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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打造“留学陵水”“育种陵水”“康养陵水”三张名片

陵水：激扬奋进豪情 书写生动篇章

珍珠海岸，美丽
陵水。118.57公里长
的海岸线之上，“三湾
三岛两湖一山一水”
如同一串珍珠蜿蜒排
列开来，带来了得天
独厚的资源禀赋。位
于南海之滨的陵水黎
族自治县发展日新月
异，在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浪潮中，不断激
扬着高质量发展的全
新动能。

“留学陵水”“育
种陵水”“康养陵水”，
近年来，陵水以“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国际
教育创新岛、热带雨
林生态保护与开发、
海洋产业、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健康养生
产业“六篇文章”为抓
手，全面打造“三个陵
水”，书写着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篇章。

田间四月天，稻香阵阵。在陵水安马洋国
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稻田仿佛一片绿色的海
洋，一百多种“同台比擂”的水稻正陆续抽穗，即
将迎来收获的喜悦。

“这片‘南香丝禾’过两天就可以收种了！”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海南分子育种基地高级
工程师刘华招和海南日报记者分享着喜悦，这
是他“南繁梦”的第一个“孩子”。

2015年，刘华招来到陵水，从事南繁科研育
种选优工作。“打造属于陵水的特色产品，将南
繁成果留在海南。”这个念头在刘华招心中早早
地萌发。

根据陵水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刘华招选
用海南山兰稻与泰国香稻配制杂交，经过4年时
间的耕耘，米质优良、抗病性强、平均亩产达512
公斤的“南香丝禾”诞生了。

“陵水比三亚的平均气温还要低1到2摄氏
度，在育种过程中，容易出现我们想要的‘空
壳’，对于研究抗冷害品种很有优势。”刘华招说
道。眼下5亩的试验田中，他种下了30多个品
种，这位“南繁人”想在“南香丝禾”系列大米的

基础上，培育更优质的水稻品种。
和刘华招一样，数不胜数的南繁育种科研

工作者在位于北纬18°的“中国种业硅谷”不断
攻关。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陵水是海
南南繁核心区域之一，有着60多年南繁育种历
史，每年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近200家科研单
位在陵水开展育种工作。

“十四五”期间，陵水重点打造“育种陵水”
金名片，按照“一城两区”（三亚南繁科技城，陵
水、乐东核心区）战略规划布局。为了擦亮这张
金名片，陵水目前划出8万亩区域作为育种保护
区，不断推进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高标准农田
建设。

除了片片沃田以外，陵水在改善专家科研、
办公、生活等南繁配套服务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着力打造服务全国的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产业
发展和成果转化新高地。

“科研单位可以依照需求选择‘菜单式、订
单式、保姆式’南繁服务模式，随时‘拎包育
种’。”安马洋南繁配套服务区承建单位、海南广
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扬介绍，公司将

准入、合同、田间和安全管理等监管过程有机结
合，打造“以园区为载体、科技为支撑，服务为依
托”的南繁公共服务平台。

成果会展中心、公共实验室、办公生活楼、
种质资源交易与仓储中心……规划用地面积约
120亩的安马洋科研育种基地配套服务区建成
后，可满足安马洋及周边南繁基地2000多名农
业科技人员科研、生产、生活、办公等需求。

陵水利用每年下达1000万元至2000万元
的制种大县奖励资金，推动育种基地建设，支
持制种农田水利设施、粮食生产设施配套建
设，以及扶持南繁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同
时充分利用核心区供地定金补贴、南繁土地流
转贷款贴息等支持政策，保障南繁科研用地供
给，全面加强南繁核心区育种基地建设。

对于这片珍珠海岸而言，育种不仅在田间，
还在水里。位于新村镇的陵水水产南繁苗种项
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该项目集成最新的海水鱼
类苗种繁育先进技术，将建成一个集海水鱼类
新品种培育、技术创新、规模化苗种繁育、亲本
选育于一体的大规格鱼种池塘培育示范基地。

育种陵水 打造南繁“种业硅谷 ”

留学陵水 做好国际教育创新岛文章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
教育创新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滨海校区的
工地上，多个正在建设的项目现场忙得热火朝
天。在今年秋季滨海校区正式开学前高质量交
付各项目，是整个园区“冲刺”的目标。今年年
初，试验区（一期）首批路网项目工程均已实现
竣工通车，为园区建设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保障。

面朝大海，背靠青山，试验区镶嵌于山海林
湾之间。2020年6月3日，试验区挂牌设立，这片
风景如画的黎安半岛，成为了教育开放的热土。

作为国家深化教育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桥
头堡”和海南自贸港11个重点园区之一，试验区
承担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积极吸
引境外教育消费回流的重要使命。“留学陵水”
也成为了珍珠海岸一张靓丽的名片。

2021年10月，试验区海风小镇校区正式开
学，首批两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86名学生开
启了为期一学期的“海南自贸港国际英才班”项
目学习，在这里，“大共享+小学院”的创新理念

让学生们真切感受到“校园无围墙、教室无壁
垒、学术无边界”的开放式教育魅力。

试验区里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大
咖云集”，备受学生好评的“国际院士工作坊”和

“海风论坛”，都是试验区内的国际联合学院对
于教育国际化的全新探索。

为了打造多元文化融合、多学科融合、中西
互鉴的高水平教育平台，该学院搭建国际通识
基础课程中心，同时组织开展户外素质拓展、社
会实践调研和创新创业大赛等，进一步加深学
生对海南自贸港的了解。

做好国际教育创新岛文章，是中共陵水黎
族自治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亮眼部
分。报告提出，要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不断完善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周边服务设施，
探索建立与教育创新岛相适应的现代化社会治
理体系。积极促进园区内与园区外高度融合发
展，打造产学研基地综合体。加强开放合作交
流，吸引一流教育培训机构在陵水设立总部或

