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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7月28日，在2022中国种子大
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三亚市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与海南自贸港南繁种业
检验检测联盟先后揭牌，将为南繁硅
谷崛起提供有力的创新保护和技术
支撑。

2021年 5月 12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批复同意建设三亚市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
我省建设的第一家保护中心，是全国
首家面向现代化农业和深海科技领

域专利快速审查、快速授权、快速确
权的保护中心，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知识产权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
至目前，已有88家企事业单位在三
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成功，累
计收到专利预审案件146件，累计办
理通过专利预审获得授权的专利25
件。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
预审服务，使得专利审查周期大幅缩
减超过90%。

当天，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正式揭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知识产

权保护迈上新台阶，我省将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提升全省知识产权的创造
质量、运用水平和保护效果，健全专利
预审体系、深化协同保护体系、打造公
共服务平台、加强快速协同保护机制
建设，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海
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组建海南自贸港南繁种业检验检
测联盟，旨在全面贯彻落实《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省检验检
测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以服务南繁种
业发展为纽带，进一步推进南繁科技

城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建设，发挥南繁种业检验检测机构
技术优势，凸显检验检测在促进南繁
产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种业安全
和粮食安全中的智力支撑作用。

海南自贸港南繁种业检验检测
联盟整合现有南繁种业检验检测机
构优势资源，打造集技术指导、技能
培训、检验检测、标准解读、科普宣
传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标杆，全面
提升联盟成员单位种业检验检测能
力、检验技术开发能力和质量技术

服务能力，促进海南自贸港南繁种
业健康发展。

海南自贸港南繁种业检验检测
联盟，是我省成立的首个检验检测联
盟，也是全国首个种业检验检测联
盟，是我省检验检测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首批成员共有19家单位，包
括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
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三亚中国检科
院生物安全中心、中国种子集团有限
公司等单位。

海南自贸港南繁种业检验检测联盟成立
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同日揭牌

我省举行
种业专题招商推介会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7月28日晚，20余家国内外种
业代表参加海南种业专题招商推介
会，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听取
企业意见建议，并就企业提出的问题
和需求积极回应。

专题招商推介会上，巴斯夫、拜耳、
科迪华、先正达等国际领先种子企业和
国内种业企业代表以及中国种子贸易
协会、美国种子贸易协会、作物科学亚
洲协会等行业协会代表，与海南省农业
农村厅、海南省科技厅、海南省林木种
子（苗）总站、海口海关、三亚海关、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农业农村
局、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陵水
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等
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各
企业代表就海南自贸港在种质资源进
出口检疫、知识产权保护、外商投资、政
策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作为南繁硅谷建设
创新创业的核心载体，从育种创新、种
质资源交流、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维度
打造了重要设施平台，为南繁育种产
业化创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环
境，下一步，我省将加大力度优化营商
环境，为企业排忧解难。

中国种子大会
暨南繁硅谷论坛落户三亚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 （记者徐慧玲 周月
光）在7月28日举行的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
繁硅谷论坛主论坛上，中国种子协会、海南省农业
农村厅、三亚市人民政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落
户三亚。

“三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环境和科研
人员优势，南繁育种在这里积累了很多经验。”中
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介绍，框架协议明确了
各方职责，未来五年，每年在三亚举办中国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推进中国种业产业和南繁
硅谷建设。

邓光联表示，通过举办论坛，一方面可以将全
国的种业技术成果带到三亚集中展示，把适合本
地的技术和成果留下来。例如通过玉米、西甜瓜
的引进，促进了三亚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升
级。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科研育种专
家、企业以及外国同行到三亚从事种业产业，助力
打造自贸港科创高地。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依托中国种
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这个平台，吸引更多院士、
专家和企业家建言献策，助推南繁硅谷建设，为攥
牢“中国种子”、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邓钰 实习生 陈晓彤

“种业强，亟需企业强。”
7月28日，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

南繁硅谷论坛主论坛在三亚举行，院
士、专家和领军企业代表以及政府相
关部门负责人，共商种业发展。

“种业企业必须强起来”“企业应
在种业自主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等
观点和论断，在本次大会中频频出
现，如何发挥种业企业主体作用再次
成为行业关注热点。

与会各方纷纷表示，要充分发挥
企业等市场主体作用，推动种业资
源、人才、资本在市场中有效配置，实
现优质品种的持续产出与推广，让企
业成为种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种业自主创新
企业应发挥主体作用

随着我国种业迅猛发展，我国种
业企业目前已增至5000余家。但我
国种业企业仍存在着数量多、育种规
模小、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技术力量

分散且创新能力弱等不足，尚未形成
种质资源、品种创制、种子繁育、市场
营销等全产业链创新链条。

种业发展，企业大有可为，须有
作为。从国际范围上看，种业公司在
行业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种业企业
要成为种业自主创新的排头兵。

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企业该如
何成为种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现
场，多位种业企业负责人分享了自己
的看法。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马德华表示，对照国际龙头企
业的成功发展模式，我国种业企业可
在协同整合海外资源、自建商业化育
种平台和投资共性技术平台等方面
发力。

“我们根植自身资源禀赋，打造
‘育繁推服’一体化产业链条。”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控股集团）总经理艾轶伦解释，
该集团立足海南农垦土地资源优势以
及组织化、规模化优势，在南繁育种产
业方面，确立了打造全产业链服务与
育、繁、推、服一体化战略目标。

目前，海垦控股集团积极参与建
设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中国南繁中
心、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等南繁硅谷核
心项目，深度参与种业国家实验室和南
繁科技城等项目建设，已成为支撑国家
南繁战略落地实施的重要力量。

