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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质局：

建功自贸显担当 不忘初心谱华章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结硕果，未来将构建“一网两核N基地”

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农业科技引擎

科技是国之
利器，国家赖之以
强，企业赖之以
利，人民赖之以
富。长期以来，作
为“琼”字号农业
科研院所，海南省
农业科学院（以下
简称省农科院）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
让初心薪火相传，
把使命永担在肩，
通过不断提升科
技创新综合能力，
取得一批重大使
用技术成果，科技
服务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成效明
显，不断致力于打
造海南自贸港农
业科技“海农科”
品牌，打造海南自
贸港高质量发展
的农业科技引擎。

新成效：
自主创新取得一批重大实用科技成果

目前，省农科院已经发展成为基
础条件较为完备、研究学科较为齐全、
技术创新优势较为突出的全省综合性
农业科研中心。

一组数据凸显科研实力：“十三
五”期间，省农科院获准立项532项，
与“十二五”相比，立项项目数增加
10%，立项经费增加 8.5%；主持省重
大项目3项，取得历史性突破；获省部
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24项，其中以省
农科院为主要完成单位的“中国野生
稻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海南2017年
度唯一获国家级奖励的科技成果，也
是海南“十三五”期间获得的国家级科
研奖励之一。

高度重视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
定、创新利用和优良新品种的引进示
范推广工作，助力国家打响“种业翻身
仗”。省农科院共收集各类种质资源
6013份，自主培育筛选新品种（品系）
及组合97个，34个新品种通过省级审
定或认定，与“十二五”相比增长
26%。

平台支撑体系建设得到完善，
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省农科院
已建成 28 个国家、省部级科技平
台，包括 6 个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综
合实验站，6 个国家农业科学实验
站（海南）标准站，5 个农业部科学
观测实验站，8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和 3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在

“十二五”建立三级科研平台的基础
上，实现“一所一省级重点实验室”
目标。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人才队伍建
设迈上新台阶。省农科院建立院士创
新平台；入选海南“双百”人才团队共
4支；入选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共
17人，被认定为省领军人才等高层次
人才共83人，获批国务院特贴专家3
人、省优专家5人；获得“全国先进工
作者”等国家级荣誉的科技人员有12
人；获得“海南省先进工作者”“海南
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省级荣誉的科
技人员21人；启动建设5个特色重点
学科，选拔培养学科带头人和青年学
术骨干共24人。

新模式：
科技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效明显

“十三五”以来，全省上下尽锐
出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省农科院打出“海农科”品牌，将科
技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为我省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打造热带特色农业“王
牌”、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效的
科技支撑。

省农科院研制、引进创新推广的
农牧新品种、新技术和科技培训在
全省覆盖率超过 60%。在“十二五”
基础上，建设新科技示范点 844 个，
推广新品种 125 个、新技术 225 项，
其中粮食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
用面积达430多万亩，示范推广畜禽
种苗 3895.2 万只（头），培训农户超

过 10 万人次，培训基层农技人员及
种植大户超过2000人。

创新科技帮扶形式，把科技送到
田间地头，让海南农业提质增效、农
民丰产增收。“十三五”期间，省农科
院利用“院地合作”“院企合作”“科
技副市县长”“科技副乡镇长”“科技
特派员”“脱贫攻坚工作队”“乡村振
兴工作队”等服务“三农”的有效新
方式，累计派出科技人员 1 万人次，
在全省范围尤其是贫困市县及贫困
村开展农业科技结对帮扶，覆盖产
业扶贫面积达 20 多万亩；累计派出
120 名科技人员到省农业农村厅产
业扶贫办等有关部门开展有关科
技、产业扶贫等工作。

坚持农业科技“走出去”，对外
交流合作开拓新局面。省农科院积
极参加“中国-东盟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中国热带农业对外合作发展联
盟”“国家蔬菜科技与产业创新联
盟”“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 9
个科技创新联盟，参与农业科技相
关领域全国协同创新工作。先后派
出多批科技人员赴东南亚及欧洲等
国家进行交流访问，积极参与非洲
刚果（布）援非项目、非洲赤道几内
亚“一带一路”合作等等项目。成功
承办第五届国际农科院院长高层研
讨会，与 30 多个国际农业机构和农
业研究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向国际农
业科技界打响海南热带农业品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省农科院积极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院党组班子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奋
进的力量，准确把握“三农”工作在服务全国大局中的独
特作用、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海
南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中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切实增强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带领全院广大职工，努力拼搏，致力
于打造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农业科技引擎。

