繁种总量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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