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有丰富的渔业种质资源和得天独
厚的气候优势，为海南发展水产南繁种业
创造了难得的条件。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省罗非鱼鱼
苗产量达219.76亿尾，石斑鱼鱼苗产量达
1.4302亿尾。罗非鱼主要销售地区为海
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地以及东南亚
国家，石斑鱼鱼苗主要销往海南、广东、广
西、福建等地。

一批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和品种正在涌
现。目前，我省已拥有国家级良种场2家、
省级水产良种场19家、水产种苗企业433
家，主要分布在文昌、琼海、陵水、东方、临
高等市县。

“在海南建设南繁基地，能充分利用海
南独特优越的气候条件，不仅能满足本省
渔业需求，还可以远销国内外。渔业南繁
大有可为，可以大展海南种业发展的宏
图。”林浩然在谈到水产南繁时指出。

林浩然认为，海南气候环境得天独
厚，在水产苗种生产上，特别是海水鱼
苗、虾苗方面优势明显。海南的种鱼产卵
早、质量优，比广东地区早产约80天，比
福建地区早产约100天，苗种国内市场占
有率达 80%以上，是全国名副其实的海
水鱼“早繁”基地，直接影响国内海水鱼
产业发展。

但目前海南在水产技术上优势不突
出，水产良种增产贡献率和覆盖率低，水产
种苗生产基地存在规模小、标准低、设施落
后、品牌意识不强等问题，良种良苗育、繁、
推一体化技术体系尚未形成，还不能充分
发挥海南作为我国唯一的南繁水产基地的
作用。林浩然建议，整合产业和科研力量，
开展“科技兴渔”，以发展南繁水产育种业
为抓手，促进产业升级。

“去年，我们已经申请到农业农村部的
种质资源提升项目，总投资1000多万元。
目前企业还在申请建设国家级水产良种场，
下一步还将打造临高宝路水产产业园，加大
在种业上的投资力度。”赵章定表示。

日前刚印发的《海南省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和利用发展规划（2021-2025年）》指出，
到2025年，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名录制
定完成，资源分布、种群密度等信息基本掌
握并实现实时监测，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率达到70%以上，完成60
种以上主要养殖品种的保存工作，渔业重要
种质资源合理保护利用格局初步形成。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三亚南繁科技城建设正加强水产育种机构
引进。下一步将高标准制定好《南繁硅谷
规划》水产部分，集中建设一批水产苗种产
业园，重点抓好“三鱼一虾一螺”苗种产业
发展。他表示，海南将强化科技支撑，通过
项目和产业带动，引进科研单位及人才，为
水产种业产业发展提供动力。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

三鱼一虾一螺：
“苗”绘南繁宏图C

把握优势补短板，开展“科技兴
渔”，促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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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出虎龙杂交斑、云龙杂交斑、红东星斑等广受欢迎的养殖种类

石斑鱼：曾经一苗难求，如今成绩斐然

7月24日中午，在位于东方市感城镇
的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综合繁养基地
养鱼车间里，一群石斑鱼在池子里游得悠
哉游哉。这些石斑鱼最重的有60多斤，
年纪最大的有“12岁”，身体呈褐色，有斑
点，看起来和一般品种的石斑鱼并无太大
差异，但它们其实是石斑鱼的“新成员”。

这是虎龙杂交斑，是龙胆石斑鱼与老
虎斑的杂交新品种，由海南晨海水产有限
公司与中山大学、海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共
同研发，经过严格选育达到性状稳定，建立
了符合国家要求的新品种审定标准，2017
年被农业农村部审定为“水产新品种”。

“虎龙杂交斑若正饿着肚子，你随便
扔点什么进去，都会立刻给你咬断，性格
十分凶猛！之所以这么凶猛，是因为遗传
了妈妈——老虎斑的基因。”海南晨海水
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春仁指着一个高
位池里的老虎斑说。

相比普通的老虎斑，经过选育的虎龙
杂交斑生长速度快且抗病能力强。经过
近几年的推广，虎龙杂交斑品种市场占有
率不断提高。

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春
有从事石斑鱼育种、育苗已有二十多年。

“以前，石斑鱼苗种的来源主要为天然捕
捞、国外进口等。由于不掌握相关育种技
术，国内企业随时可能会被‘卡脖子’。”

和蔡春有一样，许多石斑鱼苗养殖户
曾有“一苗难求”的回忆：想要买到石斑鱼
鱼苗不但要在合适的季节，还要凌晨四五
点就去抢购，普通的石斑鱼苗已是十分难
得，优质的石斑鱼苗更是来之不易。

如何才能育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石斑鱼
种苗？蔡春有在选择种鱼时全部选择从国
外进口。由于在选购种鱼时无法掌握对方
是否采用科学的捕捞方式，曾多次发生买
回来的种鱼还未繁殖就全部死亡的情况。

在一次次摸索和学习中，蔡春有积极
和科研院所合作。他们在海南晨海水产
东方感城综合繁养基地设立了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山大学教授林浩然院士工作
站，通过和科研团队合作，加速选育石斑
鱼种苗。

在培育虎龙杂交斑的过程中，由于龙
胆石斑鱼与老虎斑两种种鱼的性成熟期
不同，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该公司的南海鱼类精子库，一名
科研人员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一个桶装
模样的液氮精子冷库，里面的温度是零

