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景好 南繁种业发展未来可期

补短板 向中国种业“南繁硅谷”迈进

优势强 气候得天独厚 聚集效应显著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王培琳

南繁，播种着一
片片希望，诞生着一
颗颗走向世界的“金
种子”。

12月 18日，在
2020海南自贸港与
热带农业峰会“‘南
繁硅谷’建设发展探
讨”主题圆桌对话现
场，与会嘉宾围绕如
何实现南繁“五化”
目标、海南如何更好
地推进南繁成果转
化、如何做大做强
“南繁硅谷”等问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表示，打造
“南繁硅谷”是国家
立足海南资源和区
位优势，推进种业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重大举措，对加快农
业科技创新、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

参会嘉宾共话“南繁硅谷”建设发展

深耕南繁 做大做强种业经济

两年来，我省积极打造南繁科
技城，引入了中科院、中国农大、中
国农科院等一批高等院校，种业研
发有了强力的“引擎”。此外，30个
国家部委均专门制定了支持政策，
投资了一大批农业种业项目逐步落
地。向中国种业“南繁硅谷”迈进，
还需不断迈步。

“南繁要着力围绕高产、优育或

特殊需求的新品种进行培育；同时
注重应用多学科、新技术，并要保障
可持续的科研发展方向。”夏志辉
说，要加快形成种业创新高地和产
业集聚中心。

有嘉宾指出，以南繁科技城和
全球动植物种子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为重点，要搭建种业关键共性技术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重要平台，利

用建设海南自贸港的特殊优惠政
策，积极推动制度集成创新，深化品
种管理和新品种保护制度改革。

王家保表示，要提高动植物知
识产权保护，打造知识产权高地，
创新建立种业法律法规新体系，以
实行更加开放的资源管理和更高
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全
球种子资源引进中转枢纽和贸易

制度体系。
在戴扬看来，打造“南繁硅谷”

需要有实业实体，需要企业的支撑
支持。“育种企业和科研院所各取
所长、加强合作，促进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共同打造育种科研与市场
检验产业链条，共促育种行业发
展。”他说。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南繁是农业科技的创新高地和
转化科研成果的引擎，为国家粮食
安全筑牢了创新底座。其未来发展
之路，备受瞩目。

“南繁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南
繁产业成为海南‘陆海空’高新技术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南繁登记备
案办法》等有关种业发展的政策法
规也逐步落实，可以说，南繁事业取
得了极大发展。”南繁育种海南省工

程实验室主任、研究员陈冠铭说。
他长期从事南繁科研和成果转化服
务工作，近年来在南繁科研服务、南
繁成果推广和产业规划领域取得了
丰富成果。在他看来，这片土地有
底气、有理由、有动力建设成为集科
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
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不少现场嘉宾表示，在国家战
略背景下，海南发挥国家南繁科研

育种基地优势，建设全球热带农业
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打造中国种业“南繁硅谷”，
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乘着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东风，
我省正以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
设为核心，以南繁科技城和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为
两翼，高标准打造国家种业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

资源研究所党委书记王家保表示。
王家保认为，随着“南繁硅谷”

的建设，科研单位的工作将开辟诸
多新领域，比如，作为独立第三方机
构给予技术支撑，对进出口种子进
行检验测试、鉴定种子纯度与质量、
品种登记、提供品种服务和相关认
证等。这将有利于科研机构加大对
新品种的保护力度，更便于保存优
质种质资源。

“南繁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大仓
库’，这里独特的气候优势和政策优
势，有力推进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
推广。”在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戴扬看来，南繁是一块难
得的宝地。

在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教
授夏志辉心中，南繁同样“地位特
别”。“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和生

态资源，让农作物加代繁殖，使品
种的育种周期大幅缩短，这是南
繁最大的优势之一。”夏志辉在会
场上表示，南繁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农业与科技发展作出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南繁有多重要？从现场嘉宾列
举的一组数据中能找到答案：新中
国成立以来育成的7000多个农作

物新品种中，超过 70%与南繁相
关。据统计，南繁杂交水稻在全国
累计种植面积超过3亿公顷，占全
国水稻种植总面积的60%以上，累
计增收稻谷4.5亿吨。我国杂交水
稻种子年出口约4.7万吨，占全国
种子出口量的95%以上，而杂交稻
育制种研究100%经过南繁。

