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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抓住新机遇，发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范武波认为要从政策
创设（顶层设计）、人才支撑、资金支
持、核心产品（品牌战略）、运营策略5
个方面入手。

政策创设方面要有明确的发展
定位，既要符合海南省作为国际旅
游岛、自由贸易区（港）的身份，又要
以成为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典
范为目标；要坚持以农为本，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动农业产

业发展，保障农民利益，让农民充分
参与和受益，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美；
集循环农业、立体农业、创意农业、
农事体验于一体，实现农村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同步”“三产融合”、农
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要以共建
共享为主要思路，确保经营者获利，
持续共赢；以市场为导向，拉动消
费，成为海南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融吃、住、行、

游、购、娱、康、养、学、慢为一体，成
为独特创新业态。

人才方面可利用自贸区、自贸
港的人才引进优势，引进发达国家
高层次的休闲农业智力和人才，高
起点发展海南休闲农业。资金方
面整合政府资金，重点支持发展
3家-5家标杆休闲农业点；鼓励金
融企业和地方政府联合设立休闲
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扶持海南休闲
农业发展。

李世杰建议，农村要壮大集体经
济，让农村形成一套内生发展模式，
以集体入股的方式共同发展，最重要
的是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成
长和乡村休闲农业发展结合在一起，
绝对不能为了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剥夺农民利益。他还建议，农业农
村部门可通过培训农民，培养其专业
化和国际化意识，从而促进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更好发展。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新思路 坚持以农为本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本报海口12月 12日讯 （记者
王培琳 周晓梦 郭萃）白玉藏珠、怪
味猪蹄……色香味俱全的屯昌黑猪
宴整整有20道菜，馋坏了正在看抖
音直播的网友们。12月12日上午，
在2019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峰会
上，网红阿林正通过抖音直播推介琼
中和屯昌的农产品，将美味展示给世
界各地的网友。

“屯昌黑猪什么时候开团啊？”网
友“阳光味道”不停地在直播弹窗问

道。持续两个小时的抖音直播，有
109万粉丝的阿林为网友展示了屯
昌黑猪“全猪宴”，还有琼中绿橙、山
鸡等特色农产品，引来了不少网友下
单，现场仅水果就卖出100多单。暂
时没有通过直播售卖的屯昌黑猪，也
引来网友不断发问。

网上直播热闹，现场品鉴更是
一片火热。参会嘉宾任先生表示，
自己是海南人，在如此大型的峰会
上推介海南农特产品，让人觉得无

比自豪。
据了解，作为2019海南冬交会

的重要活动之一，国家战略与热带农
业峰会汇聚国内外热带农业专家的
智慧，以“论坛+宣传+推介”等多种活
动形式，为海南乃至全国热带农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献智献策，为热带农
业企业家的交流合作提供平台，为打
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聚智聚力。

当天峰会主要推介了屯昌黑猪
和琼中绿橙、山鸡、红茶等农产品。

屯昌县长梁誉腾表示，黑猪是屯
昌重点发展的产业代表，因而被选为
此次的推介主题。屯昌黑猪肉以皮
薄、肉嫩、味香而闻名，2008年2月屯
昌黑猪集体注册获得国家商标局批
准，2017年1月获原农业部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省委省政府已明确要
大力发展黑猪产业，积极打造以屯
昌、定安、澄迈为中心的海南黑猪产
业带，力争2022年我省传统畜牧大
县年出栏黑猪达到200万头。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琼中山鸡成为中国极地考察
队优质原生态营养食材，助力中国极地
考察队科研工作。琼中绿橙先后获得
原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国家绿色
食品认证，被评为海南省优质农产品、
海南省名牌产品等，成为海南省第一个
地理标志证明的商标，在岛内市场享有
盛誉。琼中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
业层次稳步提升，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县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海南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路在何方

