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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子是我
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优良种子可以贡献
粮食增产量的45%至50%。三亚作为
我国的育种圣地，每年吸引6000余名科
学家、技术员从全国各地聚集于此开展
育种、制种。

勇担使命，三亚把发展种业科技放
在突出位置，积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
术攻关；快速聚集600余家涉农企业着
力打通集“检测前端、田间服务、实验室
管理、成果转化、经营创收”为一体的南
繁全产业链，全力推进“南繁硅谷”建设，
赋能打赢种业翻身仗。

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以下简称
科技城）内的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科研人员陈心怡正聚精会神地进行作物
核酸分析、蛋白组学、光合检测及生理分
析、表型鉴定及品质分析等工作。此刻，
3000多台（套）高精尖科研仪器设备分
列在各个实验室，助力科研人员开展集

群协同科研。
“实验室积极探索新型研发机构管

理体制机制，搭建公共开放科技创新平
台，努力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崖州
湾种子实验室合作交流部负责人夏勉
说，实验室已组建20个院士创新团队，
形成“顶尖学科带头人+固定科研人员+
博士后和博士生”结构的科研团队；“揭
榜挂帅”项目池签约启动76个种业“卡
脖子”重大联合攻关项目，今年又与种业
企业联合实施“揭榜挂帅”项目，积极打
造产学研协同发展链条。

聚力种业科技协同创新，崖州湾实
验室佳音频传。首篇 SCI 论文已在
Molecular Plant正式上线，成立不到
一年就已有 6 篇研究论文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National Science
Review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

随着三亚种业科技投入的持续加
大，更多的喜讯从希望的田野传来——

崖州田洋里实施的“海南双季稻亩
产3000斤新品种筛选及配套技术研究
与示范”项目，实现双季稻亩产1500公
斤的攻关目标；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
院大豆南繁育种试验亩产超500斤；三
亚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梨新品种“丹霞
红”品种权以2200万元成交额创造国
内梨品种权交易最高额；近年三亚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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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科沃施（KWS）在科技城取得
工商营业执照，标志着首家外资农业科
技研发中心正式入驻三亚；国家种业产
业链“链长企业”——中国种子集团有限
公司将总部迁至科技城并开展实体化运
营；先正达中国作物营养板块中化化肥
将在科技城落地新型肥料研发中心及进
出口肥料贸易中心；舜丰生物、华大基
因、隆平生物等入驻科技城的龙头企业，

在全国率先探索基于热带特色作物遗传
改良、分子检测等CRO服务；中国农科
院、浙江大学等一批“国字号”顶级科研
机构和高校进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
展培养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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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三亚）隔检中心一期等一批重点项目持
续加快建设；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
中心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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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基础设施建成；崖州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国家绿色
农业先行试验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加快打造。

一项项种业科技成果接续取得，一
批批国内外种业巨头抢滩入驻，一个个

“南繁硅谷”重大科研平台陆续建成，三
亚正在成为中国种业行业创新发展的新
高地。

我国超过1000米深度的海域主要
位于南海，三亚距离1000米水深海域仅
128公里，距离2000米水深海域仅260
公里，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天然场
所。三亚捧着“金饭碗”找到好路子：向
深海进军，构建深海技术体系，发展“深
蓝”特色产业！

一度寂静的崖州湾畔如今热闹起
来了。在这里，“奋斗者”号成功坐底
10909米深海，创造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顺利返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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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载
人潜水器载人舱设计、制造、测试和评

估，填补国内民用载人潜水器空白……
“立足海洋强省建设目标，我们重点

布局‘一城、一港’，即深海科技城和南山
港，快速汇集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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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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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深海科技创新，首要是掌握关键技
术。三亚放大“深海勇士”号、“奋斗者”
号载人潜水器等大国重器技术溢出效
应，培育深海科学与智能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立足三亚在探秘深海/深渊一往无
前，深海/深渊智能技术及海底原位科学
实验站专项瞄准“十四五”以及未来10
年至20年的需求，力争将产生不少于50
项深海科技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促进
深海装备国产化进程。

深海科技创新，重在人才支撑。中
国船舶集团、中科院深海所、中国地质调
查局等15家科研院所和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等6所高校陆续进驻科技
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国家海洋综
合试验场（深海）体系、南海海洋技术与
装备综合试验场、南海地质科技创新基
地等系列科研平台为众多研究人员提供

科研助力。
深海科技创新，关键是“产学研用”

一体化。231家海洋类企业汇聚崖州，三
亚积极探索推动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
资源综合利用、可再生新能源开发利用等
深海科技产业生态培育，加速产业导入。

“三亚着力打造南繁深海科创标杆，
南繁、深海等重大科研平台和产业项目
加快集聚落地，南繁科技、深海科技等领
域形成一批战略性成果，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推动种业‘卡脖
子’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推动深海科技
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三亚市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

今年2月，“海南卫星星座”首期4颗
星成功发射升空，将保障海南在自然资
源、农林、海洋环境监测、渔业信息服务
等多领域的空间数据需求，实现“海南
造，海南发，海南用”。

