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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下胚乳，加入钢珠，放进研磨
仪研磨成粉，加入蛋白提取剂提取蛋
白、蛋白胶测试分析蛋白含量……1
月12日，中国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
博士孙茜正和课题组成员在崖州湾
实验室抓紧对实验材料进行分析，身
旁的工作台前，坐满了同在实验的青
年科研人员。

发挥11所知名高校和17家顶尖
科研机构集聚带来的比较优势，科技
城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2022年新增农业农村部基因编辑创
新利用重点实验室（海南）、海南省
热带水产种质重点实验室等4个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新增2个院士创新
团队；截至目前，已吸引34名院士落
地园区开展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及
应用示范工作，已设立8个院士团队
创新平台。

用好人才资源，做好服务保障，
科技城开展制度创新，不断改善营商
环境，高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
能力建设，优化园区创新驱动发展的
良好生态。

长效机制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打
造有温度的科技新城。园区推出企
业开办“逐梦盒”，实现新开办企业

“照、章、册”一窗通领，便民利企服务
持续升级；持续改革创新，环评审批
办结时限由60天缩短至1个工作日，
发出三亚市首张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电子证照，工程建设项目“主题式”审
批进一步压缩时长，审批提速超过
50%，“秒批”实现“即来即办、即来即
批”；建立数字化服务中心平台运行
机制，整合12345政府服务热线、园
区服务监督热线、崖州湾吐槽区与

“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居民共谏
会等线上、线下平台，实现协同联动、
融合发展，事项办结率达到99.57%，
多措并举提升服务理念、优化服务环
境、创新服务举措、提高服务水平。

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能力，
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科技城入
选国家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园
区，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服务功能性平
台搭建，面向海洋和现代化农业产业
领域开启专利审查“绿色通道”，极大
缩短专利审批授权时间，首件种业领
域快速预审发明专利仅 57天获授
权；推进海南自贸港农业植物新品种
审查协作中心办事窗口落地，挂牌成
立海南首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窗口
和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服务中心/

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崖
州湾分中心，着力打通科技城种业科
技成果转化渠道；崖州湾育种材料存
证与惠益分享平台上线，探索实践

“育种材料第三方存证”“育种材料惠
益分享”等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机
制，推动育种数据有序共享、育种资
源有序流动；促进育种落地全国首单
植物新品种权被侵权损失专属保险
业务，协助企业完成海南省首单植物
新品种质押融资贷款业务，助力科研
高效创新。

优化搭建园区创新创业生态，
推动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科
技城入选首批海南自由贸易港“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政策试点
区域，落地自贸港首单以事业单位
为享惠主体的“零关税”自用生产设
备，目前已顺利进口总货值近4亿元
的“零关税”设备，大大降低科研成
本，释放科技创新潜力；推动中转基
地业务落地，协助企业完成3单常规
引种中转业务，落地首单“特许引
种”业务；积极开展制度创新，“水电
气‘报装联动’改革”“聚焦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科技赋能园区规划建设
管理”3项举措入选海南省优化营商

环境示范案例，“海洋水产种质资源
跨省协同跨国引育新路径”“‘南繁
种业’知识产权特区”入选海南省制
度（集成）创新案例；创新开展科研
课题任务攻关，推动实施“揭榜挂
帅”项目打造产学研协同发展链条；
首设崖州湾菁英人才科技专项，聚
焦深海科技、热带农业与现代种业
等科技城核心科研领域，支持园区
科技人才开展具有一定研究基础且
有明确应用场景的应用研究，助力
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上线南繁用
地共享管理平台，推动陵水安马洋
和乐东抱孔洋基地共享使用，服务
南繁“一体两翼”协同发展；充分发
挥中国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三
亚分园运营优势，开展“招聘夜市”、
高校毕业生对接会、园区专场招聘
会等多种类型招聘活动，构建“嗨
亚”“一鹿求才”两个自主线上招聘
服务平台，不断为园区企事业单位
提供多元化人才要素保障。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帆悬向未
来。新征程上，科技城坚持战略定
力，以“奔跑者”的姿态全力谱写创新
发展的新篇章。

（撰稿/肖皇 孙乐成）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服务“国之大者”打造科创高地

南繁季又至，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以下简称科技城）这方热土如磁铁
一般，吸引着全国各地追光逐梦的科研工作者到此开展种业创新工作。
这里诞生的良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这片沃壤如
引擎一般，驱动着一家家顶尖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抢抓机遇投资兴业；
主要经济指标逐年攀升，赋能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围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重要讲话
精神，科技城积极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部署，2022年以打造海南自贸港
科创高地为奋斗目标，以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和推动深海科技创新为核心
任务，坚持科技立城、产业兴城并重，推动产研互促，深化产城融合，切实
抓好基础建设、着力做大产业规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蹄疾步稳打造高
能级南繁种业、深海科技产业高地，脚踏实地服务“国之大者”。

预计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9%，预计园区实现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21%，全年新增注册企业
2210家，预计全年园区专利授权量
同比增长15%，有效发明专利总数同
比增长56%……这是2022年科技城
交出的成绩单。