“可以说，全世界的杂交水稻都

流淌着三亚南繁育种水稻的‘血
液’。”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曹
兵说。南繁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聚
集效应。多年来，这片高效育种的
土地共吸引了全国近 30 个省份
800多家单位约6000多名农业科
技专家、学者，汇聚着丰富的农业科
技成果，为打造新品种选育的“孵化
器”和“加速器”提供着强有力支撑。

■■■■■ ■■■■■ ■■■■■

本报海口12月 18日讯（记者王培琳
周晓梦）姜爆鸡、咖啡香焖鸡、西柠炸鸡脯
……以屯昌功夫鸡为食材，做出的12道色
香味俱全的菜式，引得现场观众品尝、拍照，
场面十分火热。12月18日上午，在2020
海南自贸港与热带农业峰会现场，临高和屯
昌分别进行当地特色美食推介和“舌尖上的
屯昌鸡系列”推介，引得现场嘉宾纷纷围观。

“功夫鸡会不会功夫”“功夫鸡可以
‘飞’三五米，是鸡中的运动健将”……不仅
色香味俱全的功夫鸡宴，让网友们直呼“流
口水”。12月18日上午，网红阿林正通过
抖音直播推介临高和屯昌的农产品，不断
跟网友介绍每种美食的渊源、每种食材的
出处。

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来冬交会和峰会现
场展示，也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临高
地地道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赠锦
表示，这是他第三年在会场推介青蟹产品，
推介卓有成效，现场就接到了来自上海、北
京等地的订单。

“参加推介让产品知名度越来越高，销
量也越来越好。现在企业的青蟹每年产量
5万斤左右，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他说。

据了解，作为2020海南冬交会的重要
活动之一，2020海南自贸港与热带农业峰
会汇聚国内学者专家的智慧，通过论坛、产
品推介、网红直播等多种活动形式，为海南
自贸港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乃至全国热
带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献智献策，为打
造海南自贸港农业产业升级转型凝结智慧。

当天峰会现场上主要推介了屯昌功夫
鸡和临高美食等。屯昌县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屯昌县委、县政府对发展屯昌鸡产业
极为重视，务实地提出打响“屯昌阉鸡”“功
夫鸡”“落根鸡”等品牌，大力发展林下养鸡，
并制作外包装纸箱包装销售，提高屯昌鸡的
知名度，极大程度地拉动了屯昌鸡产业的健
康发展。目前，屯昌鸡销路极好，农户的养
鸡积极性较高，市场潜力巨大。鸡产业也成

为屯昌调整产业结构，为百姓增收致富的新
途径。

临高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临高美食
闻名遐迩，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享誉中外的
临高乳猪，风味独特的临高土窑、别具一格
的多文空心菜、特色美味的金牌海鲜以及临
高传统小食韭菜饼、猪血肠、艾草耙、临高粉

等美食。此外，临高旅游资源丰富，有素称
“南海秋涛”的临高角，还有海南省现存较完
整，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临高文庙，有亚洲
最大、数量最多的牌坊群，共有87座牌坊组
成的文澜文化公园，有集观海，赶海，品海和
体验耕海文化于一体的乐豪乡村游等。欢
迎国内外友人前来观赏风景、品尝美食。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周
晓梦 王培琳）12月18日，2020海南
自贸港与热带农业峰会在海口举行。
来自国内“三农”领域的专家学者、涉
农组织和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以及企
业代表等约200人共聚一堂，共话热
带农业发展。

作为2020年冬交会的重要活动
之一，峰会以主题论坛、主旨演讲、圆
桌对话等形式，聚焦热带农业科技创
新发展、乡村振兴、自贸港背景下的

“三农”发展新机遇等话题，为农业发
展共同献智献策。

本次峰会共设置“‘南繁硅谷’建
设发展探讨”“海南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探讨”两大主题圆桌对话，邀请嘉宾代

表就专业领域展开深入交流，为海南
乃至全国热带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献言。峰会还组织了临高美食文化推
介，屯昌功夫鸡、落根鸡推介等活动，
展销海南农特产品，为参会各方搭建
对接交流平台。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中国工
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
远，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黄万达，
泰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农业处农业领
事芭桐娃蒂出席峰会。

