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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繁育种加代的首选之地、农业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的前沿高地、冬季瓜菜生产的重要
产区……崖州的众多名片，紧紧相连着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

剥开即食的鲜食玉米、甜糯可口的栗子南
瓜、橙黄色瓜瓤的彩虹西瓜……位于崖州区的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田间近2000个新品种作
物蓬勃生长。

如今，各类“新奇特优”的农作物在崖州大
地上长势喜人，这其中，既有大家陌生的“小
薇”水稻、彩色番茄、牛奶莲雾等新品种，也有
广为人知的豇豆、茄子、青瓜、芒果、西瓜等传
统作物更新迭代而来的“津绿18号”“琼丽”

“热研墨玉”“黄帅”等新品种。
三亚市崖州区委书记樊木表示，崖州区以

种业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五化”建设为基础，
以三产融合发展为路径，以新品种、新技术、新
方法为支撑，以科学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
化创建为抓手，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探索以种
业创新引领带动热带水果、冬季瓜菜、渔业等
产业升级的新模式，引导农业向提质增效方向
转变，为农民增收创造有利条件。

目前，在崖州区育成的新品种量约占三亚

的80%、全国的50%；75项成果就地转化，推
广青瓜、茄子、辣椒等新品种900多万株，打造

“首种优势”；拥有“三亚甜瓜”“三亚芒果”“三
亚莲雾”等地标产品和“南繁精象牙”“南鹿1
号”“西沙诺丽”“福返树上熟”“海垦小站贡米”
等产品品牌。2021年，全区粮食总产量1.3万
吨，瓜菜等经济作物产量15.78万吨，水果产
量超18万吨，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40.33
亿元。

良种还需配良技，崖州区拱北村民林寿儿
对此深有体会：农业散作被机械化取代，土地
平整等农活由区里组建的机耕队高效完成；绿
肥还田养地力更高产；田间地头指导种植的技
术员更多了……

近年来，崖州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
高，农机等装备水平不断提升，2021年崖州区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1.59%，
农田制种效率显著增强；建设完善的物联网测
控系统、科研项目综合管理、科技城先进计算
中心、离岸数据中心、农业科技“110”微信服
务平台等数字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农
业智能化管理水平；规范管理6.4万亩农田水
利灌溉沟渠，修复岭落水库等6个水利设施，

建成北岭应急抗旱管道和镇海田洋等6个排
水工程，新建凤岭等15口应急抗旱机井；2018
年以来，该区投资10.26亿元实施8.95万亩农
田整治改造，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崖
州区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行稳致远。

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吸引了一批懂技
术、爱农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如今，活跃在
崖州的“新农人”，正用新技术、新理念、新业态
让土地生金，用汗水绘就乡村振兴画卷。

“三亚咸鱼哥”麦子喜直播卖鱼货土特产，
白天拍摄港门村乡村生活、鱼干制作过程等短
视频，晚上吆喝带货，一根网线连通城乡，畅通了
从渔港到餐桌的产业链，有效推动了农业的转
型升级，人们通过网络了解宁远河畔的新变化；
陈达麒从“打工人”变身“无人机飞手”，这位崖州
区水南村的“80”后大学生在越来越多的田洋里
忙碌；49岁的南滨居村民李六胜如今的“下田”
是上班，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水电工的工作，一
年能为他带来超过5万元的收入……

以赋能加快创建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示范
区为抓手，壮大热带特色产业，提高农业质量
效益和品牌竞争力，更多新气象正悄然呈现在
崖州这片沃土上。

三亚崖州区：

改革开放再扬帆 千年古郡踏新程
宁远河缓缓流淌，见证着千年崖州古郡日新月异的变化。两千年建置史，八朝州郡治所，源远流长的崖州故事，如今正融

入新时代的出彩画卷。
时针回拨，一幕幕画面鲜活如初：
2014年，崖城撤镇设区；2015年，崖州区正式挂牌成立，肩负打造三亚西部发展新引擎的使命；2019年，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以下简称科技城）在崖州湾畔建立，吹响区城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发展大局中，在打造自
贸港标杆城市的三亚发展战略中，崖州区以“1+3+2”工作体系和推动双“十一”项目为抓手，踔厉奋发，勇毅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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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共促提质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2019年起陆续建成的18家公
办幼儿园让孩子们能够就近入园，
开展午餐午休公共服务“学校带娃”
解难题，近千户居民喜迁安居房有
了温馨的家，154处全民健身场地
让百姓锻炼有了好去处，崖州大道
等5条交通“动脉”疏通通车……