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上扬，是科技
城坚持着力提升创新能力、扎实推进
产业培优结出的硕果。作为新兴科
技先导园区，科技城深知，加快创新
平台建设是筑牢产业集群发展的根
基，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
下好的“先手棋”。

“科技城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抢
抓自贸港建设重大机遇，充分发挥
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
源地的重要作用，高效服务国家级
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全力打造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聚焦实验室“急难紧要”诉求，科

技城积极落实属地责任，从平台建
设、试剂耗材、科研用田、物业服务到
科研人员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
面，系统做好服务支撑，确保种子创
新研究院科研楼如期竣工，精准设计
育种中心等公共科研平台建成投用，
顺利保障崖州湾实验室挂牌运行；全
力推进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建设，
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科考船泊位桩
基施工全部完工，有力支撑海洋实验
室海南基地挂牌创建；三亚数学和物
理国际研究院注册设立，积极推动合
肥实验室海南量子基地落地建设。

服务南繁硅谷高标准建设，科技
城全力打造开放共享的种业科技创
新平台集群，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
施、国家（三亚）隔检中心（一期）、国
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心等
项目加快建设，非人灵长类种质资源

与模型研发中心、种业创新中心、离
岸科研综合楼、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
圃、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及
确权交换中心等科研基础设施和关
键共性平台建设稳步推进；5040亩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全面建成投
用，24家科研院所和企业陆续进驻，
围绕玉米、大豆、水稻、棉花等作物育
种开展试验工作；积极引进国家级种
业科技创新平台，滚动开展项目谋
划，三亚南山热带优异果蔬资源保护
基地、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合
作平台、热带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全面推动作物、畜禽、水产种业核心
技术攻关。

聚力深海科技创新发展，科技城
深化“一城一港”一体化科学布局，打
造国家深海技术创新中心，系统谋划
构建深海科学研究、装备研发和应用
平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建设

南海地质科技创新基地、深海化合物
资源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深部生命国
际研究中心三亚崖州湾研发基地、浙
江大学（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创新平
台等创新载体，推动南海立体观测网、
南海海洋大数据中心等智慧海洋项目
建设；联合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启动“国
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体系建设，
着力培育开放共享的国家深海科研试
验能力；崖州湾载人深潜工程实验室、
深海照明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揭牌投
入使用，世界首台大体积深海低温超
高压模拟装置完成调试并通过现场技
术验收。“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载
人潜水器先后正式入驻科技城，并在
南海1500米水深区域首次开展两台
载人潜水器联合作业。系统谋划南山
港科考功能改造，着力提升海洋调查
和深潜科考服务保障能力，该港全年
已完成常规航次科考船服务222航
次，同比增长136%。

服务国家级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扎实推进园区产业培优，着力推动主导产业集聚发展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三亚国际
种业科学家大会上，12家从事南繁
CRO服务、种业繁育、良种销售等业
务的公司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三亚
国际种业科创中心签约，有效服务赋
能科技城构建良好的种业科技创新
生态和产业发展集群。

良企纷至沓来，创新要素汇聚，
是园区产业兴城的生动写照。截至
2022年底，科技城已累计注册企业
8917家，其中涉农企业1263家，培育
引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5家。发
挥比较优势，重点深耕种业、深海和
生命科学产业，科技城初步呈现出高
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聚焦发展“深蓝”特色产业，依托
科研集聚吸引产业集聚。目前，三亚
深海化合物资源中心已吸引35家生
态圈创新创业高科技企业注册；哈电
集团、哈尔滨工程大学及招商深海三
方联合在科技城策划国家深海科技
智能装备产业化技术创新中心，围绕
建立深海智能装备“柔性产业链”和
配套企业群开展产、学、研转化工作。

围绕发展园区主导产业，创新链
布局南繁、深海产业链。科技城积极
推动北大荒垦丰种业、山西新科农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电气集团、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等一批南繁种业、
深海科技领域重点企业入驻；积极推

动人工智能双创中心、海南省生物育
种双创中心、深海装备产业园（二期）
等产业项目落地；探索培育种业
CRO产业，引入舜丰生物、华大基
因、未米生物科技、海南农乐等企业，
提供基于生物育种技术的委托育种、
遗传改良、分子检测和田间管理、种
植等CRO服务。

针对产业发展所需，引进高水平
孵化器和高质量基金。科技城引进
大北农科技孵化器，开展对生物育
种、智慧农业公司的孵化培育与加
速工作；首批包含种子创新、知识产
权等领域的48家企业正式入驻三亚
国际种业科创中心；崖州湾国际南繁

科技创新基金、南繁育种产业投资基
金两支种业单一方向产业基金落地
园区；启动园区企业上市培育工作，
园区“信贷通”产品落地，已完成3笔
贷款共计5000万元签约放款，有效
解决园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

“系统谋划产业项目，壮大市场
主体，科技城扎实推进产业培优，初
步形成以国家级科创平台为核心、优
质科研资源和多元创新主体加速集
聚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赋能三亚加
快跻身国家战略高新技术前沿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全力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努力争当转型发展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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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

三艘科考船同时停靠南山港科考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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