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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三亚资源优势，不断破译棉花快速繁育技术密码——

棉花育种在三亚一年一代变三代
本报记者 符吉茂 文/图

阳春三月，春暖大地。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海南南繁基地（以下简称“中棉所海南南
繁基地”）棉香四溢。三亚虽然不是棉花产地，但国内大部分棉花种子都源自这里。今年 3 月 9 日，1000 多斤“中棉所
127”棉花品种寄往新疆，参加新疆棉花品种区域试验。依托三亚得天独厚的资源，原本一年只能进行一次的棉花育
种，在三亚能变成一年四季都在繁育，一年可培育出三代新品种，加速了棉花品种更新换代。三亚这个非棉花产地，
培育出了近 200 个棉花新品种，先后向国内多家单位提供遗传材料 10000 余份次，直接用作亲本育成新品种近 200 个，
累计推广面积 50 万亩以上的有 50 多个，在全国种植面积达 5.5 亿余亩。

挑选、采摘、脱棉……3 月

15 日下午，在中棉所海南南繁

基地内，中棉所生物技术研究室

主任袁有禄、副研究员刘记正顶

着烈日挑选优质棉桃。“经过我

们培育攻关，一年可种出三代。”

袁有禄自信地说，目前，他们的

团队正在破译棉花两年七代快

速繁育技术密码。

作为中棉所海南南繁基地

最早开拓者之一，袁有禄在三亚

已经扎根 30 年。从最早的睡窝

棚，一锄一锄地刨地，到现在采

用现代化手段育种，袁有禄见证

了南繁基地的变迁，也见证了我

国棉花现代育种业发展历程。

30 年如一日，袁有禄坚守在高

温、高湿的温室或田间地头，默

默 从 事 着 繁 重 的 棉 花 选 育 工

作。近 5 年来，袁有禄承担的项

目有 14 项，其中主持 11 个，包

括“973”计划项目（棉花纤维品
质功能基因组研究及优质高产
新品种的分子改良）、“863”计

划项目（优 质 高 产 棉 花 分 子 品
种 创 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转基因优

质纤维棉花新品种培育”、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成果转化

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创新体系、

河南省重大专项等项目。

在中棉所海南南繁基地，像

袁有禄这样的“南繁人”还有很

多。优异的气候条件，使三亚成

为棉花南繁加代育种的天堂。

目前，三亚也是海南唯一的棉花

南繁育种基地。每年 9 月到次

年 4 月，科研人员像候鸟一样来

到三亚进行棉花南繁育种。“海

南虽然不是棉花产地，也不是棉

花主要消费地，但中棉所海南南

繁基地围绕野生棉资源和远缘

杂交资源材料搜集、保存、创新

利用，先后向国内多家单位提供

遗传材料 10000 余份次，直接用

作亲本育成新品种近 200 个。

累计推广面积 50 万亩以上的有

50 多个，在全国种植面积达 5.5

亿余亩。”刘记说。

据介绍，日前，国家棉花产

业联盟在三亚落地，争取利用 2

至 3 年时间将国棉科技有限公

司打造成全国原棉、纱线、面料、

服装等交易结算中心。

棉花专家在查看棉花种子。

“这里光照充足，是棉花南繁
育种的绝佳之地。”袁有禄说，作
为目前唯一的国家级棉花专业
科研机构和全国棉花科研中心，
中棉所自1959年起，就开始在三
亚开展棉花南繁育种。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目前，中棉所在崖
州和大茅两个基地建成四季育
种圃 15000 多平方米，实现棉花
一年三代繁育水平，极大地促进
了新品种培育进程。每年冬季，
棉花育种科研人员将棉花种子
从内地其他地方运到三亚育种，
孕育出新一代品种。每年4月前
后，科研人员再将新出的种子运
往新疆等地，此时，北方等地已
是春暖花开季节，正适合播种。
于是，在三亚培育出来的新一代
棉花品种在新疆等地生根发芽、
孕育出新的果实。原本一年只
能进行一次的棉花育种，变成一
年四季都在繁育，一年出一代新
品种变成一年可培育出三代新
品种。正是因为有了海南南繁
这块宝地，中棉所在三亚先后培

育出中棉所 78、中棉所 60、中棉
所70、中棉所114、中棉所127等
一大批优良品种。

“虽然我们也像其他‘候鸟’
一样每年冬季都飞到三亚，与他
们悠闲在三亚过冬不同的是，我
们这些‘南繁候鸟’则是争分夺
秒培育棉花、水稻等新品种。”袁
有禄风趣地说，为抢抓棉花育种
时机，中棉所海南南繁基地科研
人员每天早上 6 点忙到晚上 7
点。周末、假期与他们“无缘”，
就连春节假期都在地里忙碌。

