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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涌海之南 奋楫自贸港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万宁兴隆热带植物园内，一棵棵
可可树上长满白色或紫红色小花，在
一片葱绿中分外惹眼。

“每年五六月，可可进入花期，9
月前后开始大量结果，次年二三月迎
来主收获期。”6月22日，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以下简称
中国热科院香饮所）副研究员李付鹏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可可的果实多是
梭形的，像个小橄榄球，常常吸引许多
好奇的游客拍摄。

可可豆经过加工，可制成巧克力，
爱吃巧克力的人大多知道可可，但鲜
少有人亲眼见过长在树上的可可。“可
可很稀奇，和很多游客一样，我第一眼
见到它时，也被它奇特的外观吸引
了。”李付鹏说，2012年从华中农业大
学博士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热科院香
饮所，带着极大的兴趣和喜爱投入到
可可的研究中来。

“可可是世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
国内主要分布在海南、云南部分地区及
台湾等地，我国市面上可可制品的原料
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因此可可很具有研

究价值。”李付鹏说，海南拥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气候温暖、空气湿度大，种
在这里的可可有着非凡的生命力。

这8年时间里，他和团队成员一
直致力于可可等香料饮料作物的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和创新利
用，先后从10余个国家抢救性收集
引进278份可可资源，首次引进具有
重要开发利用价值的大花可可、双色
可可等珍贵野生种，并在海南创建了
我国首个可可种质资源专类圃，使我
国可可资源保存总量超过400份。

“这些基础研究不仅丰富了国家种
质资源，也丰富了可可的育种材料。有
更多育种材料，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
种。”李付鹏说，一粒可可种子从发芽到

结果，需要2年到3年，到了第五年就可
进入丰产期，其经济寿命长达30年，此
外可可还可以在椰子、槟榔等经济林下
间作种植，利用闲置的自然和土地资
源，提高单位面积产出。

良种是可可产业发展的基础。利
用系统选育和人工杂交技术，李付鹏
团队创制筛选出了93份可可优良新
种质，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育出
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可
新品种“热引4号”。

此外，李付鹏团队制定完善了可可
的种质资源描述评价技术体系，实现了
资源鉴定评价标准化和规范化。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为支撑，他们成功分析
出可可蔗糖合成转运的3个基因家族，

明确了基因时空表达模式，揭示了可可
产量形成过程中的物质转运和分配机
制，同时初步确定了与可可脂含量相关
的关键基因，为分子育种奠定基础。

当前李付鹏入选第二批“南海系列”
育才计划“南海名家”序列。“作为一名研
究海南特色热带作物的科研人员，能获
此殊荣，我感受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对
人才的重视，对热带农业发展的重视。”
他说，做这一行要花十几年甚至是二三
十年时间，才能收获好的研究成果。未
来他愿继续深耕这一领域，为海南做大
做强做优可可产业贡献科技力量，并加
入海南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建设，积
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万城6月22日电）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饮所副研究员李付鹏：

培育可可良种 贡献科技力量

全省青少年科普小先生
演讲比赛开始报名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王玉洁）主题为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的第十三届海南省青少年
“科普小先生”演讲比赛即将启动，6月22日至7
月3日，全省中小学生均可报名参赛，做垃圾分类
的宣传者，传播绿色健康理念。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参赛选手可结合日常
生活，通过演讲阐述各自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理解，
宣传垃圾分类对生活、对人类、对地球的重要性以
及垃圾分类知识等，倡导资源回收利用，共同营造
清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呼吁社会公众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

据悉，比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联合举办，设
立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奖项，每个奖项设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入围一等奖的作品
将通过南海网开展网络人气投票，前三名选手获
本届大赛“人气之星”。

城水交融映晚霞

琼中多个部门单位
直播“带岗”引才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田春宇）6月22日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教育、医疗等多个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
人来到海口，在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抖音直播间
卖力“带岗”引才，全面推介该县引才留才政策。

据介绍，琼中教育部门已抛出发放安家费等
“一条龙”人才服务保障措施。其中，对引进优秀校
长给予30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安家费，学科骨干
教师给予15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安家费；对引进
的优秀校长、学科骨干教师每年发放生活补贴3万
元至10万元不等。此外，琼中按照不同医疗人员
提供引才优惠政策，其中最高发放一次性安家费
80万元。对派出固定2人至3人全年到琼中医疗
单位进行学科管理和技术服务的专家团队，签约团
队带头人专家每月定期到琼中进行质量管理和带
教一次的，将每年给予团队服务费36万元。

据悉，此次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2020年面向
全球招聘人才线上宣传推介会由琼中县委组织
部、琼中县委人才发展局、琼中县人社局联合新海
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共同推出。读者可
在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海网抖音、南国都市
报《自贸港人才周刊》上了解琼中人才政策及岗位
情况，还可以通过琼中县人民政府网、海招网等平
台及时掌握相关招聘信息。

近日，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内，整治修复后的澄江河河段，在夕阳的衬托下，景色美不胜收。
近年来，澄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农业、水务、林业等多部门联手谋划治理与保护河流，从源头纳管截污、水体治理、生态修复等多个环节

