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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总裁钟
春燕在会上举了一个例子：用一颗小
小的椰果，可以大力提高椰子产业附
加值，撬动杯装奶茶产业。

“我们开发了奶茶加椰果产品，一
家知名杯装奶茶生产企业应用了椰国
的椰果，年产值达到80亿元。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产业标准化生产，才能真
正让农民致富。”钟春燕说。

“橡胶产业不能只盯在种植端，

更要放眼产业链。”海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圣文
指出，橡胶产业要从种植、加工、贸
易、物流供应等进行全产业链打造。
比如，该公司通过扩改13家加工厂，
大力推行无氨、低氨产品，发展乳胶
枕头等高端应用产品；加强资本运
作，提高海胶集团在资源市场的话语
权；打造绿色供应链，为下游企业服
务，共享合作成果。

槟榔产业发展方面，柯佑鹏认为，
海南槟榔产业资源优势并没有得到充
分挖掘与发挥，导致三产几乎缺失、一
产依赖度较严重。他建议，要深度挖掘
我省槟榔农耕文化，打造创意伴手礼项
目，积极申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不
仅可以丰富我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内涵，还能增强
海南旅游业竞争力、增强乡村振兴发展
后劲，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王庆煌认为，我省要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协同科研、推广和产业部门形
成合力，推动“三棵树”产业向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的‘六次产业’模式发展。

“通过加快推进‘三棵树’产业转方式
调结构，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链，不断
壮大产业自身实力，不断提升综合效
益和自身抗风险能力，从而实现‘三棵
树’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

国内外专家学者探讨我省橡胶槟榔椰子产业科学发展

让“三棵树”长成振兴乡村的参天树

共识达成了，方向明确了，具体
如何实施？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富有结合多
年的研发经验分享说，经过加工，椰
子的附加值明显增加，“科技体制机
制改革下，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要积
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企业合作起
来，通过对椰子产品的加工，对椰子
产业进行升级换代，延长产业链，提
高椰子价值。”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既懂市场又
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推动科研成果
转移转化的路上需要有市场意识的
人才参与。对于这一点，海南椰国食
品有限公司总裁钟春燕深有感触。
23年前，她离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椰子研究所，大胆创业。“当时我发
现，海南传统椰子加工业中，大量椰
子水被倒掉。”钟春燕说，该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带着这个思考，她发明了
“将椰子水发酵制作的食用纤维及生
产方法”的专利。

通过这一技术制成的椰果，已连
续多年向国内市场排名靠前的奶茶
品牌持续供应，打响了海南椰果的品
牌，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如今，她也不断思考如何通过进
军日用品和医药行业提高海南椰子
的附加值，让农民得以致富、让品牌
得以推广、让产业得以升级。

结合台湾智慧农业发展的经
验，中华两岸企业经营暨投资协会
理事长、全球高科技智慧农业发展
协会副会长王琦桦建议，海南可以
根据“三棵树”产业成立相应的公
司，理顺技术、产品、财务、管理等四
个部分，利用科研成果集中打造独
特的、发展前景好的产品，努力在海

南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走向更大的
资本市场。

推动科研成果走向更大的市场，
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海南天然
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怎样
瞄准市场，积极对接资本市场的？该
公司副总裁陈圣文分享说：“海胶集
团首先瞄准市场，分别从种植端、加
工端、贸易端、物流供应端齐发力，全
程推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确保在提
高产品品质、升级产品类别的同时，
联动上下游市场力量，提高集团在资
本市场的话语权。”

“大家广泛地讨论如何发展壮大
‘三棵树’产业，其实就是在商讨如何
让其产生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海南金融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莫壮才说，如今“金融+科技+产业”
的发展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产业是

肌体，金融是血脉血液，科技是能转
化为内生强大动力的营养品、强心
剂。这三者互为前提条件，共同推动
产业发展。”

莫壮才举例说，在科技和产业融
合方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创建了

“农+旅”业态的海南兴隆热带植物
园、文昌椰子大观园，产生了一定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对接产业兴旺的需求，金融界
催生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金融产品
和服务模式，其中最接地气的是‘供
应链金融’，涵盖了从原料生产到消
费者消费全过程，包括原料生产（供
应商）、加工（制造商）、批发（分销
商）、零售（零售商）和消费者。”莫壮
才的这番话也为各方提供了新的思
考方向。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