据了解，借助海南气候一年
三代的有利条件，棉花“南繁人”
将海陆杂交后代全部在海南连
年加代繁殖，又不断在高代群体
中选择稳定、早熟、高产、优质的
棉花新品系。目前，已经筛选出
一系列稳定的早熟棉新品系，为
早熟优质棉育种，以及新疆无膜
棉 品 种 的 培 育 提 供 丰 富 的 资
源。目前，中棉所研究人员正在
破解棉花两年七代快速繁育的
技术密码。

非棉花产地培育出近200个新品种

棉花品种培育一年一代变一年三代

为扩大和丰富棉花育种所需要的种质资源，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棉属野生资源的收集和对
野生种质的研究和利用。为此，中棉所海南南繁
基地的棉花专家通过各种途径先后从印度、美
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地收集到许多野生棉种
资源。“目前，世界上共发现53个棉种，包括49个
野生棉种和 4个栽培棉种。其中，位于三亚的中
棉所海南南繁基地的国家种质三亚野生棉圃内，
活体保存的棉种有38个和 150多个种间杂种，无
论是收集保存资源棉种数，还是杂种数均居世界
第一。”袁有禄说。

袁有禄说，虽然我国不是棉花起源地，但三亚
地区具备棉花多年生长发育所需的气候条件。国
家种质三亚野生棉圃建于1982年底，1986年初具
规模。种植园占地80余亩，试验地50余亩，现有
野生棉、近缘植物、半野生棉、种间杂种、工具材

料、自然突变和人工诱变材料等7个专业种质圃，
共占地近10亩，常年宿生保存的材料500份左右。

2011 年起，中棉所专家先后赴美国、澳大利
亚、巴西等棉花原分布地进行野外考察，并收集
到一些原始材料，丰富了种质圃的野生棉资源材
料。该圃面向全国提供实验材料，在棉属分类、
起源与演化等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发挥了良好作
用，成为我国棉花基于棉属原始材料的基础研究
的素材源头。“野生棉已成为我国棉花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资源的主渠道。促成了 31项科
技成果获奖38次、500余篇科技论文、100余篇学
位论文。”袁有禄说。

目前，世界上只有两家野生棉种质圃，一家在
美国，一家在海南省三亚市，从宿生保存材料涵
盖的棉种数来看，我国野生棉种质圃已为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棉花园。

世界53个棉种38个在三亚活体保存

3 月 9 日，中棉所培育的 1000 多斤中棉所
127 南繁育种寄往新疆，参加新疆棉花品种区域
试验。“并非所有棉花育种都可以参加这个区域
试验。”袁有禄说，参加试验的棉花品种必须达到
产量高、品质优、抗病性强等特点。目前，中棉所
利用海南南繁优势培育的 4 亩中棉所 127，预计
能收种子600斤，在新疆能种200亩。

刘记说，据初步统计，目前各地棉花专家在三
亚培育的南繁育种5000亩左右，每年育种产量预
计超50万斤，运到新疆等地，按每亩播种3斤算，
可满足18万亩的育种。

袁有禄说，到20世纪 80年代末，许多单位纷
纷在海南建立棉花南繁基地。初步统计，目前在

海南进行棉花南繁的单位百余个，棉花南繁总面
积5000亩左右。

“在海南搞棉花南繁育种，从开始研究到试验
生产至少要八年，但也比内地少四五年时间。”袁
有禄说，一般情况下，一个棉花新品系在海南培
育要4至5年，在内地至少要8年。

新的棉花种子培育出来后，还要拿到新疆
等主要产棉地进行试验。经过 1 年预试，2 年正
式试验，1 年生产试验后才开始大面积推广种
植。

3月15日傍晚，夕阳西下，袁有禄和刘记瞭望
着南繁基地，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棉花育种
将迎来新一轮的更新换代。

三亚每年棉花南繁育种产量超50万斤

凭机动车驾驶证

我省驾驶员可申领
道路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3 月 16 日，记者从交通
部门获悉，即日起,我省驾驶员凭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机构核发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和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
驶证》可申领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

据悉，申请人申领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可以凭驾培机构 2021 年 3 月 16 日后核发的《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核发相应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向省内任一地区
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提出申领道
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申请。

未取得 B2（大型货车）或 A2（牵引车）驾驶资
格的，应到具备道路货物运输从业相关知识培训资
质的驾培机构报名参加B2（大型货车）或A2（牵引
车）的机动车驾驶培训，培训结业后驾培机构向学员
颁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已取得B2（大
型货车）或A2（牵引车）驾驶资格，初次申领道路货
物运输从业资格证的，应到具备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相关知识培训资质的驾培机构报名参加道路货物运
输从业相关知识（7学时）的培训，培训结业后由驾培
机构向学员颁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

