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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扛起自贸港园区使命担当

在中国，北纬 18
度，不仅是黄金度假
带，也是新兴科研地。

在这里，从一颗
种子到无垠海洋，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以
下简称科技城）用好
光和热、深海与沃壤，
书写着造福世界的科
技故事，扛起了国家
战略的使命担当。

当前，科技城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牢
记嘱托，聚焦南繁种
业和深海科研，紧紧
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两个着力点，立
足科技前沿，结合海
南所需，坚持“产、学、
研、城”深度融合，布
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和产业平台，持续培
育差异化竞争优势，
加快高水平建设，坚
持高质量发展，全力
打造全国种业创新高
地和国家深海技术创
新中心，着力建设一
座陆海统筹、开放创
新、绿色节能的先导
科技新城。

科技城内的1号楼，面积不大，
却蕴含玄机。这里，是海南省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的大
本营。

建成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验室
已快速布局建设精准设计育种中心、
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等10个公共
性、开放性科研平台；大型仪器公共
服务中心、种质资源分子鉴定平台、
核心种质资源库、人工气候室等开放
共享平台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配
置到位3500余台套仪器设备；协同
19家联席成员单位，引进科研人才及
管理人员800余人，18位院士已启动
筹建院士创新团队……

作为“南繁硅谷”的核心科研平
台和南繁科技城的重大科学装置，实
验室聚焦种子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的“国之大者”，瞄准国家战略和科
技前沿，充分发挥海南气候、区位、制
度等优势，按照“总部+基地+网络”
模式，统筹整合种业科技创新资源，
积极在科研人才集聚、重大平台建
设、协同创新攻关、体制机制改革、辐
射产业布局等方面，助力种源自主可

控、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着力打造国
家种业振兴的战略科技力量。

科研机构聚而不“融”、科研人员
众而不“合”，创新链及产业链各环节
人才供给不足，产学研各类创新要素
深度融合不足，这是制约中国种业发
展的“老大难”问题，实验室聚焦痛点
锐意创新。

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让
科学家说了算”，创新人事管理和资
金使用制度，设立“项目博士后”、筹
建院士创新团队；推行报备员额制管
理办法，探索科研人员“双聘”机制，
自主设立岗位，自行确定薪酬；资金
使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与包干制，不
限制财政资金使用范围和比例，按照
实验室发展目标进行绩效考核和审
计管理；19家联席成员单位既有大所
大院，也有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
业……实验室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快
速补齐人才短板，提升产学研联合攻
关核心引领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交
叉融合技术的能力，持续完善科技创
新生态。

“英雄不问出处，实验室打破了
各科研单位的边界。”实验室合作交
流部负责人夏勉说。围绕扩大科研
人员自主权、将其从繁琐杂务中解放
出来，实验室创新推出的“揭榜挂帅”
项目，针对种业“卡脖子”关键技术难
题设置攻关项目，项目责任人自行组
队，经费不设限，分阶段采取“里程
碑”式考核，此举吸引各路英雄纷纷
来揭榜，签下军令状向76个重大攻
关项目发起总攻，着力解决南繁育种

“关起门育种”的常态和各自为战下
科研“小散弱”现象。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灵活的
体制机制，实验室有效汇聚顶尖人才，
快速产出高质量成果。

实验室通过专聘及双聘形式引
进的人员中，既有来自美国布鲁克海
文国家实验室、美国加州大学、瑞典
阿普萨拉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也有
来自拜耳、孟山都等国际顶尖农业企
业，2022 年实验室有望全年实现
1600余名科研人员聚集；截至目前
已有8篇研究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
上发表。

“南繁硅谷”建设： 蹄疾步稳打造全国种业创新高地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着力培育高水平种业科技创新能力

深海科技：突出特色打造国家深海技术创新中心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中国船舶集团、中科院深海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等15家科研院所、
200余家企业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浙江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石油大学
等高校抢滩入住；近百家海洋产业
类企业注册；6个深海领域科研团队
获评“双百”人才团队；中国海洋大
学三亚海洋研究院深海立体观测与
信息服务团队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区域海洋观测网；奋斗者号成
功坐底10909米深海顺利返航南山
港……

