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过去的“十一”
黄金周，对于博士研究
生朱林而言，是个特殊
的假期。在自习室做
文献研究、数据分析，
在育种基地里边播种
边记录，三亚气温依然
炎热，下地没多久，他
的汗水就浸湿衣衫。

“北方一年种一季
玉米，海南能种三季，
育种周期大幅缩短。
借助三亚的气候优势，
要抓紧时间做科研，争
取早出成果。”朱林说，
虽然辛苦，但对于包括
他在内的首批来琼就
读的三亚中国农业大
学研究生院学生而言，
却很充实。

随着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以下简称科技
城）建设的稳步推进，
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
成为重要工作。目前，
11所“海南专项”研究
生培养单位均已完成
2021—2022 学 年秋
季学期研究生进驻工
作，来自国内顶尖高校
的1161名学子陆续来
到科技城开展研究生
学习和科研项目攻关。

以深海科技、种业
科技为核心，科技城通
过“研究院+研究生院”
模式，发挥高水平科研
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载
体作用，创新高端人才
培养理念，助推深海科
技、南繁科技产业发
展，为科技城注入新鲜
血液，积蓄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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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家获得教育部“海
南专项”招生资格的科研机构，中
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繁学
院今年9月正式成立，20位研究
生目前已在科技城开展学习科
研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南繁学院
为种业发展提供战略的科技力
量支撑，为海南的教育高质量发
展助力。”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
院党委书记贾广东透露，首批研
究生专业涉及生物学、作物学、园

艺学、农艺与种业等领域，目前学院
采取与海南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等单位开展联合培养，以及鼓励非“海南
专项”研究生到海南开展课题研究等方
式，力争2至3年形成一支200至300人
的研究生队伍，使中国农科院的研究生
教育在海南落地生根。

如今，在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大力
支持下，科技城联合中国农科院等入驻
科研机构和高校全力做好“海南专项”研
究生的人才培养工作。各科研机构和高
校结合自身特色和海南实际，纷纷开展
独具特色的人才培育工作，力争促进产
学研用一体化，打造科技城人才发展“蓄

水池”。
武汉理工大学是首批入驻科技城的

高校之一，该校2020级、2021级“海南专
项”研究生分两批次入驻科技城，其开设
的材料与化工、土木水利、材料科学与工
程、土木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光纤传
感理论与技术等专业充分发挥学校比较
优势。为确保培养质量，武汉理工大学
三亚科教创新园设立了5个教学科研中
心共20个教学科研团队，采取“常驻+轮
驻”的科研团队培养模式为研究生日常
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保驾护航。

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定位为专业
型、创新型教学研究机构，围绕热带农业
（南繁育种）和海洋（深海）领域，积极培
养以涉海和涉农专业为主的研究生，采
用“1+N”培养模式，即第一年在本部完
成课程学习，后面的培养周期在海南完
成，大力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产业化推
广，并构建起专业的网格化思政管理队
伍，每个团队都配备一名德育导师，着力
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的大学研究院”，力
争把研究院建设成为“立足海南、辐射全
国”的集教学、科研和成果转化于一体的
创新创业研究院。

学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大师的指导，

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探索组建最强
导师团队，导师中包括2名中国工程院院
士、2名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主持人、5名
教育部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和3名国家优青等高层次人才，且所
有导师研究方向和三亚地方经济发展需
求均密切相关。同时，全校现有的83个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全部向三亚研究
院及在琼办学单位师生开放。

立足海南自贸港人才需求，中国海洋
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的人才培养除了聚
焦学校优势的深海学科，还关注了自贸
港急需的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会计等
专业人才培养，目前该校首批在琼培养
的研究生已开始进入实习阶段，在实践
中服务海南发展。

作为本土高校，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
究院则是聚焦“南繁”和“热带”，围绕南
繁硅谷、热带高效农业等全产业创新链
中存在的重大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
题，以“南繁”、天然橡胶、槟榔、椰子、热
带果蔬等主要热带作物和热带特色优势
农产品为核心，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栽培
与耕作、病虫害防控、农业机械化、农产
品和农林经济管理等领域的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

“三亚高度重视农科、深海人才的
培养，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为入
驻科技城的研究生培养单位搭平台、架桥
梁、促合作，全力推动入驻学校更好更快
发展。”三亚市副市长罗东说。