农旅牵手 开启乡村振兴新路径

海南在发展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过程中还
存在哪些掣肘？在海南
全面推进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的背景下，海南
如何进一步规划发展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助
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12月12日下午，在
2019 国家战略与热带
农业峰会“世界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论
坛”现场，专家给出了建
议和意见。

当天下午，徐氏文
旅集团CEO范国辉、台
湾微鲸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国林、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休
闲农业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范武波以及海南省
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
李世杰分别发言，从四川
农科村农旅品牌之路、两
岸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与
乡村振兴、自贸区（港）背
景下的海南省休闲农业
发展研究等方面，为海南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
发展建言献策。

提到休闲农业，许多人都会想到
台湾。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比较早，在
农业创新、文化创意、产业链打造和
营销推广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
主题文化创意和创新经营方面的经
验尤为突出。”对于台湾的休闲农业
发展，陈国林如是说：“台湾休闲农业
发展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并
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我们发现，两岸农业发

展有很多相似之处。”
陈国林举例，“比如两岸都推进

融合发展为农村引进基础产业，都培
育壮大龙头企业增强乡村产业发展
活力，最终目标都是繁荣农村、脱贫
扶贫、振兴乡村。”

海南拥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政策
机遇、市场需求、文化基因和自然条
件。“近年来，海南各级政府部门在层
层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不仅
注重发掘当地的文化内涵、突出民族

特色，还在打造乡村旅游新产品、新
业态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创新，并
从政策上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等进行了部署和支
持。”范武波说道。

在海南乡村旅游案例中，李世
杰认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是亮点之一。“甘什岭槟榔谷在打造
乡村旅游过程中，把当地的民族文
化融入其中，让没有劳动力的黎族

苗族老人成为资源，这很好地实现
了乡村发展过程中，如何就地安置
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有效保障了农
民的利益。”

海南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
的有效途径。2018年，海南全省乡
村接待游客1024.64万人次，同比增
长7.69%，实现乡村旅游收入32.16
亿元，同比增长12.55%。截至目前，
累计评定椰级乡村旅游点106家。

新发展 探索创新成产业发展新业态

“目前海南乡村旅游发展参差
不齐，有很多好的经验，也存在很多
乱象。”李世杰说道，“同时，海南乡
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掣
肘，首先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没有
完成，土地流转不能正常进行，从而
制约了乡村产业化；其次是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权益得不到
切实保护；此外专业技术人才不够，

缺乏专业化国际化人才。”
范武波则认为，海南休闲农业

档次不高、游客消费水平低，其主
要原因是休闲农业投资大、资金回
笼慢，大资金不愿意投入，从而使
农业产业实力不强、经营主体素质
不高、互联网应用水平低、整体档
次低。

这是不足，也是挑战。

范武波在主旨发言中说道，当前
海南正在全力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提到，中央支持海南
发展的重大举措涵盖现代服务业、农
业、旅游等9个领域。其中在农业领
域，提出要加快推进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建设，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
中心，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在旅游
领域，要实施更加便利的离岛免税购
物政策，实现离岛旅客全覆盖，推进
全域旅游发展，而且对59个国家旅
客上岛免签。

“这为海南休闲农业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也必将为海南带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范武
波说。

新机遇 政策优势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 本报记者 郭萃 王培琳 周晓梦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周晓梦 郭萃

海南南繁基地为我国实现种业现代化和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全国农
作物品种有80%都经过南繁选育，南繁作物
种类目前已经扩展到水稻、棉花、小麦、烟草
等30余种。

“海南发展育种应发挥优势，结合海南的
特色，努力打造成国内育种行业的‘孵化器’。”
12月12日下午，2019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峰
会之“国际种业发展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共议
育种之道，对海南发展育种产业提出建议。

发挥优势
打造国内育种行业“孵化器”

自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频繁往来海南
从事棉花的育种科研、实验工作，中国农科院
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郭三堆对海南的
育种行业有着极高的评价。

