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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向新兴科技要产能效益

“海陆空”新兴科技产业蓬勃发展

2018年8月24日，中科院深海所
牵头组织“2018年马里亚纳海沟深海
装备海试和科考”，一支由全国各个科
研机构人员组成的59人科考队，乘科
考船从三亚起航，第三次挺进万米深
渊，执行“海斗深渊前沿科技问题研究
与攻关”“深海智能装备发展预先研
究”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
术与装备”等科技任务。

这次历时54天、航行7292海里
的科考任务中，多项科考成果取得世
界性突破：国际上首次诱捕获得全程
低温保存的7000米级3条狮子鱼样
品和9000米级2只糠虾样品，国际上

首次在7012米水深发现索深鼬鳚属
鱼类，这是已知的该属鱼类存活的最
大深度。此外还取得了10890米深度
水体微生物样本、10898米含上覆水
未扰动的沉积岩芯样本、部分关键通
道断面水文数据和水体样品等，为深
海科研提供更多样本。

而中科院深海所在国内率先研发
的“天涯”号、“海角”号、“万泉”号等一
批着陆器，也在这次万米深渊科考中
发挥了重大作用，把“三亚特色”写入
了中国深海科研发展的历史。

“此次我们执行的多项科考任务
为国内首次，多项科考成果为国际领

先。”负责此次科考任务的中科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包更生
介绍，第一次挺进马里亚纳海沟标志
着我国深潜科考开始进入万米时代，
第二次证明我国有实力在深渊进行研
究，这一次则表明中国科研人员可以
在深海深渊领域开展全方位的装备海
试、科学考察工作，有能力引领世界深
海深渊的技术发展和科学研究。

在深海科技发展方面，《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了
明确要求：引进国际深远海领域科研
机构、高校等前沿科技资源，打造国际
一流的深海科技创新平台。

如今，依托三亚在深海领域的比
较优势，我省正谋划建设深海科技
城。重点项目的招商引进、规划、管理
体制和配套服务设施等工作正稳步推
进，中船重工（海南）工程有限公司已
正式入驻深海科技城，中船工业三亚
项目、中船工业军民融合项目的一期
项目建设陆续启动。

下一步，海南还将积极对接相关
部委、机构和高校，支持海南推动深海
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
心、深海空间站、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等
重大科研平台和装备落户深海科技
城，培育深海技术国家实验室。

30年来，海南从一
个边陲岛屿发展成为
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
窗口，离不开改革与创
新。如今，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以高
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正逐步崛起，成为
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三亚积
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明确“以大
旅游为支柱、以新兴
科技产业和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为支撑”的
产业发展思路，该市
科技系统坚持不懈地
努力，聚焦实施“海陆
空”科技创新战略，着
力在深海科技、南繁
科研、商业航天和卫
星遥感等领域人无我
有、人有我精，力促高
新科技产业逐步成长
为一张崭新的城市名
片，新兴科技产业在
三亚建设世界级滨海
旅游城市的支撑引领
作用日渐突出。

■ 本报记者 孙婧

我国南繁科技的发展，是习近平
总书记心头的牵挂。2018年4月，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来到位于三
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
同袁隆平等农业技术专家了解超级杂
交水稻的情况。

我省对南繁发展一直高度重视。
最近发布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创建南繁
育种科技开放发展平台”“建设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推进农
业对外合作科技支撑与人才培训基地
建设”……

位于三亚的南繁基地，已有60余

年历史，早已成为中国农业科技和国
家种业的“硅谷”，每年都有数千名科
研工作者活跃于此，甚至吸引了非洲、
东南亚、南美洲等地区的科学家前来
选育品种。

乘势而上，2017年、2018年，三亚
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
论坛。两年间，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
权交易中心成立三亚工作站，隆平高
科海外研发中心总部，西科种业等10
余家高科技种业公司纷纷落户三亚。

两年间，论坛累计邀请12国1300
多名水稻行业专家代表，共商水稻育
种研发、共推水稻应用技术、共享水稻

发展成果，实现南繁水稻品种权交易，
提升水稻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助推水
稻全球化的发展。

两年间，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
究院接纳了2批累计11名来自梭罗大
学的农学专业学生学习，培养热带农
业人才，加快南繁成果对外转化。

海南南繁正发展成为世界南
繁。下一步，三亚将瞄准产业化、市
场化、专业化、集约化、国际化的目
标，发挥南繁科技创新主战场作用，
加快推进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
南）建设和南繁产业发展，以产城融
合的模式建设南繁科技城，并持续引

进国内外南繁育种科研单位和育种
企业，培育形成南繁科研育种领域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继续办好新一届国
际水稻论坛，推动中国“南繁硅谷”走
向世界。

三亚市科工信局局长周俊透露，
三亚将聚合科研院所、南繁体系、高等
院校、中央企业和新兴科技企业等力
量，支持科技创新主体发挥主力军作
用，健全科技创新管理体系，建立科技
创新联席会议制度，调整科技投入方
向，整合优化科技计划，建设公开统一
的科技项目管理平台，全力支持南繁
等科技创新。

空天信息领域及产业是当前国际
国内最前沿的应用领域之一，采用遥
感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空间技术等，
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空间信息保障与
支撑，可以大大提升海南作为国家重
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地位和作用。