细数身边的变化，崖城村村民
陈善传喜上眉梢。群众的幸福感
是丈量一个区域发展深度和广度
的标尺，崖州区以突出群众实际感
受、突出群众普遍受益、突出群众
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为导向，用心用
情办好每一项民生实事和民生工
程，积极回应居民群众美好生活需
求，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
有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
宜居、弱有众扶”的公共服务品质
化升级，加快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培优等民生要
事，以“行动力度”提升“民生温
度”，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
效、得到实惠。

疫情防控，人民至上。本轮疫
情中，崖州区坚决落实中央、省市
部署要求，三个层级快速切割，有
效防止外溢，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平战快速切换，扁平化运行，信息
直达网格，快速“追阳”；研发“崖州
区核酸抗原检测结果登记”等4个
小程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
手段，精准防控；以快制快，坚持露
头就打，迅速扑灭疫情“火星”，严
防反弹；及时总结推广抱古村“双
统筹”、保平村分类建档有效管住

“三类人员”的“1234”工作法，以
及南滨居小网格管住“楼栋小门”
等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区属国企

“两头”对接的作用和积极畅通产
销对接渠道，切实做到“一手打伞、
一手干活”。崖州区多措并举抓实
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快速实现
社会面清零。

产业培优，助民增收。崖城村
申报“崖城空心菜”品牌、三更村

“基地+庭院”模式培育三角梅盆
景、拱北村玉豆亩产量达到3000
斤，村庄有了自己的公司，“一村一
品”鼓足百姓“钱袋子”；崖州古城
创建4A级景区、创建“大南山”综
合旅游区、打造中心渔港等3个夜
市经济区，丰富旅游业态让“游在
崖州”成为新时尚；共建粤琼合作

科技城和南繁种业与健康双创产
业园、打造港产城一体化沿海现代
渔业经济区、建设生态农业光伏蔬
菜大棚和崖州遥感数据中心，“科
技崖州”为区域发展添动力；建设
崖州首个现代农业产业工业园区，
建立南繁产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和
南繁产业技术服务中心，组建国有
平台公司，成立南繁种业服务职业
农民和机械化服务队伍，因地制宜
发展现代服务业，让老百姓打上南
繁工，吃上南繁饭。

美丽乡村，共建共享。镇海村
民宿产业、三更村三角梅产业、三
公里村数字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崖州区统筹推进美丽乡村示
范村创建工作，因地制宜地完成14
个村的村庄规划编制，集中资源开
展首批8个村庄（社区）的提质升级
建设；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大
力优化村庄“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梅山互通至G225国道公路改造工
程、盐灶村（二期）基础设施提升工
程等一批项目基本完工，59个村污
水处理基础设施建到位、派用场。
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图景正在崖洲大地全面展开。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78项
事项实现全流程溯源踏勘，推出

“掌上踏勘”系统应用，提高工作
效率，确保踏勘时信息全部留痕、
全程可追溯；建立“未诉先办+接
诉即办”快反机制，全力攻坚无差
别“一窗受理”，建设崖州区共享
电子证照库，打造政务数据共享
平台和政务提效增速精准服务平
台，构建智慧高效网上政务服务
体系；成立“统一制证管理中心”，
实现24小时自助领取业务办理
结果，并配套提供“24小时自助取
证柜”及“不见面邮寄”服务。崖
州区力争营造审批事项少、办事
效率高、服务质量优、群众获得感
强的营商环境，方便群众办事，促
进企业降本增效。

浩荡征途风正劲，重任千钧再
扬帆。在新时代高歌行进的壮阔
征程中，崖州干群脚踏实地加油
干，努力绘就城兴民富的壮美画
卷。宁远河畔，正涌动着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滚滚热浪。

