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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

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
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
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
作用。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
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
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海
南热带农业资源十分丰富、
十分宝贵。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
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
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
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
“南繁硅谷”。

场景回放
2018年4月12日，习近平

总书记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
温来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习近平总书记沿着田埂
走进“超优千号”超级水稻展
示田，察看水稻长势，同袁隆
平院士等农业科技人员亲切
交谈，了解水稻育制种产业发
展和推广情况。听到我国科
研人员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品
种屡创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
录，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兴。

南繁热土，正发生一次次蜕变。
5月初，在三亚市崖州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

60多种菊花竞相开放，过往的人群不时驻足拍摄。
这些花由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菊花团队试种，

该团队主要通过对菊花品种进行耐热性评价和筛选，挖
掘耐热性优异的菊花品种进行推广种植及科学研究。

在崖州区抱古村，大片睡莲同样引人注目。
2021年，抱古村睡莲种质资源圃产业示范基地启

动建设，项目开展睡莲新品种培育及系列衍生产品研
发、技术示范推广以及睡莲种质资源圃建设。目前，
在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师生们精心培育下，基地
已有176个品种睡莲分批绽放。

今年，在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
业园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田间展示推广中心，近2000
个作物品种同台展示，其中不乏彩虹西瓜、彩色小番
茄、薄皮椒和节水旱稻等大量新品种，让人大开眼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
自主可控。

近年来，海南牢记总书记嘱托，推动南繁育种向
多样化发展，选育品种已由过去的粮食作物育种为
主，向棉麻、油料、薯类、水果、蔬菜、花卉、药材、林木
以及水产、畜禽等多领域拓展。

与此同时，南繁也已从单纯育种向种业全产业链
转变，一条贯穿品种繁育、成果转化、销售加工的“育
繁推服”种业全链条正在形成。去年，中国农业科学
院选育的新品种“丹霞红”梨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率
先实现成果转化。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新品种‘丹霞红’梨品种权的
成功交易，也标志着园区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了‘0到1’
的突破。”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三亚6月9日电）

6月初，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长沙本部基地内，
结束“南繁之旅”的育种材料，被播撒在一格格水田里。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这次我从海南带回近5000份种子材料，本
季在长沙种植收获后，我将从中择优带往海南，进行
新一轮南繁育种。”

“追着太阳跑”，是育种人的常态。
每年，何强都开启湖南长沙、海南三亚“双城”工

作模式，把汗水挥洒在稻田里，潜心研究培育杂交水
稻新品种。目前，每年有来自全国的800多家“育、
繁、推”相关种业企事业单位超8000名科技人员来海
南从事南繁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时
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良
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下

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为践行嘱托，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
研育种人员犹召和同事们通过创新科研材料和育种方
法，选育了一大批具有原创性，高产、稳产、优质、绿色、
安全的新组合。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袁隆平团队20世纪70年代在三亚发现神奇的野
生稻，从而打开杂交水稻研究突破口；程相文团队先
后选育出39个玉米新品种，其中“浚单”“永优”等品
种，已在全国累计推广种植5亿多亩……南繁，见证了
育种专家培育优良品种的付出和收获的丰硕果实。

目前，在这里开展育种制种的科研工作者累计超
过62万人次，从杂交水稻到高产玉米，从抗病虫害的
棉花到脆甜的哈密瓜，在我国已审定的4.9万个农作
物品种中有七成以上经过南繁培育。

在三亚崖洲湾畔，塔吊高耸，施工正酣，一栋栋建
筑拔地而起……崖洲湾科技城，这座以深海科技和南
繁科技为“双引擎”驱动的现代新城，正全力打造国家
深海科技创新中心、“南繁硅谷”及产学研城深度融合
的聚集地。

依托资源禀赋优势、政策优势、制度集成创新优
势等，海南正在以打好种业翻身仗为突破口，加快建
设“南繁硅谷”，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海南贡献。

用地难、服务保障跟不上，是过去南繁存在的“老
大难”。

要建好“南繁硅谷”，南繁基地服务保障必须跟得
上。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建设规划》，在三亚、陵

水、乐东等3个市县最适合从事南繁科研育种的区域
划定26.8万亩国家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含5.3万亩
核心区），纳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实行用途管制；专
门划定783亩南繁配套服务区建设用地，支持建设南
繁基地所需的配套设施，解决南繁专家科研、生产、生
活保障跟不上的问题。

共享平台也日臻完善。2021年4月，崖洲湾种子
实验室成立，这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搭建的公共科研
平台，依托和服务于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它的成
立，改变了过去科研人员背着育种材料南北辗转，各单
位“关起门育种”的状态，让各科研单位打破边界、联合
攻关成为现实，南繁科研也从季节性向常年研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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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考察海南的足迹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众说 迁