在海南航天科技领域，三亚卫星
建造与卫星遥感信息应用的蓬勃发
展，成为一大亮点。在中科院遥感所
三亚园区的深度参与下，正在规划建
设中的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规
划占地面积460亩，计划将在2018年
底前开工建设。

前期引进和孵化的企业，已经携
带各自重点科研项目，实现了可喜的
进程。最令人期待的项目之一，则是

由入园企业海南微纳星空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研制的海南卫星星座项目。

海南卫星星座包括“海南一号”的6
颗光学卫星、“三亚一号”的2颗高光谱
卫星、“三沙一号”的2颗雷达卫星，利用
海南得天独厚的低纬度地理优势，实
现对全球南北纬30度之间的全部热
带和海洋区域进行每天不间断的全覆
盖观测，对于保护我国南海地区及周
边国家的渔民远洋作业，高效完成海
上事故搜救等意义重大，也将成为我
国维护国际海洋安全的重要抓手。

其中“海南一号”卫星总体方案今
年8月已经通过专家评审，将于2019
年年底前发射“海南一号”一期3颗光
学卫星；到2022年末，完成整个海南

卫星星座建设，实现对全岛的实时动
态观测。

此外，园内孵化培育出的另一家企
业——三亚海兰寰宇海洋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也交出了骄人的成绩。该企业
研发的雷达综合观监测系统，已经实现
对海南环岛雷达布局，可对近海20海
里范围内的大中型船舶实现跟踪识别，
为打击近海非法捕捞、盗采海砂、非法
海上旅游等综合执法行动提供有效的
信息支撑；也为近海交通运输、渔业生
产、防御灾害性天气，应急搜索救助等
提供及时可靠的服务信息保障。

不仅如此，这套雷达监测系统已
经从海南走向全国，覆盖我国近海岸
基主要区域，承担并完成了多个国家

级重大活动的安防保障。在海洋渔
业、海事、渔政、海警、海防、海关、海上
救助、环境保护、海洋养殖等领域，有
效提升我国对海上态势的感知能力。

今年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海南
省政府和三亚市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
建设海南省科技新高地战略合作协议》。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海
陆空”科技创新战略、发展互联网信息
产业，是三亚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
点。三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将集中政策、
资源和力量，持续地聚焦这些重点，推
动三亚未来在全省乃至泛南海经济圈
高质量发展中抢占制高点。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科技助力再探深渊

南繁品牌走出国门

空天应用抢抓机遇

三亚南繁育种。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孙婧

随着航天技术的逐渐成熟和航天
应用的需求更加多元化，航天产品逐渐
向服务社会、民生扩展，推动由市场主
导的航天商业化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全国唯一的遥感产业园区——三亚遥
感信息产业园迎来发展机遇。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新的起点上，
三亚遥感信息产业园发挥比较优势，主
动作为，已经进入工程实践环节的海南
省重大科技计划“海南一号”卫星项目，
成为其抢抓机遇的重要法宝。“未来30
年，围绕海南卫星产业链，海南新兴科
技产业将大有可为。”三亚中科遥感研
究所所长、“海南一号”卫星总指挥、总
设计师杨天梁说。

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的海南
卫星星座项目筹备已久，将于2019年
到2022年陆续发射由“海南一号”“三亚
一号”“三沙一号”共10颗光学卫星、高
光谱卫星和雷达卫星组成的海南卫星
星座。项目建成后，将构成一张“罩”在
海南上空的巨大天网，对小到海南管辖
海域，大到全球赤道上的特定海区，都
可以开展大范围、快速、按需观测任务，
为海洋航运、渔业信息服务、海上事故
搜救等需求提供空间数据支持。

“海南一号”卫星项目总体方案已
于今年8月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进入卫
星正样设计、总装和综合测试阶段，但
各有关方面围绕卫星发射的后续工作，
已经提前全面铺开。杨天梁透露，为快
速推进卫星项目，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
业园的相关人员辗转多地开展大量协
调工作，包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卫星
测控频率，明确海南小卫星的运载方
式，协调文昌火箭发射场的搭载时机，
与火箭制造企业商谈购买自有火箭事
宜等。

未来，按照国际流行的商业航天模
式进行开发的海南卫星星座项目，将采
取商业模式，从服务海南到全国，以至
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进
而实现全球化运作。

三亚市副市长谢庆林表示，三亚高
度重视空天信息技术的先导作用，将大
力支持商业航天在三亚的发展，支持
建成集空间对地观测基础理论研究、
空间对地观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低纬度微小卫星及遥感器硏发制造、
遥感数据接收处理及行业应用于一体
的空间科创新高地，并进一步打造成为
与文昌航天科技城相呼应的商业航天
示范基地。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海南小卫星
蓄势待发

由入园企业参与制造的海南卫星
星座，包括“海南一号”6颗光学卫星、
“三亚一号”的2颗高光谱卫星、“三沙
一号”的2颗雷达卫星

其中
“海南一号”的3颗光学卫星
将于2019年年底前发射
到2022年末完成整个卫星星座建设

2017年

2018年

三亚连续举办了两届
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

累计邀请
12国1300多名
水稻行业专家
代表参与

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
心成立三亚工作站，隆平高科海外
研发中心总部等 10 余家高科技种
业公司落户三亚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接
纳了2 批累计 11 名来自梭罗大学
的农学专业学生学习

三亚中科遥感信
息产业园目前入
园企业已完成工
商登记注册的累
计有5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