11月26日，与会人员在认真聆听专家发言。

11月26日，专家们在海南橡胶槟榔椰子三棵树产业
科学发展研讨会上进行高端对话。

11月26日，海南橡胶槟榔椰子三棵树产业科学发展研讨会在海口召开。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田婉莹 摄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王玉洁

一部电动割胶机8秒至
10秒就可完成单株割胶作
业，技术难度降低 50%至
60%；一颗槟榔果，成为我省
70多万槟榔种植户200多
万人的致富“黄金果”；一颗
小椰果可以撬动几十亿元的
大产业……

“天然橡胶、槟榔、椰子
‘三棵树’是海南特色优势热
带作物，是海南做强做优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关键。把
‘三棵树’问题研究透彻，对
海南经济发展、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11月26日，在海口举行
的海南橡胶·槟榔·椰子三棵
树产业科学发展研讨会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院长王
庆煌表示。

会议吸引来自国内外
“三棵树”产业领域的专家学
者、行业代表等150余人，探
讨“三棵树”产业发展的重点
难点与发展路径，通过科学
研究和技术改进解决关键节
点的“卡脖子”问题，助力“三
棵树”在海南扎根发展成“参
天大树”，为海南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和热带农业发展出
谋划策，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贡献科技力量。

今年，我省专题研究推进橡胶、
槟榔、椰子产业发展。

“为什么‘三棵树’对海南如
此重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张以山介绍，橡胶作为国
家战略储备物资，在海南种植面
积超 800 万亩，几乎占据全国的

“半壁江山”；椰子在海南种植面
积 达 50.4 万 亩 ，占 据 全 国 的
99%；槟榔在海南农民收入中占

比大，种植面积 230 万亩，占据
全国的 99%。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
所副所长谢贵水介绍，橡胶林是海
南生态环境的一张王牌，是我省名
副其实的“生态树”。

不仅在生态环境上占有重要地
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海南“三棵
树”产业关系着农民增收、热带农业
产业发展。

“如何将‘三棵树’打造成海南乡
村振兴特色产业，成为‘摇钱树’‘振
兴树’，是一个重要课题。”农业农村
部研究员刘年艳说。

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刘
艳玲表示，海南省作为国内两大天
然橡胶主产区之一，种好橡胶是海
南对国家作贡献的重要内容；海南
是我国槟榔主产区，涉及种植户70
多万户 20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人

口的41.37%，如何科学合理地促进
槟榔种植业健康发展，夯实槟榔产
业发展基础，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至
关重要；椰子是海南的省树，椰子
产 业 也 是 海 南 支 柱 产 业 之 一 。
2018 年，全省椰子林面积 50.4 万
亩，椰果年产量约2.32亿个。全省
200多万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椰子产
业，椰子加工企业共有 359 家，年
总产值超500亿元。

意义 生态树摇钱树振兴树

“近两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三棵树’产业问题，非常关注产
业发展中的‘卡脖子’科技难题。”王庆
煌指出，比如，橡胶制品行业结构性问
题突出，现有产品无法很好满足军事和
工程用胶需求，高端制品仍需依靠进
口；椰子产业技术体系薄弱，种苗繁殖
系数较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槟榔种
植业病虫害有一定影响，深加工行业滞
后，地方特色品牌产品匮乏，尚未形成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良性局面。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孙楠认为，天然橡胶产业面

临的挑战包括，对外依存度过高、行
业话语权缺失。“如何将海南的橡胶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
势？要通过强化科技引领，在胶园智
能化、自动化加工、研发攻坚等方面
不断发力，促进海南橡胶产业高质量
发展。”

“槟榔产业目前最大的问题仍然
是单产比较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椰子研究所副所长覃伟权分析，主
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农民重种植轻
管理；二是槟榔种苗鱼龙混杂，我省
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三是槟榔