为配合高校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目
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以联建共
建、资源共享等方式深入开展党建活动，
组织开展“田间地埂南繁65年”“深海万里
不迷航”等系列覆盖各高校的党建活动；
正推动成立若干文化社团，依托“习语客
厅”“南山壹栈”等6000平方米“N点一线”
分布式党群服务中心，持续开展健康向上
的文化活动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着力
完善教室、学术报告厅、实验室等设施环
境，做好食、住、行、医疗、文体等全方位后
勤保障服务，中核产业园、保利浅海共投
入使用学生公寓628套，运营园区餐厅6
个，开通园区公交专线2条，投放使用共享
单车、电动车等便利出行工具；运营医务
室、社区门诊、心理咨询室、急救站等医疗
场所，计划引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托管科技城综合医院；建成开放七人制灯
光足球场2个、篮球场3个和多个网球场、
羽毛球、乒乓球等场所，图书馆藏书3万余
册，每周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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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吴森教授团队创建
hACE2人源化新冠肺炎猪模型，研究论
文在知名刊物《Cell Discovery》上发
表，上海交通大学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
研究团队研制的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样
机首次实现采矿车海底大曲率曲线路径
高精度跟踪，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多所园区入驻
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的“奋斗者”号首次
常规科考应用圆满完成……

如今，一批由科技城资助的、园区高
校和团队实施的科研项目正陆续传来佳
音。研究生人才培养注重科研成果转
化，人才培育服务产业振兴，成为科技城
研究生工作涉及各方的共识，亦是科技
城人才引育工作的独特之处。

“科技城的研究生培养是产科研融
合的，是研究生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的一个典范。”贾广东透露，中国农业
科学院研究生院南繁学院招收的研究生
是直接进入创新团队，在实践中推进科
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我们聚焦‘南繁硅谷’和‘深海科

技’领域，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海南区位
特色，发挥浙江大学人才和学科优势，根
据个人志愿和科研方向需要，在海洋领
域和农学领域择优组建12支高水平科研
团队，实行团队首席负责制，所有首席专
家均为浙江大学中青年优秀专家，精选
核心团队成员102人。为海南科技创新
和现代产业提供技术支撑的浙江大学
（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创新平台项目建
设正在抓紧建设。”海南浙江大学研究
院党总支书记杨捷表示，研究院自2020
年2月成立以来，已立项科研项目55项，
发表高水平论文14篇，进一步加大推进
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在第十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七届

“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上，海南浙江大
学研究院科研成果转化获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海南赛区）一等奖。

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是今年
刚入驻科技城的高校，虽是“新生”，但
该校在推进科研项目和地方发展方面
却积极发挥“后发优势”。该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透露，研究院全面参与海南省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中转基地等重大平台建设，牵头筹建
崖州湾实验室南京基地；大力推进热带
大豆品种适应性综合评价试验，为低纬
度地区发展大豆产业筛选合适品种，取
得阶段性重要进展；积极布局功能性水
稻新品种创制与高产创建工作，引进国
家特聘专家齐家国教授领衔开展南繁
智慧农田项目建设规划，全力打造崖州
区未来智慧农田管理系统。同时，该院
探索导入菊花研究优质资源，推进荷
花、睡莲种质创新团队相关成果在三亚
落地，组建槟榔黄化病联合攻关小组，
设立专题项目资金和配套研究生指标，
对槟榔黄化病的防控技术开展研究，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

作为聚焦海南“海陆空”未来产业发
展的重点园区，科技城在依托研究生培
养工作做好人才储备和科研创新的同
时，也在积极推动园区高校与企业间的
共生发展，“科研推动企业发展、企业支
持科研创新”的良性循环正逐渐显现。

“我们计划与入驻高校在深海微生

物领域开展联合培养，进一步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协同，力争搭建以全球动植
物组学大数据为核心的从科研到产业
的配套体系，开发新型生物制剂、功能
性营养品，探索利用多组学技术在热带
疾病和旅游健康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和
应用等。”海南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有
关负责人透露。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产业发展需要人才，科技城以