峰会由农业农村部、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全国供销合作联社、海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农业农村厅、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

海南自贸港与热带农业峰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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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屯昌特色美食推介线上线下受热捧

功夫鸡吸睛 烤乳猪飘香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坚持科技创新 保障粮食安全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王培琳

“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12月18日，在2020海南自
贸港与热带农业峰会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发表主旨演
讲，为“科技创新与粮食安全”提出真知灼见。

“水稻、玉米和小麦是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
已实现自给自足，玉米自给率超过了95%。农业科技进步在我
国粮食产业中的贡献率突破60%，全国农作物耕种综合机械化
率超过70%，主要农作物实现良种全覆盖。”谢华安说。

据《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报告（2012-2017）》，我国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2年的53.5%提高到2017年的57.5%，取
得了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等一批突破性成果。科
技进步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提高。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这背
后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谢华安结合中国水稻育种成就指出，矮
化育种和籼型杂交稻的三系配套是现代水稻育种史上两个重要
的里程碑，使中国的水稻育种水平继续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离不开良种繁育推广。谢华安表
示，将培育“丰产性好、抗逆性强、品质优及适应性广”等四性综合
的水稻品种，能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适合于全程机械化操作、深
受农民喜爱的品种。发掘优异基因，创制高产、优质、抗逆和耐储
藏的优异种质，进而培育优质、高产、抗逆和耐储藏的新品种。

谢华安指出，在育种技术创新方面，应以传统育种方法为基
础，结合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与染色体工程技术、植物诱变技术、分
子育种和基因组编辑等技术，深入开展抗逆遗传育种等基础理论
研究及优化育种程序，创制具有优异性状的种质材料或新品种。

他表示，要多学科协作攻关，围绕培育水稻优势产业区，联
合多学科、多生态区的协作攻关，建立良种良法配套的区域化、
模式化、标准化、规范化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创制高产栽
培技术模式。机械插秧、机械收割方面，要开展节本、增效的水
稻栽培技术和实用机型的研究，实现水稻生产全程的机械化。

此外，要创制高产、优质、抗逆性强和广适应性的水稻新
材料，进而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和广适应性的水稻新品种，减
少农药和化肥的施用，实现粮食生产的化肥、农药减量使用

“两减”目标。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

绿色兴农 高效发展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王培琳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围
绕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确保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取得新成效。其
中，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
量是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项重要任务。”12月18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在2020海南自贸港与热
带农业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道。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投入大，产出低，绿色发展形势严峻。数
据统计显示，2018年全球农用膜市场规模已接近500万吨，中
国约占整个农用膜市场69%；我国常年化肥用量达到5600万
吨，占全球化肥消费的35%。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新的绿色革命支撑‘数量
足’；营养品质改良引领‘质量优’；循环绿色技术保障‘生态
绿’；未来农业模式助推‘效益高’。”宋宝安表示，农业绿色发展，
离不开减量、增效、可持续等关键词。

宋宝安指出，国外农业投入品的提质增效，主要从绿色投入
品创制、精准肥药、可降解农膜方面着力。“目前我国在农业面源
与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绿色投入品等方面
也取得不少成效。”宋宝安结合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形势分析，从
解决技术瓶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他指出，在绿色农药创制上，要注重新靶标发现、天然产物
活性优化、高通量筛选、生物合理分子设计及仿生合成、清洁化
制备技术和风险评估技术于一体的关键技术体系。农药精准化
利用方面，针对防治对象实现科学选药、合理用药、精准靶药等
的农药精准化施用技术，针对保护对象实现残留监控、用药溯源
等农药大数据技术。

此外，肥料创制的关键技术，则在于智能型绿色微生物肥料
产品创制技术。而农膜亟须低成本、可控生物降解地膜专用料
定制技术和残膜资源化利用技术。有机肥亟须在土壤中微生物
转化、养分释放匹配作物需求技术，以及畜禽粪肥重金属与抗生
素无害化去除技术。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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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屯昌县在海口举行美食文化专场推介会，吸引众人围观。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