践行嘱托十年间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育种人员犹召：

把水稻育种的
“接力棒”传承下去

作为年轻的科研人员，这些年来，
我时刻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真切嘱托牢
记在心，全力以赴把水稻育种的“接
力棒”传承下去，培育更好的品种，造
福更多的农民，为中国种业加快发
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这些年来，我们团队通过科研材
料和育种方法的创新，选育了一大批
具有原创性，高产、稳产、优质、绿色、
安全的新组合。

其中，团队科研成果“冠两优华
占”籼型两系杂交水稻2020年审定，
目前推广面积已达150万亩，预计明
年累计推广面积将突破300万亩。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李艳玫）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柯用春：

加强南繁科研用地
综合利用

2018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考察，我很
荣幸能够现场介绍当时水稻论坛的举
办情况。

4年来，工作岗位变了，职务变
了，但我始终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牢记于心、落实于行。在三亚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农业农村
局探索采取“南繁+稻+绿肥”轮作等
农业种植模式，加强南繁科研用地综
合利用，在增加耕地土壤肥力的同时，
提高土地复种指数和产出。

近年来，我们还把高标准农田建
设作为促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全力打造
集中连片、设施完善、高产稳产的高标
准农田。

目前，三亚共建设高标准农田
19.32万亩，其中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9.59万亩，基本实现南繁基地高标准
农田全覆盖。

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建设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南繁热土育良种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使命 抓紧培育优良品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未来 从单纯育种向种业全产业链转变

担当 打好种业翻身仗，加快建设“南繁硅谷”

如今，每年有来自全国的

800多家“育、繁、推”相关种业

企事业单位超8000名科技人员

来海南从事南繁工作。

截至目前，在南繁开展育
种制种的科研工作者累计超过

62万人次。

在我国已审定的 4.9 万个

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经过南

繁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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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燕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
是粮食安全的命脉。2018
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
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考察
时强调，要下决心把我国种
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
源 头 上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今年4月10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崖州湾种子实验
室考察调研时指出，要围绕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集中攻关，实现种业
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
控，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
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体现了对种业发
展的高度重视，为海南推进
种业振兴指明了方向。

推进种业振兴、服务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海南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海南
地理、气候条件优越，阳光
充足，热带农业资源丰富，
是南繁育种的“天然大温
室”。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位于海南，为海南带
来大量科研人员、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丰富的育种资
源。随着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加速推进，中国农业科
学院南繁育种研究中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海南
创新研究院、中种集团、德
国科沃施等一批顶尖科研
机构、高校、企业相继落户
海南，推动国内外种业科
研服务企业、人才集聚海
南，为海南加快推动种业
科技创新发展、推进“南繁
硅谷”建设提供了人才、技
术和平台支撑。

近年来，海南加快推
进南繁基地建设，完善生
产、科研、生活等设施配套
服务，推进南繁科技城等
公共性基础性创新平台建
设，积极促进种质种业的
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取得
明显实效。崖州湾种子实
验室设立，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等重
大科学设施加快推进，水
产南繁发展快速，崖州湾
科技城已聚集涉农企业607家……海南已
成为我国种业科研机构、经营主体的“打
卡地”，逐渐形成人才、产业、技术、资金等
要素集聚的良好态势，向着种业硅谷新高
地不断迈进。

牢记殷殷嘱托，持续为国家种业振兴
贡献海南力量，需要抢抓机遇，充分释放
自由贸易港资源、环境、政策优势，加快推
进种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农业科研平台
建设，将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成集科
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
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同时，还要
在良种应用推广上多下功夫，积极促进种
质种业的科研成果转化，发挥试验基地良
种、良法种粮稳产示范带动作用，以科技
驱动农业转型升级，扩大原有优良品种种
植，扩大良种的覆盖面等，促进农民增收、
耕地增效、粮食增产提质，形成可供借鉴
的经验。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
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播撒在田间的一粒
粒“中国种子”，是我们端牢“中国饭碗”、把
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最大底气。我们要始
终心怀“国之大者”，弘扬袁隆平等老一辈
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十年磨一剑，久久为
功，把种业创新这件大事抓好，把农业“芯
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种业“中国芯”
注入海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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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位于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里，青山成群，禾苗青青。这片土地拥有独特的光和热，
科研成果正在这里孕育，南繁奇迹在此接连发生。

2018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时强调，海南热带农业资源十分
丰富、十分宝贵。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
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使命展现新担当。近年来，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高标准实施《国
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年）》（以下简称《建设规划》），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已基本成为服务全国的用地稳定、运行顺畅、监管有力、服务高效的科研育种平台，为加快建设“南繁
硅谷”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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