“研究院+研究生院”模式，积极配置资源
共享型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及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等，打造共享
高效活力的人才基地；通过推动面向企
业创新需求的研究生的培养，着力建设
开放型校区，校企联合，推动产学研一体
化发展。今年该园区在侧重进驻高校优
质科研力量制定科技计划的同时，还将
专门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海南专项”研
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创新创业、本地融入
以及毕业留琼，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的“新
鲜力量”。

（撰文/肖皇 惠玲）

人才培养各美其美，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

上海交通大学邀请辽宁舰总设计师
朱英富院士讲授了《铸国之重器，建海洋
强国——我国水面舰船发展历程》，武汉
理工雷五明教授讲授《与研究生谈谈导学
关系和压力管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
健强、张小兰、高强等也陆续结合自身研
究方向与学生畅谈……短短一个月的时
间内，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南繁学院研究
生陈君丽在科技城近距离聆听来自园区
不同高校知名学者的学术报告，进一步拓
展了她的科研视野。更让她兴奋的是，接
下来的课程学习中，她将能够跨学校选择
部分课程，学分也将在学校间互认。

“我们积极探索园区入驻学校间的资
源共享、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等工作，从涉
农学科入手，秉承‘大共享、小学院’发展
理念，探索开展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并计
划持续开展公共学位课、专业课和领域核
心课程、学术报告、课后分享交流会等资
源的共享，有效盘活入驻高校现有的教学

资源，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便利。”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高教处负责人表示。

目前，入驻科技城的四所涉农高校已
签订《课程互选 学分互认》协议，明确首
批共8门课程开放共享，包括自然辩证法、
硕士学术综合英语等5门公共课和现代植
物生产理论与技术、农业科技与政策、现
代农业发展与案例分析3门专业课，共涉
及 4所学校 146名选课学生，总计上课
1168人次。

除了部分师资、课程等资源的共享，
科技城还聚焦各类科研资源，在实验室平
台、科研项目推进等方面，积极推动入驻
高校间的共享和合作。

如今，科技城通过统筹资源，利用中
核产业园6号楼和肯同产业园5号楼，打
造智慧教室、学术报告厅和答辩室，方便
园区内高校学生上课；科研实验空间主
要位于中核1号楼、百泰产业园2至4号
楼、南繁众创中心，22个各类实验室成为

研究生开展科研实验的重要平台；分布
于瑞泽、肯同产业园和深海装备产业园
的1.3万平方米实验空间正在抓紧改造
施工中，未来将为学子提供更为多元的
实验条件。

同时，为实现园区内高校的科研和教
学资源进一步增量提质，科技城已开工和
谋划一批教学项目。其中，公共教学区
（一期）和公共教学区宿舍项目正推进施
工；协同相关高校加快推进深海科技创新
公共平台、海南大学生物医学与健康研究
中心、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创
新平台等重点科研平台项目建设，公共教
学区（二期）、中国农业大学国际玉米研究
中心和全健康（兽医公共卫生）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也将陆续启动建设。

“在积极搭建公用实验平台和教学设施
的同时，为促进海南专项研究生高标准特色
培养，毕业后更好地适配和服务海南产业布

局，我们还积极推荐入园高校参与海南省崖
州湾种子实验室等重点平台建设。”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管理局高教处负责人透露，目前中
农大、浙大、南农、中海大、农科院、河大等涉
及种业专业的高校均已深度参与省种子实验
室各项工作；浙大、中海大、武汉理工、哈工程
等涉海高校则共同谋划、推动了国家海洋综
合试验场（深海）前期工作及深海科技创新公
共平台的谋划建设。

罗东表示，三亚实施“引进+培养”双
轮驱动的人才发展机制，围绕南繁、深海
科技产业发展目标,以“研究院+研究生
院”为主要方式，遵循“规划共商、资源共
享”的建设理念，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为
多家高水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搭建了
开放式的公共教育及产学研配套服务平
台，致力于为研究生教学、科研及生活提
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构建深度融合的产学
研生态体系，打造国内外前沿科学交流阵
地，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产学研相结合，夯实产业发展基石

创新“大共享、小学院”，凸显自贸港特色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一名研究生在做实验。

俯瞰正在加速建设中的崖州湾科技城俯瞰正在加速建设中的崖州湾科技城。。本版图片由本版图片由 武昊武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