推动种业振兴
须走政企研协作道路

“种业振兴是一条链，企业作为
产业发展的载体，政策支持、营商环
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支撑链条
缺一不可。”马德华认为，对比国外种
业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研发和产业
化模式，我国种业有自身独特的发展
历史和实际，推动种业振兴，须走产
研融合、政企研协作道路。

我国种业经历了跨越式发展，但
要让企业真正成为种业创新主体，实
现企业与科研单位联合，更好推进现
代种业发展，需要政府、科研单位、种
业企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与会嘉宾认为，通过创新合作机
制，让科研院所的资源、技术和经验

被企业吸收、借鉴，也让企业充分发
挥市场主体的灵活作用，推动种业优
质资源在市场中有效整合，促进产学
研融合发展，使“高大上”的科研成果
走进市场，更好地助推种业发展。

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农垦
南繁产业集团正探索打造和国内外
重点种业企业的合作新模式。该集
团已依托垦地融合工作机制，与三亚
农投和崖州湾科技城共同成立南繁
产业发展公司，推进国家现代农业
（种业）产业园建设任务，并研究开展
南繁种业CRO服务。

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求。省农
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在现场表示，我
省将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
加强市场主体培育，在育种研发、知
识产权、种子（苗）生产、种子加工等
高新技术产业上发力，率先推动生物
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快生物育种现代
服务业和关联产业发展，培育一批种
业领域的CRO企业，系统谋划一批
现代农业产业园，服务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打造南繁种业产业集群。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

各方热议种业发展

让企业成为种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海南农垦推进
全球热带果蔬产业化项目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
晓彤）7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2022中国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获悉，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将以项目
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全球热带果蔬种质资源引
进和产业化推广工作。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海垦控股集团正通过对
垦区热带农业种业发展现状、资本要素以及新发
现的种质资源进行摸底，统筹布局热带作物种质
资源圃（场所）建设，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夯实种业
振兴基础。

目前，海南农垦立足海南区位优势和自身资
源禀赋，积极引种推广同纬度热带果蔬，目前已引
进包括榴莲、燕窝果、榴莲蜜等在内的130多种热
带水果，并保留了一批优质种质资源。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正推进全球热带果蔬引
种和产业化示范工作，通过建设热带林果品种园、
热带作物博览园等系列项目，推动优质热带果蔬
品种在海南的培育、种植以及市场化推广。

——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云”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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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第二届消博会全球消费论坛
“新西兰草饲奶粉与新产业发展机遇”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指
导，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健集团）和新西兰高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主
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支持，汇聚了国内外政
商学界嘉宾代表。

海南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龙丁敏说，今天
在这里共同探讨中国乳品产业的新未来，草饲
奶粉的可持续性发展，聚焦离岛免税及跨境产
业的发展升级，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
为自贸港建设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希望各位企
业家朋友，能把握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通过广
阔平台，让更多人享受优质的乳制品。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宫起君表示，
希望能通过消博会这样一个全球消费精品展示

交易的重要平台，为包括高培奶粉在内的消费
精品销往中国和世界各地，创造更多合作对话
机会和新的商机。

论坛上，高培联合恒天然集团举办全球首
发草饲白皮书暨高培草饲奶粉升级上市会，
《草饲白皮书》显示，通过对比草饲放牧的乳业
系统与圈养系统的结果表明，草饲放牧的乳业
系统对环境更友好，同时确保奶牛享受高水平
的动物福祉，产出营养美味的牛奶。

“很高兴看到高培成为我们草饲白皮书的
首批用户，将我们草饲标志呈现在你们的产品
上。”恒天然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 Casey
Thomas表示，高培是恒天然非常重要的客
户，今年迎来了恒天然和高培合作的第十个年
头。

论坛期间，高培国际产业园还发布了“来
料加工超级工厂”平台战略，以“前店后厂”创
新模式助力自贸港先进制造产业发展。活动

现场，园区签约11家战略单位，不仅与商免
科技、新生支付等跨境电商业态企业展开合
作，更首次实现了境外来料加工项目的新突
破，与晟亚粮油实业、云皓生物科技、新名香
料产业首批3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在
合作签约仪式上，多家企业入驻高培国际产
业园。

国健集团（高培）总裁伍苏国表示，海南
自贸港正在成为具备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
国际消费目的地、全球消费精品聚集地、全
球消费者向往地。作为海南总部经济企业，
国健将着力打造高培奶粉和高培国际产业
园两大名片。

据了解，国健集团深耕海南已有22年，旗
下拥有新西兰高培品牌，主要致力于婴幼儿奶
粉及营养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2015年成为
首批进入免税店销售的奶粉品牌，2015-2021
年，高培连续六年成为免税店畅销品牌，并且荣
获“奶粉品类销售桂冠”奖和“奶粉品类销售最
佳品牌”奖。目前，高培品牌已连续两年亮相消
博会国际展区，借助消博会让更多的全球消费
者都能认识高培品牌。

此外，国健集团还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内打
造高培国际产业园。目前，高培国际产业园入
驻企业数量近120家，产业园集合了仓储经
济、厂房经济、楼宇经济三大业态，可以为跨境
电商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与解决方案，包括跨
境云仓物流分拨、来料加工产业贸易、跨境电
商企业孵化等，已成为客商投资自贸港的重要
平台。

（文/图 国健集团）

消博会全球消费论坛“新西兰草饲奶粉与新产业发展机遇”举行，海南国健集团提出——

打造高培奶粉和高培国际产业园两大名片

高培联合恒天然集团举办全球首发草饲白皮书暨高培草饲奶粉升级上市会。

高培国际产业园与多家战略单位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