入手，力争实现水清、岸绿、景美、民乐。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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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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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招商环境，
和当地的气候一样温
暖！今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我们出差非常
不便，三亚当地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主动为我们
企业简化注册手续、寻
找办公场地，注册成功
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还
帮我们‘找对象’，向当
地政府和企业推介我们
智慧农业项目。”6月21
日，三亚珈和遥感卫星
公司联合创始人陈淑敏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中共海南省
委关于贯彻落实《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的决定指出，建设智
慧海南，推动人工智能、
物联网、大数据、数字贸
易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应
用，支持电商网购、电子
竞技、在线服务等新业
态发展，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

今年年初，三亚珈
和遥感卫星公司落户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随着
海南自贸港建设步伐的
加速，一批智慧农业企
业被海南农业产业发展
前景的“硬实力”和招商
引资的“软环境”吸引，
将在种植、养殖、产销对
接等环节注入“智慧”因
子，助力海南发展热带
高效现代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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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
初，武汉珈和科技

有限公司在海南成
立分公司后，专门在这

里建立技术创新基地。我
们企业的核心技术是农作物

识别，海南气候优势明显，农
作物品种丰富，在这里做实验节

约了企业成本，技术成熟后可以在
全国各单位推广应用。”陈淑敏说。

她介绍，公司研发的智慧农业项
目“农业遥感卫星大数据平台”，主要

是通过卫星数据解译技术，对农业用地、
农作物种植分布、长势情况进行摸底，做
到全省农业“一张图”，让数据互联互通，
为政府部门和企业做决策支持，“此外，自
贸港建设将重点发力南繁种业，我们企业

也希望能为三亚南繁基地提供‘智慧大
脑’，目前技术可以在种子分类管理、种子
种植、土壤墒情等方面应用。”

中数经纬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周晓健
近日有点忙，他正在积极对接海南一些市
县的农业、招商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部分
市县对智慧农业项目能否帮助政府部门
提供农产品产销对接、电商销售做出决策
支持需求较大。随着自贸港建设步伐的
加快，海南农产品企业对外贸易的需求也
会加大。”周晓健说。

周晓健介绍，公司自主研发“境外农
产品贸易大数据决策支持系统”，通过大
数据搜集和处理，将为海南农业企业提供
境外农产品价格指数、产量、供需关系变
化提供商务决策支持，同时，可为海南农
业企业提供境外招商宣传提供支持。

海 南
普适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本是
一家专注于金融领
域大数据分析的企业，
今年成立了新的农业团
队，瞄准智慧农业发展。“公
司在金融大数据分析上积累
多年经验，发现农业发展与金
融业风险控制、潜在客户挖掘等存
在共性，于是开发出‘橡胶林智能管
理平台’。”海南普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算法工程师钟穗希表示，在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机遇下，智慧农业将迎来新风口。
该平台通过运用知识图谱技术，解决海南
胶园管理的虫害判断、营养状况检测以及
农药化肥的具体实施方案三大难点问题。

橡胶作为海南热带经济作物重要的
“三棵树”之一，是我省最大的热带农业产
业。“橡胶产业目前面临胶农老龄化的难
题，多数胶农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新
胶工青黄不接。”钟穗希边介绍边演示
橡胶林智能管理平台运用方法：胶农
只需拿着手机，对准胶叶虫害拍照，
上传至相关App,系统就会通过大
数据搜索相关知识字典，在手机页
面显示防治虫害的原因和方法。

他介绍，目前，虫害判断只
能由极少数有经验的胶工以
及专家实施，宝贵的橡胶种

植管理经验正不断流失。
“通过智慧管理平台让

知识资产化。同
时，新技术

还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根据现有科研成
果，精准施肥能带来9.8%的橡胶增产率，同
时能节省约15%的化肥用量。”钟穗希说。

“智慧农业通过大数据，有利于帮助海
南境外农产品贸易更精准地对接客户和市
场。”周晓健表示，目前，海南农业企业在海
外扩大市场的主要方式还是依赖“熟人关
系”，这种方式对新渠道的拓宽有限，建议可
利用大数据匹配精准营销。

他举例，罗非鱼是我省主要创汇农产
品，通过智慧平台在海量的大数据中提炼
出有效信息，进而有效地进行境外推广和
招商，做到精准投放客户群体。“谁掌握数
据，谁就掌握市场。”

“智慧农业是农业信息化发展高级阶
段，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趋势。目前，公
司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建了一个园区，投
资超1亿元，将投入引进智能设备，发展智
慧养殖。”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蔡

春有表示，公司主营业务为南繁水产种
苗，目前已经出口20多个国家，主要出口
种苗为石斑鱼、鲷类、鲳类，年出口量为上
亿尾。公司引入智慧设备后，养殖系统
将实现自动报警、自动采光、自动保持恒
温等，实现智慧养殖，大大降低人工成
本，降低农业风险，有利于公司将水产
种业做大做强。

在自贸港建设的东风下，越
来越多的企业发力智慧农业，未
来也将从农业结构、产销对接
等方面对海南农业进行变
革，催生海南农业发展新
动能，助力海南发展热
带高效现代化农业。
（本报海口6月
22日讯）

一批智慧农业企业落户海南

海南农业将变得更“聪明”

A

B

·延伸

扫一扫看视频
海南农业“智慧”转型

视频文案:
魏燕

视频拍摄/剪辑:
周达延
配音:

史雅洁

农户用手机扫描橙子上的二维码，可以
查看橙子的生长土壤温湿度等数十项数据。

在琼海市博鳌镇北山村，海南农飞客工
作人员用植保无人机给水稻打药。

在儋州市的海南农垦西培农场有限公司的火龙果种
植基地，职工利用智慧农业系统查看火龙果生长地块。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