他开门见山地表示，目前他们在棉花产业
取得的成效，育出的转单价抗虫基因棉花、转
抗除草剂基因棉花、长绒优质高产多抗棉等多
个品种，都与海南不无关系。

“海南在我国育种行业所拥有的优势是得
天独厚的，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郭三
堆说，海南气候适宜，在海南育种，可以大大缩
短更新时间，因为一年三熟，在北方需要三四
年完成的育种工作，在海南可能一年就完成
了，可以3至4倍地提高育种效率。

对此，海南大学作物学院教授罗丽娟表
示，除了气候优势，海南作为育种行业的重要
区域，也为育种行业提供了集聚技术、集聚智
慧的平台。

郭三堆建议，海南面积较小，土地规模有
限，大规模推广育种产业有客观限制，对此，海
南可发挥气候优势，只聚焦育种实验，将海南
打造成各个农作物品种的育种“孵化器”，育种
成功再大规模向别处推广。

专注特色
加强小众品种的育种科研

论坛上，不少与会专家表示，如今水稻、玉
米、大豆等大众品种已经很充足，不再像之前
那样有迫切的需求了，反而是一些小众的品
种，譬如热带物种植物等可以加强育种科研。

“譬如牧草，我们现在还大量需要进口，这
也是我们可以努力培育的品种。”罗丽娟说，

对此，郭三堆表示，海南发展育种行业要
结合海南的特色，通过加强对热带作物的育种
研究、对海洋产业的育种研究，加强海南的特
色产业发展。

“譬如，可以吸引育种类企业总部落地海
南，与内地企业联合起来，充分利用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政策，创造新的育种资源。”郭三堆
表示，海南只有利用好自身的特色，才能更加
持续地在育种行业取得长足发展。

他认为，海洋产业是海南较为特色的产
业，在海洋渔业的研究上重点发力，应大有
作为。

此外，海南可以打造育种科研、实验、鉴定
一体的育种产业链，让育种类企业在海南能有
更好的研发环境、实验环境，育种成熟后，再推
向全国，让海南成为全国育种行业的大基地、
大后方。

补足短板
加强国内外合作共促种业发展

育种产业的发展，需多方合力、共同协作。
海南省南繁协会秘书长、海南广陵高科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扬认为，育种行业的发展
需要育种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发挥各自
的特长，将育种科研与育种市场检验形成产业
链条，社会各界共同促进育种行业的发展。

“此外，海南也可以借助文昌卫星发射基
地，探索航天育种的发展。”罗丽娟说。

这一看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
与会专家表示，目前，热带作物种业的发

展和面临的问题，譬如规模小、统一管理困难、
热区热量不够，可能需要寻求与东南亚国家的
合作。

“海南土地资源有限，并且在培育热带作物
方面有时会热量不足，如果寻求与东南亚国家
的合作，将我国的技术与当地的气候、土地资源
相结合，或许能取得更好的成效。”罗丽娟说。

郭三堆也认为，在热带作物育种方面，
加强与东南亚等热带国家、地区的合作非常
必要。

古巴朗伯姆S·A集团公司北京代表处首
席代表阿迪蕾依·戈梅兹·欧伊尔表示，他们
公司在北京设有代表处，其职能包括促进两
国之间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他们希望中国
的专家可以赴古巴考察交流，寻求农业方面
合作的机会。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峰会线上线下齐推介海南农特产品

网红直播火 现场品鉴忙

③ 12月12日，网红阿林正通过抖音直
播，将现场美味的农产品展示给世界各地的
网友。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② 12月12日，屯昌推介现场，黑猪“全
猪宴”吸引了众多嘉宾关注。

① 12月12日，在2019国家战略与热
带农业峰会上，琼中和屯昌的农产品推介会
吸引了众多嘉宾参与。

专家学者为海南发展育种产业
建言献策

以特制胜
做优做强“种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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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种业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