（本报三亚10月10日电）

区城融合 共谋发展

农民在播撒种子、拖拉机在撒施土壤调理
剂和深耕作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
院主任贾瑞宗等南繁专家认真观察现场作业
情况，分析并给出合理化建议……郎芒田洋格
外热闹，在此及周边区域开展的5000亩“绿肥
沃土工程”项目，通过“冬季瓜菜-水稻-绿肥-
深耕还田”创新耕作制度，全面提升地力、提高
产量。

在另一片田洋里，拱北村15个村民小组
的村民们正抓紧播种“南豇1号”。这个由三
亚市热科院免费提供的优质长荚豇豆品种，由
该院历经十年自主研制，具有适应性好、抗病
性强、产量高等优点。

服务保障科技城建设发展，借智借力园区
的科技优势，崖州区积极承接科技城科技、企
业、人才外溢，培育南繁育种产业生态链，让南
繁、深海科技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当地百姓，
一个个看得见的新变化让村民喜笑颜开。

农业提质，农民增收。崖州区今年种植的
30870余亩早稻，全部来源于南繁科研成果的
5个水稻新优特品种；村民种植运用科研院所
绿色高效先进栽培技术，实现“机耕整地-工
厂化育秧-机械插秧-无人机植保-机械采
收-机械烘干”全过程机械化生产，预计同比
增产4003吨，增收1500余万元，实现“粮钱双
丰收”。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增加

收入，平台公司返聘脱贫户统一管护农田，脱
贫户增加务工收入2500元/月。

企业进村，产业带动。盐灶村充分利用沿
海虾塘养殖池清退土地，村集体通过入股分红
形式，与入驻科技城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合作
开展水产苗种南繁项目和深海养殖项目，每年
获得保底分红收益，企业优先安排村内困难群
众到企业务工增收。目前，崖州区已与科技城
注册企业商谈合作项目5个，计划合作项目3
个，涵盖了平台建设及农渔蔬等产业，探索的

“公司+集体+农户”发展模式，有效促进村集
体经济发展，实现农业转型、农民增收。

人才进城，聚力兴区。广东省科学院三亚
研究院选派的“博士村长”秦元霞最近正忙着在
三公里村开展芒果新品种选种和绿色芒果生产
培训，他的同事则化身“课外老师”，向三公里小
学的孩子们讲述农作物生长繁育的故事，助力

“双减”工作。崖州区积极探索“农业+科技+博
士村长”发展模式，从入驻科技城园区的11所高
校和科研院所创新聘任122名博士人才，组成
17个“博士村长”工作队，按照“一帮一”模式衔
接服务17个村，围绕挖掘特色产业、实施项目合
作、科研成果转化、农技指导等内容，充分发挥博
士人才在引领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智力和科
研技术优势，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崖州区抱古村是“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

村，2019年整村脱贫退出后，产业基础仍较薄
弱，通过引入高校和科技企业发展特色睡莲和
果酒产业，乡村面貌大为改观。

抱古村党总支书记高真康表示，“通过与
入驻科技城的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荷花
睡莲研究团队合作，村里已引进254个品种睡
莲，建设睡莲种质资源苗圃1万平方米，开展
热带睡莲永生花制作、睡莲精油、纯露等化妆
品原料的研发。”

他说，该村还引入数字蜂箱新技术发展培
育睡莲花蜜产业，同步探索实施研学旅游、直
播、网上认养蜂箱、数字人民币兑换蜂蜜等乡
村旅游模式，有效培育热带睡莲花卉产业；与
科技企业合作发酵芒果、榴莲等热带水果，酿
造独具特色的高度白酒，打造水果酒研发、加
工、生产、销售产业链条，形成特色产业。

“崖州区作为科技城最直接的共建者，围
绕打造‘六个标杆’和建设‘六个三亚’目标，深
入推进区城融合，实现互促共进。”三亚崖州区
区长童立艳说，崖州区与科技城管理局探索建
立了“区城融合”联席会议制度，搭建工作联络
平台，全力做好土地等要素保障服务，理清和
完善区城权责清单和区城涉企政务服务清单，
强化科技带动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有效实现
区城之间发展共谋、要事共商、资源共享、实事
共做。

幸福崖州 共享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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