据了解，目前我省具备 B2（大型货车）或 A2
（牵引车）培训资质的驾培机构有五家，分别是海口
海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南航海鹰（海南）
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三亚市新龙驾驶员培训学
校、琼海市雄发机动车驾驶学校、儋州市机动车驾
驶学校。

4月1日起

我省实施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4 月 1日起，《小微型客
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近日，省交
通运输厅印发通知，在《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已
开展小微型客车经营活动，但车辆（含登记在个人
名下的车辆）使用性质未登记为“租赁”或未履行备
案手续的经营者，应尽快向车籍所在地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车辆使用性质和向当地交通
运输管理部门申请完善相关备案手续。

自实施之日起，新开业的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者及新投放的车辆，应按照《管理办法》《海南省小
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政策规定
申请办理备案。同时，新增和更换车辆需满足《海
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海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 2021 年行动
计划的通知》确定的清洁能源汽车投放比例要求，
即自 2021年起，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汽车比
例不低于 60%（2021 年度“零关税”进口车辆暂不
列入统计），并逐年递增20%，2023年达到100%。

法治宣传进乡村
激发村民来学法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吴娜）3 月 16日
至 17日，三亚市委政法委、市法学会联合市司法局
育才司法所，在育才生态区那受村和青法村开展以

“送法下乡，助力平安三亚建设”、“健康人生，绿色
无毒”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活动，丰富村民们精神文
化生活，引导他们增强法治意识和提高法律素养。

宣传活动针对育才生态区村民法律实际需求，
重点围绕因酗酒引发的不法行为，如酒后驾驶、家庭
暴力、酒后滋事，以及禁毒知识、婚姻家庭纠纷、劳动
纠纷等内容开展法治课堂。通过法律法规与案例相
结合，以案说法、以案释法，使村民深受教育。

活动共发放《民法典》、禁毒、《反邪教知识读
本》、生态环境保护、扫黑除恶、预防新冠肺炎等宣
传资料600余份，法治文化礼品200余份，现场解答
法律咨询10余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亚为91岁帕金森患者
实施脑深部电刺激手术
刷新手术最高年龄记录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 通讯员 汤浩）近日，解放
军总医院海南医院（以下简称“海南医院”）神经外
科开展了一台不同寻常的脑起搏器植入手术。之
所以说不寻常，是因为这台手术的患者是一位年龄
高达91岁的帕金森患者。

该患者已被帕金森病困扰了20多年，既往口服
药物控制的持续效果减短，渐渐有了肢体异动的表
现。为了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提高生活质
量，患者家属找到海南医院神经外科医疗团队。

在院期间，患者家属向医疗团队表达了希望进行
DBS（脑起搏器）手术的意愿，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至
培为其进行了周详的术前准备，并与心血管内科、麻
醉科等专家进行了多学科联合会诊，在充分评估手术
风险后，认为患者无明显手术禁忌，可实施手术。

手术当日，运用5G技术，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
学中心神经外科医学部主任医师徐欣的远程协助下，
经过近4个小时的精心实施，成功将电极植入预定位
置。在术中调试时，患者的震颤症状得到了很大改
善。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恢复良好。

据悉，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最早由凌至培1998年引
进国内，通常DBS手术的年龄上限是75岁左右，此前
凌至培团队完成的DBS手术患者年龄最高记录是89
岁，此次再次成功刷新了DBS手术的最高年龄记录。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3 月 17 日，
海南省海洋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在三亚大东海广场举行。活动以“关爱
自然·呵护海洋”为主要内容，将开展形
式多样的海洋保护志愿服务活动，以实
际行动呵护琼岛生态，助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据了解，海南省海洋保护志愿服务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活动当天，
志愿者在大东海开展“净滩”志愿服务，
清理海滩杂物、生活垃圾、塑料垃圾、海
洋漂浮物等。

在海洋环保宣传志愿服务方面，全
省将通过举办科普讲座、公益宣传、知
识讲解、发放海洋环保意识调查问卷等
形式的海洋环保宣传活动，教育引导公

众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共同关注、参与
环保事业。同时，组织动员广大志愿者
开展“关爱自然守护红树林”志愿服务
和文明行为引导志愿服务活动，影响带
动更多群众自觉参与到生态环境建设
中来，关爱自然，保护海洋。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吕鸿表示，通过
积极组织开展净滩、植树造林、文明引
导、环保宣传等海洋志愿服务活动，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吸引公众加入到海洋
环保队伍中。

启动仪式上还为三亚 2020 年度
“十佳志愿者”“十佳志愿服务组织”“十
佳志愿服务项目”进行颁奖。此次活动
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海南省
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

海南海洋保护志愿服务活动三亚启动

三亚志愿者在大东海沙滩开展净滩活动。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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