发挥区位、政策优势，崖州湾科
技城重点布局“一城、一港”，即深海
科技城和南山港，快速汇集资源，立
足深海科技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全
力谋划和推进一批重大平台项目和
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在深海进
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
键技术，构建深海技术体系；放大集
聚效应，加速产业导入，着力构建深
海科学研究、装备研发和应用平台，
加快发展“深蓝”特色产业。

项目化推进，关键基础设施谋
划落地，科技城深海技术体系筑牢
基础，稳步搭建。

深海进入方面，科技城协同策
划“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体
系，着力培育开放共享的国家深海
科研试验能力；积极推进的南海海
洋大数据中心将全面提升南海海洋
信息在海洋公共安全、海洋资源开
发、海洋防灾减灾等多领域的综合
服务能力，着力建成综合化、全面
化、精细化、优质化、国际化的海洋
大数据中心。

深海探测方面，科技城围绕南
海地质探测联合启动南海地质科技
创新基地建设，提升海洋探测技术
自主研发能力，推动天然气水合物
产业化；联合启动的“南海岛礁可持
续发展技术体系研发平台”项目聚
焦南海环境探测；联合推动的“三亚
深海空间站海试与应用保障基地”
项目，包括建设深海装备试验室和
深海装备科研楼，助力我国深海、深
渊探测的科学发展；深海化合物资
源中心建设和联合启动的“深部生
命国际研究中心三亚崖州湾研发基
地”项目关注南海生物探测。

深海开发方面，联合启动的国
家化合物样品库深海化合物资源中
心建设了样本采集、分离提纯、样品
生产改造及生物活性筛选鉴定等平
台，深耕深海生物开发领域，推动科
技城成为资源独特、水平高超、产研
融合的海洋药物原创策源地；联合
建设的现代化海洋牧场为海洋生态
环境优化、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
发和“蓝色粮仓”建设提供示范；浙
江大学（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创新
平台、深海装备多功能试验水池实
验室、深海装备结构安全性试验装

置实验室、深海网箱装备研发和产
业化应用项目前期研究、招商深海
装备产业园等系列项目，聚焦深海
装备研发领域，探索为深海装备产
业化推广和应用提供服务。

对蕴含着巨大战略资源的广袤深
海，科技城以高端引领、集约发展、生
态优良为产业导向，聚焦发展深海装
备制造、深海生物资源和新能源、新材
料开发等“深蓝”特色产业，逐步提升
产业发展能级。

支持入园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
深远海风力发电装备关键小件研
发，推动钻井平台零配件制造、深海
装备加工和装配服务落地；开展海
洋工程、能源开发、智能船舶、水下
军用设施、海洋勘探装备、海洋仪器
仪表等深海装备产业化集成试验，
为装备检验、测试、比测、中试和定
型提供支撑；开展深海采矿智能巡
检装备、电磁耦合海水淡化装置、海
洋油污磁控回收装置等产业化应
用；开展南海天然气水合物、海洋风
能、潮汐能、潮流能等新型能源开发
技术和储能设备研究，探索在岛礁
能源供应、生物育种等多场景的产
业化应用；在石墨烯宏观薄膜材料、
光纤传感器材料、深海防腐蚀涂料
和生物基材料等领域开展新材料研
发和市场化；发展新一代深海与深
部微生物培养技术和平台，开展基
于深海微生物和化合物结构的生物
酶制剂，在新药创制、医用疫苗（肿
瘤疫苗）、功能性医美产品、食品、微
生物肥料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促
进深海科技与生命科学的交叉融
合；策划国家深海科技智能装备产
业化技术创新中心，围绕建立深海
智能装备“柔性产业链”和配套企业
群开展产、学、研转化工作……

“我们全面推进深海生物资源
开发、深海关键小件、深海装备测
试、深海新能源、深海新材料等深海
科技产业生态建设，并围绕南繁、深
海两大主导产业，积极探索基于深
海生命和实验动物的生命健康产业
发展机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基于深海
化合物的产业生态圈构建初具形
态，依托三亚深海化合物资源中心
已有医学诊断、医美康养、医疗器械
等生态圈内的10家企业入驻。