“4颗卫星由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
院海南研究院牵头，联合三亚中科遥感
信息产业园多家入园企业共同研制。”三
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有关负责人透
露，产业园积极培育空天信息、遥感信
息、卫星测控等航天科技产业，着力推动
以卫星大数据应用为特征的三亚空天信
息产业发展，已引进和孵化300多家企

业，累计获得知识产权200多件。
当视野从空天转向陆地，三亚生物

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吸引着人们的
眼球。

“我们聚焦互联网文娱、跨境电商、
数字经济‘三个领域’精准发力，京东众
创、东华博育云、有爱互娱、通联支付等
一批企业相继入驻，围绕互联网文娱、跨
境电商服务贸易、数字科技为重点的三
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基地（二期）项目加
速建设，2021年园区孵化、培育企业近
600家，为2018年的6倍。”三亚互联网
信息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说。

科技城已引进康码生物、安达生物
等10余家生物技术及生命健康领军企
业，三亚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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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
海化合物资源中心、非人灵长类种质资
源与模型研发中心等关键平台为支撑，
推动科教研发、人才培养、产业孵化要
素聚集，构建实验动物、生物医学和全
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命健康产业生
态圈。

从沃壤到深蓝再到苍穹，三亚全面
布局陆海空“未来产业”，出台《三亚市高
新技术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着力构

建完善“3+N+1”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体
系，以优惠政策汇聚高端资源，以科技研
发确立产业核心优势，以应用需求牵引
上下游产业延伸，以产业园引领产业集
聚，以信息技术促进产业升级，以产业融
合促进新业态新模式的衍生，加快推动
三亚南繁、深海、数字、空天等高新技术
产业高质量发展。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三亚正在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笃
定前行，于大海之下、苍穹之间镌刻属于
鹿城的印记。

（本报三亚10月11日电）

三亚：打造科创高地 激发经济新动能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地处北纬18度的三亚，一直是人们向往的度假天堂。进入新时代，这个科创高地正闪耀在聚光灯下。从旅游城市过渡到旅游
科创并举的现代化滨海城市，三亚以科技创新驱动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成为鹿城发展的澎湃动力。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三亚聚焦“一中心、一城、一区、三重点”，对标“三亚要当
好转型发展的示范，打造国际旅游胜地和自由贸易港科创高地”的目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南繁育
种、深海科技为重点，统筹推动空天、数字经济等国家战略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长引擎，着力打造南繁深海科创标杆，加快跻身国家战略高新技术前沿区。

全面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和改革创新，三亚新旧动能转换成绩斐然：
房地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17年的64.4%下降至2021年的48.1%，高新技术产业年均增加值年均增长4.9%，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由2017年的11家增长至2021年的158家，增幅排在全国同类城市和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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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种子文章 聚力发展种业科技

进军深蓝产业 大力发展深海科技

关注新兴科技产业 着力发展未来产业

大国“重器”
三亚奋斗史
——深海载人潜水器“奋斗
者号”的自述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近乎椭圆形的身体，圆鼓鼓的，让我
看起来憨憨的。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战
功赫赫的深海载人潜水器，大家都叫我

“大国重器”呢！
我的家位于三亚的中国科学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在这里，我结识了很
多科学家朋友，在他们的带领下，我探索
了很多的深海奥秘，还成功坐底10909
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直接冲
入了世界顶尖水平，体现了我国在海洋
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

在水下一万米以上的深海，水压是海
洋表面的1100倍。我能够承受如此大的
压强没有变形破裂，还保持帅帅的身姿，
这可要归功于中国制造的优秀。我的身
体可是由中国研制的新型钛合金做成，它
具有极高的硬度和抗压性，当然，我的身
体里还有好多国产化的重磅技术。

如今我的美名——“奋斗者号”早已
远扬，但大家可别忘了我的兄弟们。我
是“老三”，先给大家介绍我的“二
哥”——基本实现国产化的第二台深海
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它在高海况、
复杂海底地质环境以及高频次、高强度
的考验下，在西南印度洋等多个海域顺
利完成多个航次。科学家们乘坐它下
潜，成功进行我国首次载人深潜考古，开
启中国深水考古新时代；取得一批重要
科考成果，首次圈定了海马冷泉区的精
确范围、在南海圈定了多处冷水珊瑚林
的发育区、在马里亚纳弧前区首次发现
大规模碳酸盐岩山脉。

点赞了我的“二哥”，再来看看我的
“大哥”——中国首艘载人潜水器“蛟龙
号”，彼时它的成功下潜，使得中国一举成
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深潜技术的国家。

虽然中国在潜水器领域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速度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
中国科研人员的辛苦付出，所以才能不
断地攻克一个个核心技术，从而使得中
国迈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随着技术的
不断改进，深海载人潜水器一代比一代
研发时间短、实用性更强，简单来说，就
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奋斗可是我最亮眼的底色，我可是
给自己定了好多目标呢，从三亚大本营
出发，向着深海进军，哈哈，等着我带来
更多深海的好消息吧！

（本报三亚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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