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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林）3 月
22日，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
硅谷论坛在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继续举行。在本次论坛的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分论坛中，六位来自政
商学研的嘉宾，紧扣“海南自由贸
易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建设种业
知识产权特区”主题，共商海南自
贸港重大历史机遇下政府、产业、
企业和学界的应对之策，为打造
知识产权特区贡献“种子智慧”。

对话首先由“东道主”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自贸港创新合作处
主任杨洋打开话匣子，她依据背
景、原则、空间布局和主要工作等
四个层次娓娓道来。“崖州湾种业
知识产权特区建设将以坚持全球
视野战略思维、坚持市场经济提

升价值和坚持联合协作、共同推
进为原则，奋力打造“一核三平
台”的空间布局。”杨洋介绍，“一
核”主要是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和
配套的重大基础设施，“三平台”
分别为生物育种创新平台、特异
种种质资源科研平台和离岸隔离
科研平台，通过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鉴定、评价及确权交换中心、
国家农作物品种测试（三 亚）中
心、农业植物新品种协审中心、种
业知识产权交易分中心、国家超
级计算中心等平台，推动分子检
测实验室等实验室落地，建成更
加开放的融合转变、共享技术科
研平台，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知识
产权特区，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
护的能力。

“从企业角度讲，我觉得最关
键的种业 IP管理要管好亲本的流
失。”先正达集团中国知识产权律
师胡国群表示，对做好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应对品种侵权与仿冒
套牌品种问题，希望未来崖州湾
种业知识产权特区能从遏制亲本
流失上率先发力。

同为企业代表的封红兵表
示，希望能在崖州湾种业知识产
权特区中率先试点，建立共性实
验室，将种业育种过程中的一些
社会化的支撑配套服务壮大起
来，让育种家从繁琐的事情中“解
放出来”，同时做好企业风险分
析，形成完善的信用评价表格，并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相关培训，进
一步提升崖州湾种业知识产权特

区吸引力，共同打造知识产权保
护高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院
研究员李菊丹则分享了作为一名
学者长期思考的问题，即种业知
识产权中的三大板块——专利
权、植物新品种和商业秘密的保
护问题。李菊丹表示，希望通过
沟通，不断弥补目前种质资源各
阶段专利权的空白。

除了制度创新，李菊丹表示，
在机制创新上崖州湾种业知识产
权特区还能再下功夫。“比方说可
以创建一个关于育种材料的会议
分享平台，以合同或自愿的形式
加入，加入的组织，对所提供的种
质资源进行提纯保存，并进行生
物材料的保存，从而降低诉讼时

的举证难度，进一步扩大种业产
业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

谈到未来进一步建设“南繁硅
谷”和打造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如何提供知识产权保
障时，UPOV理事会副主席、农业
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研究员崔野
韩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具有世
界眼光，二是坚持国际标准，三是
充分利用政策优势，第四则是充分
发挥中国速度。”崔野韩说，打造崖
州湾种业知识产权特区，不仅仅是
一个加入UPOV91文本那么简单，
在特区的先试先行背景下，须利
用好绝无仅有的政策优势，充分
调动起各部门各企业力量、发动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利用制度优
势，发挥中国速度，共同打造。

六位专家共话“崖州湾种业知识产权特区”

2019 至 2020 年 ，南 繁 机 构
登记数量为 688 家，其中科研单
位 218 家、高校 18 家、企业 452
家；南繁科技人员数量达 12383
人；南繁科研育种组合材料登
记数量 359.1 万份。

“南繁基地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最开放的、最具影响力的农

业科研区，被誉为‘中国农业科
学城’‘种业科技硅谷’‘国家良
种良苗的摇篮’‘中国饭碗的底
部支撑’。”在 2021中国种子大
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市南繁科
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陈冠铭分
享了题为《南繁硅谷产业发展培
育与双创平台的创建运营》的主
题报告。

报 告 透 露 ，2019 至 2020
年，南繁机构登记数量为 688

家，其中科研单位 218 家、高校
18 家、企业 452 家；南繁科技人
员数量达 12383 人；南繁科研
育种组合材料登记数量 359.1
万份。

为什么选择在海南发展南
繁产业？陈冠铭说：“海南南繁
具有不可替代性。”

从气候条件分析：水稻、玉
米、棉花等作物冬春季节的育制
种仅能在海南进行，具有排他性

的优势；在科学育种方面：南繁
可加速种质扩增、种质改良、种
质创新以及品种选育工作。早
期南繁不仅能实现种质资源共
享协作利用，还能加快品种适应
性选择和改良；此外海南还占据
了区位优势：南繁服务全国，其
他区域无法比拟。同时海南的
气候条件类似于东南亚、非洲、
南美洲等热带地区，南繁品种资
源优势可保证中国优良品种向