下196摄氏度。别看这个液氮精子冷库
比较袖珍，里面存放着48种南海鱼类精
子，包括石斑类、笛鲷类、鲳鲹类等经济
鱼类。

“一般的鱼类种苗精子常温只能保
存1天，通过普通的保鲜技术也只能保存
2-3天，通过液氮技术，这个精子库里鱼
类种苗精子可以保存一两年。”黄春仁介
绍，当时液氮技术运用在渔业育种中还
是较为罕见的，可谓是渔业育种的一次
新突破。

蔡春有介绍，“虎龙杂交斑”的选育工
作到目前为止，已经研究了10多年。石
斑鱼的繁殖周期较长，亲本需要经过2代
验证达到性状稳定的要求才能作为亲本
进行杂交。“种苗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
沉下心来做。付出总有收获，仅虎龙杂交
斑这一个品种，目前国内年产值已经达到
100多亿元。”

“石斑鱼作为不可多得的优良热带海
水品种，近年来已涌现出虎龙杂交斑、云
龙杂交斑、红东星斑等广受欢迎的养殖种
类。这都依赖于良种培育、营养饲料、病
害防控、设施设备、加工物流等各个环节
不断创新的成果。”林浩然表示。

海南种业系列深度报道之

一个石斑鱼新品种
能“游”出超百亿元的产
值，一家罗非鱼苗育种销
售企业年产值能达到 1
亿元。

这些数据中蕴藏的
商业逻辑是什么？答案，
是种业的力量。

2021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
仗。海南拥有优越的自
然环境，素有“南繁水产
硅谷”之称。2020 年，
海南省水产苗种产量
2024亿尾，总产值近38
亿元，大量销往国内外市
场。其中，“三鱼一虾一
螺”优势最为明显，石斑
鱼鱼卵、金鲳鱼鱼卵、东
风螺苗种全国市场占有
率均超过95%，南美白
对虾一代虾苗占37%、
罗非鱼鱼苗占26%。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
通过探访石斑鱼、罗非鱼
“两条鱼”，窥见海南南繁
水产种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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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业经营17年，不断选育罗非鱼良种，历经10余年实现盈利

罗非鱼：坚持良种先行，借双循环发力

⬇ 在海南晨海水
产有限公司东方感城
基地，工作人员在进
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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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鱼苗，育苗》

养殖基地里的鳃棘鲈（东星斑）。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里的虎龙杂交斑。

海南省水产苗种产量2024亿尾

总产值近38亿元

全国市场占有率
均超过95%

南美白对虾一代虾苗占37% 罗非鱼鱼苗占26%

石斑鱼鱼卵

金鲳鱼鱼卵

东风螺苗种

显微镜下的石斑鱼种苗。

目前我省
已拥有

国家级良种场2家

省级水产良种场 19家

水产种苗企业433家

7月26日，临高县博厚镇马袅村，海南
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马袅苗种基地里，一
位工人正拿起一个蓝色的注射器，将一个个
3厘米大小的芯片注射进罗非鱼体内。

“这就是罗非鱼的身份证，每条鱼都有
一个编码。”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CEO赵章定说，芯片上的编码会准确记录
罗非鱼的信息，如体重、年龄、家系等等，通
过和电脑终端连接，可实现大数据育种，尤
其是在优良性状的提升、避免近亲繁殖、品
种退化上起到关键溯源和核心作用。

“做种业，先要舍得投入。”谈起罗非
鱼的育种之路，这位曾在挪威留学四年的

“海龟”有自己的看法。他举例，三文鱼是

闻名世界的“一条鱼”产业，在挪威这样水
产养殖很发达的国家，已经坚持做三文鱼
育种50年，但是企业和科研人员仍未停
止育种的步伐。

吉富罗非鱼来自非洲，2001年宝路
水产将该品种引入中国，经过长达3个月
的对比试验，吉富罗非鱼表现出出肉率
高、生长周期短、规格均匀等品种优势。
随后，宝路水产从越南引进全套100多个
家系的罗非鱼品种，建立罗非鱼种质资源
库，按照一年一代的频率进行良种选育。

据介绍，宝路水产每年对育种育苗的
投入要花300万元-400万元。企业经营
17年来，前14年基本都在亏损，近几年开
始盈利。“从全球种子公司的发展趋势来
看，育种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赵章定
认为，育种，企业需要资金、人才、技术、更
要有情怀，心系行业，沉下心做好打长期
持久战的心态，才有可能做成。

目前，宝路水产企业已经选育出青
宝路（吉富罗非鱼）、蓝宝路、红宝路三种
罗非鱼品种，其中吉富罗非鱼是主要的

商业品种，种质资源和种苗品质已得到
国内外市场的认可，并输出到东南亚和
非洲国家。

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汪玉祥表示，近年来罗非鱼市场行情
出现波动，一些小型罗非鱼苗孵化场频
频倒闭，国内罗非鱼养殖户对优质鱼苗
需求更加迫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做
良种良苗的信心，我们也在不断扩大投
资规模，通过搭建遮阳棚、建设集约化工
厂化养殖场等渠道，破解高温鱼苗孵化
的瓶颈。”

宝路水产一方面持续提高吉富罗非
鱼品种在国内国外市场的占有率，另一方
面还在推动蓝宝路、红宝路等优质新品种

“游”出一个全新的市场。“海南罗非鱼主
要的销售市场是在国外，加工成鱼片后出
口。”汪玉祥表示，蓝宝路和红宝路两个新
品种的繁殖率虽然比吉富系列稍逊一筹，
但是外观靓丽、肉质细腻，更符合国内消
费者的偏好，期待它们能借助双循环发
力，在国内市场也有好的表现。

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