纳税企业数量从2019年的713家
迅速增长至目前的1966家，截至2021
年底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46.62亿
元，科技企业、服务业企业税收占比逐年
提升，2021 年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91%……聚焦未来产业，发挥比较优
势，聚力资源整合，做实基础平台，紧盯
科技前沿，着眼产业所需，科技城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从无到有，宁远河畔，一座新兴
的科技之城正在快速崛起。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

曾经，南繁一度被吐槽为“又难又
烦”。随着“南繁硅谷”建设不断提速，
南繁有了新气象。

“以崖州湾科技城为依托，三亚正
在打造‘一城一基地’，即南繁科技城
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作为筑造‘南繁硅谷’科技内核的
空间载体和关键支撑。”三亚市有关负
责人说。

南繁科技城作为“南繁硅谷”创新
创业的核心载体与综合服务枢纽，布局
以现代种业为核心，以热带高效农业、
生物科技产业为拓展方向的三大主导
产业，重点推进实验室建设。其不仅承
载着“深度服务南繁科研”的国家战略
保障重任，也担负着“引领民族种业创
新开放发展”与“带动区域产业和城市
双升级”的重要使命，打造海南自贸港
开展种业创新驱动的新阵地、国际合作
的新枢纽、高能级要素集聚的新沃土、
产城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新政策新制度
集成创新先行示范区，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种业科技创新中心。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是“南繁硅谷”种质资源快速引进利
用的关键支撑，探索形成高效便捷、风
险可控的种质资源进出境通道，将为

“南繁硅谷”提供丰富的原始创新资源
要素。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城一基
地”的空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
象。

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非人
灵长类种质资源与模型研发中心等一

批重大科研平台项目正加快建设，国家
（三亚）隔检中心一期已实现主体结构
封顶，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交付使
用；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一期3280
亩基础设施完成建设，已启动生物育种
试运行工作和首单生物育种试验，“南
繁硅谷”高水平建设有了强有力的支
撑。

“我们正谋划离岸科研综合楼、崖
州湾作物创新品种示范中心、国家热
带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等一批
特色项目，为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
利用等提供载体支撑。”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透露，科技城
创新载体高标准建设，从育种服务、共
享分享、配套支撑、成果转化等方面开
展南繁科研信息化应用建设，为科研
育种提供全方位服务。

“一城一基地”高效联动，持续推
动境内外种质资源关键要素优化配
置，有效实现了创新平台加速集聚、创
新主体加快成长、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如今，科技城已聚集涉农企业
607家，包括中国种子集团、隆平高
科、大北农等国内种业龙头和德国科
沃施（KWS）、荷兰科因（KeyGene）等
外资种业企业，引入逾百家种业生态
配套服务企业，正加速形成以种业
CRO业务为核心的现代种业服务集
群。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4所顶级育种科研机构先后落

户，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等12所高校已在科技城培养
硕、博研究生1158名，加固“南繁硅
谷”发展人才“底盘”，科技城已成为国
内顶尖涉农院校的聚集地。

建成崖州湾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枢
纽港，搭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构建起园区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
系，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DNA
指纹信息数据库，建设中国（三亚）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并正式通过验收，获
批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确
权交换中心已开工，打造园区司法审
判机制“三亚样本”，加快创建知识产
权特区打造“软实力”，护航“南繁硅
谷”建设。

每年科技城内的科研机构在田
间种植各类水稻材料近4万份，繁制
种材料近2000份，玉米各类材料近
10万份，繁制种材料近6万份，通过
南繁北育和穿梭育种，近年共育成
300多个水稻和玉米品种，2021年通
过审定及登记的农作物新品种共计
100个。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
表示，科技城坚持规划引领、创新驱
动、产业先行，按照“一城两地三园”
功能布局和“一心一轴多基地”空间
布局统筹推进国家“南繁硅谷”建设，
强化产权保护、项目建设、要素保障、
国际合作和制度创新，着力打造全要
素支撑有力、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新
业态新经济繁荣发展的“南繁硅谷”。

美编：张昕 检校：卫小林 王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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