省农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周燕华表示，未来，依托“一
网两核N基地”的战略布局，省农科院将打造海南自由贸
易港农业科技品牌“海农科”，努力发展成为国家南繁硅
谷战略的海南担当，努力构建全球热区农科成果的转化
纽带，全力构筑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支撑。

“一网”即以多种形式联动全省各市县农科所、热作
所、农技中心、重点园区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推动省农科
院科技资源下沉，围绕19个市县特色优势产业形成覆盖
全省的农业技术服务与支撑网。同时，创办“海南自贸港
农艺师学院”，打造我省高层次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基
地，创新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培育造就一支适应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两核”包括南北两核。北核是农科创新合作核，即联
合海口市政府、南繁科技城有限公司将位于海口的农科院
本部打造成海南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聚焦国际农科开放创
新与热带高效农业领域，重点发展农科创新服务和国际交流
推广两大产业功能，打造国际农科交流中心、热带农业科创
中心、国际农科人才培训基地等八大重点项目，成为自贸港
热带农科创新节点、南繁硅谷国际交流窗口。南核是农业科
研创新核，即已入驻南繁科技城的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
研究院，将导入核心科研院所，推动先进团队、重大项目引
入，重点开展热带特色畜禽、经济作物、水产、热带雨林等领
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移转化等，以及承担检验检
测、实验外包、产品设计改良、技术培训等相关领域的科技服
务，构筑科技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强核，推动南繁种业创
新与海南产业发展突破。南北双核协调联动发展，在推动
开放发展的同时，提升内在科技创新能力，做到“内外兼修”。

“N基地”即在强化建设现有省内各个差异化、特色
化农科基地的同时，面向“一带一路”及全球热区国家打
造一批国内国际“试验+产业化”基地。

（撰文/傅一艺 崔璐）

新布局：
“十四五”期间将构建
“一网两核N基地”

1953年，地质队伍
进驻海南岛。近70年风
雨征程，海南地质人以浓
重深厚的家国情怀、无私
奉献的精神伟力、科学专
业的工作风范，在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项目科学精
准数据、地质科研成果等
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地质工作先行性、基础
性作用，谱下壮丽精彩的
地质华章。

辉煌历史，不忘初心

1953年，原地质部中南地质局在
海南原东方县石碌地区成立铁矿勘探
队，是海南第一支地质队伍。此后有
色系统、核工业系统的专业地质队伍
相继于1968年、1978年进驻海南。
老一辈海南地质人肩负着为国找矿的
历史使命，在20世纪下半叶累计在海
南发现矿产86种，探明石碌铁矿、羊
角岭水晶矿等469处，其中大型64处、
中型131处。保有资源储量列全国前
十位的矿产10多种，其中富铁矿、玻
璃用石英砂、锆英石位居全国第一。

进入21世纪，海南地质队伍继续
胸怀大局，奋发进取，为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区域地质调查有了新开拓。
2000年启动1：25万区域地质调查，
持续开展1：5万区域地质调查，编撰
出版《海南省区域地质志》，填补了我
省区域地质志出书空白，提高了国土
资源调查研究程度，支撑服务了重大
工程选址和经济社会发展。

水工环地质取得新突破。完成
1：25万海南岛生态环境地质综合研

究及多个市县的环境地质调查。
农业地质迎来新局面。2004年

来，省部合作的海南岛生态地球化学
调查项目开创了海南省农业地质工作
新局面。该项目覆盖全海南岛和近岸
10米以浅海域，于2011年全面完成。
项目成果为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区
划，富硒农产品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基
础性、应用性海量地学数据服务。

遥感地质工作全面启动。2002
年以来，先后开展了国家“863”计划

“华南热带作物区生态地质环境变化
动态遥感监测”、海南省矿产卫片遥感
解译等工作。为我省国土空间管控、
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高效快捷依据。