这些区域无缝转移；从粮种安全
层面看：南繁已成为国家种子调
剂、备荒、应急、缺口生产关键
基地，为各地农业抵御洪涝、干
旱、冰雪等自然灾害，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陈冠铭说，南繁已上升为国
家战略，成为国家战略性资源，
关系到国家的战略性、基础性、
安全性、稳定性的核心经济与政
治利益。

海南南繁产业迈进新时代
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陈冠铭│南繁不可替代

本报记者 刘盈盈

3 月 23 日，崖州区，满园春色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数百位心怀“种子梦”的参观者，他们是受邀参加 2021 中国
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现场参观活动的与会人员。在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田间展示点上，200 多家企业的 1636 个品
种让他们目不暇接。 本报记者 林林 李学仕 摄影报道

三亚“鱼”与旅游能兼得
本报记者 刘盈盈

“三亚发展深远海养殖，具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优
势。前几年三亚的旅游挤压了深远海发展的空间，现在我
们已经把这些海域的功能定位、职责划清楚了，海南的生
态红线也划定出来了，三亚渔业发展的海域要还原给渔业
发展——当然我们要做到不能过分地、污染性地去发展。”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研究员陈傅晓说。

在 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全国水产南
繁种业发展分论坛上，陈傅晓表示：“每年这么多人来三
亚旅游、消费，要吃海鲜，得有稳定的生产和市场，三亚
深海养殖的海鲜所含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非常丰富，而
且深海养殖是绿色的，产品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要旅游
也要吃海鲜，两者可以结合发展。”

对此他给出五方面建议：首先把可用海域的功能区
划好；其次把规划做好；第三要在规划可控制范围之内
鼓励、引导一些企业进驻；第四是政府加强引导，及时给
企业发相关的许可证书，进行合法经营；第五要加强科
技力量，因为这些技术每年都在不断发展，要及时跟上
来。

“生态环境是必须要保护的，这个不容置疑。所
以深远海养殖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不能让它无限
量地发展，可以通过规划来控制它的规模；另外要加
强整个过程的管理，这样就能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
谐。”陈傅晓说。

在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
硅谷论坛南繁产业发展分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
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启发从四方
面对自贸港时代的海南农业与南
繁发展给出了建议：重新定义自贸
港时代的海南农业；市场经济导向，
按生态适应性重新布局海南作物生
产；充分发挥热带海岛的比较优势；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利用好南繁科
技人员密集的优势，研发新作物、
新技术，生产科技含量高、价值高
的农产品。

“南繁硅谷不是刻意去打造，
是在长期的实践、农业发展中自然
形成的，本身就适应了国家的需
要。如果没有它，科学研究、品种
选育的进度都会缓慢很多。它是
当之无愧的‘育种加速器’。”张启
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贸港
时代的海南农业需要重新定义，从
特色、绿色、景观、生态、效益几个
方面进行布局。把自然资源利用
好，充分发挥热带海岛优势，把农
业做出特色。

在人才方面，张启发说，从前在
很多人眼里，海南比较偏远，大学
也不是最好的，认为海南没有人
才。“海南是有人才的，这几个月全
国各地最好的农业科学家都来了，
但是要怎样把这些力量用起来，这
是要思考的问题。”张启发说，“这
里的气候、自然条件优势让南繁专
家不请自来，只要稍微组织一下，
举行类似座谈会等活动，多交流，
我相信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将
农业发展起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
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教授张启发：

自贸港时代
海南农业需重新定义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海南的气候、自然条件优势
让南繁专家不请自来，只要稍微
组织一下，举行类似座谈会等活
动，多交流，相信很多问题都能
迎刃而解，将农业发展起来。

南繁品种由原来的单一
化 向 多 样 化 转 变 ，由 粮 食 作
物育种向棉麻、油料、水果、
蔬菜、药材以及水产、畜禽等
领域拓展，覆盖物种达 40 多
种。

南繁基地常年制种面积
超过 20 万亩，年生产种子超
4500 万公斤，可种植水稻 4500
多 万 亩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农 业
生产用种“储备库”作用。

3月22日，在2021中国种
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海
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王业侨畅谈南繁硅谷建设
规划实施与海南自贸港政策
带给种业的发展机遇。

据悉，自 1956 年开展南

繁育种以来，全国各地来海
南从事南繁的人数累计近 60
万人次。南繁品种由原来的
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过去
是以粮食作物育种为主，现
正向棉麻、油料、薯类、水果、
蔬菜、花卉、药材、林木以及
水产、畜禽等领域拓展，覆盖
物种达40多种。

王业侨介绍，南繁基地常
年制种面积超过 20 万亩，年
生产种子超 4500 万公斤，可
种植水稻 4500 多万亩，发挥
着重要的农业生产用种“储
备库”作用。其中，南繁杂交
水稻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3 亿
公顷，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
的 60%以上，累计增收稻谷 5
亿吨。