分支机构，形成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教育交流
窗口，打造“留学陵水”名片。

自试验区建设启动以来，陵水不断完善区
域内的各类基础设施，加快园区建设，赋予其更
大的自主发展权，把100项县级有关管理权限委
托给园区管理局独立审批，以优质资源、真诚态
度，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

为更好地引才留才，陵水同试验区协力打造
优质、高效、便捷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实现常规
工作向精确、高效、规范转变探索“零跑动”改革。

在黎安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内设立了“工
改建设综合窗口”“人才单一窗口”“国际投资单
一窗口”和“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一站式窗口”
等，推动实现人才落户、住房补贴、人才公寓等
多项服务事项就近办、快捷办。

与此同时，陵水还落实专人专业咨询服务，定
期进行园区人才回访工作，进一步加强跨部门联
动，打通“堵点”，共解“难题”，让“一网通办”“只进
一扇门”和“最多跑一次”的办事体验切实落地。

康养陵水 谋划大医疗健康产业集群

河谷交错，雨林密布，坐落于陵水南平农场
东北部的海南南平健康养生产业园（以下简称
南平产业园）不仅地处世界级养生度假天堂黄
金线北纬18°以南，而且紧邻吊罗山国家森林
公园和七仙岭自然保护区。在这里，生态环境
优良，南药草本资源丰富，负氧离子每立方米超
1.2万个。

得益于独特的热带气候和生态环境资源，
陵水发展健康养生产业优势明显。为了将“康
养陵水”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陵水全面加快推
进南平产业园项目建设。该产业园不仅是海南
省级三大类25个重点园区之一，也是陵水县政
府与海垦控股集团“十四五”期间加强垦地协
同、谋划建设的重要平台。

全岛自然环境资源优越，如何在众多的健
康产业园区中脱颖而出？南平产业园结合自身

资源禀赋，制定高端化、“治未病”为主的产业发
展方向，旨在为高价值人群提供个性化、专业
化、高品位的专属定制康养旅居服务，构建集旅
游、休闲、康复、消费、娱乐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康养生态圈。同时以园区辐射带动周边，建立
深呼吸小镇、特色温泉疗养小镇和中医药保健
小镇。

作为“康养陵水”的“金招牌”，南平产业园
精准聚焦大健康产业链中“疗”和“养”两大板
块，以“健康”和“养生”为脉、“旅”为辅助，以特
色康养、中医中药、健康科技为主导，重点发展
慢病康复、疗养、温泉保健、健康养生等产业。

“南平产业园园区展示中心主体建筑于今
年年初封顶，计划今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海南
农垦南平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投资运营总监曾
翔告诉记者，该中心占地约15832平方米，由规

划展览馆、行政办公楼和康养示范中心三部分
组成，是整个园区的先行项目。

据悉，园区规划总用地面积109.65公顷，其中
一期计划总投资约12.2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正在
稳步推进，建设周期为2021年至2023年。截至
目前，南平产业园项目招商引资已取得阶段性成
果，确定了垦地联合招商机制，并完成2家先导产
业项目企业签约，安置区（一期）项目也已封顶。

产城融合，让城市发展乘上“康养陵水”的
品牌快车。在陵水的“十四五”规划中，陵水计
划整合全县温泉、南药、体育、医疗等各类资
源，推进健康养生与医疗、旅游、大数据产业融
合发展，着力培育“医、养、管”健康养生产业体
系；并依托南平产业园，创建生物医药产业基
地，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化发展，打造大医疗健
康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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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迎春

产业引领 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旅游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是陵水一直
以来的重点产业。

旅游可以+什么？海洋、教育、文化、农
业、体育、医疗……近年来，陵水立足区域特
色资源，以旅游业引领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做
好“旅游+”融合发展文章，通过完善城市旅游
服务功能、旅游交通体系等，实现了从景点旅
游向全域旅游转型。

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热带水果
采摘基地、海洋主题公园、游艇码头、婚拍基
地、滑翔伞基地……随着许多旅游新产品、新
线路和新业态相继出现，陵水旅游业提质升
级成效明显。

“立体垂直旋转耕种、智能温控、无土栽
培、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等技术让种菜实
现了自动化。”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技术员
陈开南介绍，如今现代高效农业和生态科技
农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除了科技赋能之外，品牌化建设也成了陵
水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金钥匙”，通过品
牌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拓展和延伸产业链
条，陵水的农业“王牌”产品名气越来越大。

海洋和山林，是大自然对这座县城的馈
赠，一抹深蓝，一抹浓绿，是陵水高质量发展
的美丽底色。

118.57公里海岸线、1898.9平方公里海
域面积，海域、海岛、海湾、沙滩、潟湖等各类海
岸地貌和海草、红树林、雨林、鱼类等多种资
源。得益于丰富的海洋资源环境和海洋文化
基础，陵水积极探索海洋旅游发展的新路径，
争取建成产业布局合理、集聚效应明显、国际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海洋经济示范
区。如今，以海洋文化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支
撑的特色海洋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陵水深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依法拆除潟
湖禁养区内养殖渔排564户、笼口2.3万个，清
理腾退占用潟湖面积420亩，加强黎安、新村
两潟湖生态综合整治，实施退塘还林还湿。

“绿肺”般的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
境优越，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是陵水重要
的景观之一。

近年来，陵水做好热带雨林生态保护与
开发文章，坚持在保护中开发，主动对接相关
部门，积极推动吊罗山森林公园整合进入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严格保护好吊罗山生
态环境，谋划开发森林旅游，形成山海互补的
旅游产品。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

首批学生抵达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
验区。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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