地球物理工作向纵深推进。
2008年至2011年，开展了海南岛1：
10万的高精度航磁测量、昌江-高峰
等局部地区1：5万高精度航磁测量
等。为区域地质构造研究、区域矿产
资源勘查部署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项项新突破、新成果，标志着
海南地质工作达到了新的高度，为迈
向新的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十年磨剑，砥砺奋进

2010年，原省地矿局、省地勘局合
并成立省地质局，海南地质工作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2014年，从大局出发，该
局把工作重心从地质找矿为主调整到
拓展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上来，紧
紧抓住服务全省重大项目和生态环境
建设，成功实现地质工作转型升级。

地质工作公益先行作用不断凸
显——

实施各类基础性、公益性、战略
性地质勘查项目515项。完成1：5万
区域地质调查26个图幅，累计完成
69个图幅，总面积2.56万平方公里，
约占海南岛面积的73%，完成比例在
全国各省靠前。基本摸清金、铜、银、
钼等矿种资源家底。全岛发现9545
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地和20余种富硒
农产品。海南国际旅游岛地质环境
综合调查等一批成果为地质研究、矿
业执法、灾害防范、矿山治理等提供
了科学依据。

地质服务保障功能不断增强
——

实施海洋项目167项，完成海南

省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与评价等一
批重点项目，完成100多项用海项目
的规划和海域使用论证等方面的工
作，为海洋强省建设作出了贡献。参
与实施西环高铁、环岛高速公路等
365个省市（县）重点项目，服务全省
重大工程建设。新发现各类矿产地
103处，石碌铁矿、琼西南金矿勘查取
得重大突破，探明黄金、铁矿石等多
种资源新增储量，为国家资源储备和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地质科研成果丰硕——
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课题45项。推动项目与科研有机结
合，石碌铁矿接替资源勘查、海南岛
生态地球化学调查项目获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琼西南金矿勘查项目获
得省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琼州海峡
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研究获原
国土资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石碌
铁矿接替资源勘查新增铁矿石1亿多
吨，延长矿山寿命50多年。研究制定
了富硒农产品标准，规划了绿色农产
品和富硒农产品产地。

2018年来，海南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新阶
段。省地质局聚焦海南发展新任务，积极精准高效服务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国家重大战略。

2018年，海口江东新区启动建设，省地质局承担该
区城市地质调查工作，为江东新区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
据。该局火速组织队伍奔赴现场，用3个月时间完成正
常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的野外勘察工作，耗时7个多
月就完成正常需要两年多才能完成的江东新区298平方
公里勘察任务。这是全国首个满足详细规划需要的城市
地质调查项目，为江东新区规划设计、大规模开发和今后
管理提供了可靠科学依据。

根据省政府部署，2019年省地质局完成全省13条流
域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江大河的河砂资源调查评
价，共查明河砂资源储量5亿立方米，为海南自贸港重大
工程和民生工程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

根据省政府部署，省地质局在2019年至2023年对
全岛周边海砂资源和岛内石料机制砂资源进行摸底调
查，保障自贸港建设对砂石资源的需求。在2020年全面
完成琼州海峡东口和昌化江入海口海砂资源调查评价，
查明资源储量10.52亿立方基础上，2021年开展琼州海
峡西口、珠碧江入海口海砂资源调查；明后两年还将继续
开展海南岛周边其他海域海砂资源调查。“十四五”期间，
该局将完成全省20个选区、10个勘查区石料机制砂详
查，预计提交资源储量3亿立方米。河砂、海砂和石料的
勘查，将解决我省今后几十年建设项目资源保障需求，为
海南自贸港重大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作出重大贡献。

省地质局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积极为三亚新机
场、儋州机场、东方机场规划建设提供地质资料，完成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等工程勘察任务。完成编写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地质资源与地质环境概况》报
告。完成了海南岛热带特色农业区生态地质调查、海口
港周边陆域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调查等任务。高质量服
务航天基地建设，完成文昌海洋地质调查。

“成绩已属于过去，未来唯有奋斗，我们一定要牢记
初心使命，埋头苦干，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省地质局局长李海忠表示，今后，该局将紧紧围
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
力以赴完成各项地质工作任务，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资源要素保障，为高质量高标准建成海南自由贸易港
作出地质新贡献。 （撰文/清明 黎大辉）

建功自贸，彰显担当

海南省地质局技术人员对昌化江建筑用砂资源调查评价项目现场。 （海南省地质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