“按照国家南繁硅谷整体
规划要求，种业监管治理能

力将进一步加强，全面落实
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制度，完
善国外引进种质资源登记管
理，建设国家品种测试中心，
建设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完
善种业科技成果评估和成果
利益分享机制。”王业侨说，
国家南繁硅谷整体规划提
出，将进一步推动种业技术
合作。建立国际热带农业科
技合作组织，设立南繁种业
智库，鼓励引进境外优势资
源、先进技术、高端人才、现
代管理制度等，提升种业国
际化竞争水平。同时加强

“一带一路”种业贸易，以及
引入国际化的产品评价体
系，探索建设种业国际贸易
中心，设立国际种子期货中
心，建设新品种交易平台，推
动跨境种业电商、品种权拍

卖、离岸交易等新型贸易形
式，促进贸易合作。

王业侨表示，在海南自贸
港的背景下，南繁种业产业
聚集效应日益凸显，后续会
有越来越多的知名种业企业
来到海南，形成产业聚集效
应。农业科研、种业安全、种
子供给、种子质量、国际交流
合作、农业人才专家等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将
会碰撞出更加热烈的思想和
科技“火花”，创造更加辉煌
的南繁种业成绩。

王业侨透露，海垦集团在
三亚、陵水、乐东等地有近 3
万亩南繁科研用地，未来将逐
步开垦和收储土地，供南繁单
位和育制种单位使用。目前
已有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
的338家科研机构入驻。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业侨：

国家规划为南繁种业发展带来利好
见习记者 符府

●方向论

海南地方畜禽资源可开发利用
本报记者 张慧膑

产业发展，种业需先行。当前，种业“卡脖子”问题
是全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尤其是畜禽种业，除蛋鸡外
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3月 22日，在全国畜禽种业
创新发展论坛上，专家学者探讨解决办法，共谋畜禽种
业未来。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山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陈瑶生在题为《我国生猪种业自主创新发
展探讨》的报告中提出，我国生猪种业面临的困境主要是
种业组织体系欠缺、种业科技创新分散、种业新技术研发
赶热点，对欠缺薄弱的种猪育种基础性、长期性技术关注
不够，地方猪种保护开发及新品种培育能力明显不足等，
而对标世界养猪第一强国丹麦，其育种持续领先的核心
是“共享共赢”，虽没有规模大的种猪场，但育种高度组织
化，有着持续扎实的育种基础和优质资源共享。

“要破除传统的思维局限，联合共享，兼并融合。”陈
瑶生说，要坚持立足国内、自主创新、提质保供的发展战
略，以推动种猪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国家生猪核心
育种场、核心种公猪、战略种源基地为抓手，以技术创新
和机制创新为根本动力，大力支持专业化育种和联合育
种发展，构建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创新体系，逐步建立基于全产业链的新型育种体系。

海南饮食文化崇尚“原质原味”，对食材的要求极其
苛刻。在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以屯昌猪、定安猪为
主的杂交开发利用成效显著，成功打造了“屯昌黑猪”“定
安黑猪”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岛内外消费者欢迎，实现了
地方猪的产业化开发利用。

不少专家表示，在自由贸易港建设大背景下，海南
在人才引进、制度创新、营商环境等方面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面对畜禽种业发展新要求、新形势、新机遇、新挑
战，应该从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建设、畜禽良种联合
攻关、成果产业化应用、规范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强化人
才队伍等方面入手，打好畜禽种业翻身仗。

●种业论

海南可出台专门办法
保护管理植物新品种

本报记者 张慧膑

自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取得了世人瞩目的
成就，已成为植物新品种保护大国。加大植物新品种保
护，增强种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有利于打好种业翻身
仗。在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专家就
如何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进行了热议，并建议以三大创
新推动海南自贸港植物新品种保护。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副秘书长Peter Button在
视频发言中称，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植物新品种申请
最多的国家，获批超过8000个，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意
识越来越强。他表示，2020年虽然受疫情影响，许多线
下工作难以开展，但联盟成员还是不断增加，全球植物
新品种保护申请数量也大幅提升。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杨雄年说，自2011年
起，企业植物新品种年申请量已经连续超过科研机构，
企业育种创新积极性显著增强，逐渐成为商业化育种主
体。

“要凸显植物新品种保护在全社会、种业创新、科技
创新当中的地位，我建议要出一个专门的立法。”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菊丹说，缺乏法律使得在
新品种的保护中变得麻烦。

对于海南如何推动植物新品种保护，杨雄年建议，
海南应推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三大创新，
设立《海南自贸港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办法》，率先在国
内探索分子技术和DUS测试相结合的植物新品种快速
测试审查，建立协作审查机制，实现受理、审查、报告国
际互认和维权等一站式服务。

●植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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