黄化病影响制约海南槟榔产业发展。
据了解，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目

前已培育出我国槟榔优良新品种—
“热研1号”，特点是高产、稳产，获授
权专利34件，制订技术标准20项，开
发具有市场潜力的科技产品10余种。

海南热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
院院长柯佑鹏教授认为，我省槟榔栽
培模式固化严重，技术集成应用较
低。槟榔产业初加工技术水平低，衍
生产品研发难，无法市场化、规模化、
产业化。“无论在医药产品研发还是
保健产品研发，均处于探索阶段。”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
所所长王富有介绍，目前，全省椰子
绝大多数为本地高种椰子，单株年产
量不足40个，椰子种植业整体效益
较低。中国热科院新选育的文椰系
列水果型椰子新品种植后3-4年结
果，盛产期年产150个/株以上，但由
于苗木供应不足且价格贵，种植面积
较小。

他建议，加大科研和良种良苗示
范推广力度，争取未来使用率提高到
90%以上，改造现有低产低效椰子
林，提高椰子单位产量。

困境 遭遇“卡脖子”科技难题

发展 以全产业链推动“三棵树”枝繁叶茂

数说“三棵树”

国内外专家为我省如何推动
热带作物产业融合发展建言献策

利用“科技+”
壮大特色产业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傅人意

作为海南的特色优势热带经济作物，橡胶、
槟榔、椰子对海南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热带农
业产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海南的热带作物远不止这“三棵树”，11月
26日，在海南橡胶·槟榔·椰子三棵树产业科学
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在讨论如何应对“三棵
树”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之外，还围绕如何推
动热带作物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这一话题，
展开了新一轮研讨。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省份。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发挥热带地区气候优势，做强做优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
地，进一步打响海南热带农产品品牌。”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院长王庆煌认为，作为热带农业科
技创新的国家队，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除了把
橡胶、槟榔、椰子做强做优之外，更要积极参与国
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助力打造国家
热带农业科学中心，支持海南建设全球动植物
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拥有特色，就能主
动地占领市场，拥有更多市场份额，特色是产业
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产业发展同样需要
特色。”海南金融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莫壮才
认为，热带作物产业就是海南的特色，如南繁育
种、“三棵树”等，“想要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最适
合利用‘科技+金融’来打造。”

海南热作高科技研究院院长欧阳欢则认
为，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就是打造科技与产业融
合发展的新名片，能更好更快地将科研成果推
向市场。

现如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培育了海南
热作高科技研究院这一新型研发机构，把热带
香辛饮料、天然橡胶、热带油料、热带水果、热带
药用作物、热带农业植物、热带作物农机装备、
热带农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等研发团队融合起
来，围绕良种良苗繁育、节本增效生产、产品精
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等领域，开展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育等工作，更好
地引领热作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

为延长产业链，我省积极推动科研成果与资本市场对接

“三棵树”的“生金术”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傅人意

科研成果最终目的是要服
务市场、服务经济、服务社会。

11月26日，海南橡胶·槟
榔·椰子三棵树产业科学发展
研讨会专门设置了一场高端对
话环节，邀请科研人员、企业
家、金融行业从业者座谈。大
家虽来自不同行业，角度也不
同，但都有一个共识：要做大做
强“三棵树”产业，还要积极推
进科研成果转化，不让科研成
果束之高阁，让科研成果积极
对接资本市场，延长产业链，提
高橡胶、槟榔、椰子的价值。

橡胶

截至目前
全省橡胶种植面积800万亩

产量36万吨

民营橡胶面积占比55%

种植面积占比达56.43%

儋州 澄迈白沙 琼中 屯昌

槟榔

截至目前
海南槟榔的种植面积是230万亩

鲜果产量60多万吨
海南是我国槟榔主产区

涉及种植户70多万户200多万人

占全省农业人口的41.37%

椰子

2018年
全省椰子林面积50.4万亩

椰果年产量约2.32亿个

全省200多万人
直接或间接从事椰子产业
椰子加工企业共有359家
年总产值超500亿元

（傅人意 王玉洁辑） 制图/孙发强

11月26日，在海南橡胶槟榔椰子三棵树
产业科学发展研讨会上，两家企业签署农业科
技合作框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