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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全球种业市场颇不平静。9 月

中旬，德国拜耳公司宣布将以约 660 亿美

元 的 价 格 收 购 美 国 种 业 巨 头 孟 山 都 公

司。此前，中国化工也宣布拟斥资 430 亿

美元收购瑞士种业巨头先正达公司。当

前跨国公司的常规育种效率和生物技术

盈利模式都在下滑，并购背后体现的是全

球种业市场的激烈竞争。

再看国内市场。据统计，我国农作物

种子市场价值约 650 亿元，位居世界第二

位。业内分析认为，有望在今后几年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种子销售市场。但国

内种业市场已是买方市场，连续 4 年供大

于求，不少育种企业称为“寒冬”。企业熬

过“寒冬”的途径有科技创新、内部管理与

资本运作，而最有潜力的当属科技创新。

综合分析国内外种业市场，不难判

断，国内种企通过引进人才改造育种模式

来实现快速崛起，就显得很重要。今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加快推进现代种

业发展”单列一条，要求提升种业自主创

新能力，保障国家种业安全。可以说，相

对跨国公司，目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差

距大，而破除人才流动障碍来带动国内种

业创新，将是我国种业的发展良机。

种业人才对于种业发展至关重要。

一粒好种子，是育种家几年甚至十几年精

耕细作、精挑细选、精心培育出来的，正是

他们如源头活水般的创造力，才造就了种

业科研的一座又一座丰碑：袁隆平之于超

级杂交稻、李振声之于耐盐小偃麦、李登

海之于紧凑型玉米等都是如此。

好种子是科学家育出来的，背后却是

科技研发能力的强力支撑。几年前，美国

玉米品种先玉 335 在中国历经 10 年科研，

一朝发力，以其“单粒点播”适宜机械化的

优势，在几年时间抢占了东北玉米种子市

场的半壁江山，甚至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种

植习惯。而我国自育玉米品种与国际领

先品种间的差距也于此暴露无遗。

反观当时我国种业的科研情况，本该

最贴近市场的种子企业，其创新能力却很

薄弱，而掌握大量人才和资源的科研院所

以论文为导向，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80%

的种业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单位，而

80%的种子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与此

同时，市场又在苦苦寻觅新品种。让科研

人员“为企业育种、到企业育种”成为扭转

这一局面的突破口。毕竟，科研成果的商

业化离不开种子企业，种子企业推广新品

种也离不开科研人员的指导。

两年前，国家在 4 家中央农业科研单

位启动种业科研成果机构与科研人员权

益比例试点工作。科技人员可以兼职，并

从中取得合理报酬；科技单位的成果，可

以到种子企业入股分红。这就打消了此

前一些地方领导和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的

顾虑，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干事业。特别是

科技人员的股权激励是个很大的突破。

这对种子企业吸引人才非常有利。

对育种人才来说，到企业去，薪酬高、

待遇好，但是能否长久稳定是个未知数。

很多科学家对于离开科研单位，职称、职

务、养老待遇难以割舍，彻底放弃身份难

以接受。今年，国家又出台文件，让科研

人员在依法流动和享受权益的同时，不至

于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解除了他们的

后顾之忧。

近 3 年来，有关部门对种业科研成果

的权益分配改革思路越来越明晰，无疑对

发挥人才作用有重要意义。2014 年提出，

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科研机构与企

业联合研发；2015 年提出，健全农业科技

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科研院所、高校科研

人员与企业人才流动和兼职制度；2016 年

提出，深入推进种业领域科研成果权益分

配改革，探索成果权益分享、转移转化和

科研人员分类管理机制。

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其核心

正是通过改革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解

决科研和生产“两张皮”、成果转化“肠梗

阻”等问题，通过激发种业科研创新活力

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按照改革的要

求，未来，科研院所将越来越多地承担基

础性、公益性研究，国家也将进一步加大

这类研究的投入，而应用性研究及其商业

化运作将逐步向种子企业倾斜。中国种

业格局也将随之发生大变化。

种业要好 人才当先
乔金亮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杂稻制种是国
家战略性的核心产业之一，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贵州省岑巩县就一直把它作为
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来抓。特别是“十二
五”以来，岑巩县将其列为县域经济八大
支柱产业之首抓大做强，制种面积实现
4.85万亩，产值近 2亿元。

遍地开花制种忙

八月稻花香，景美似画廊。几许秋风
过，流金一地黄。入秋后的岑巩县，处处
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

这一阵子，思旸镇岑丰村村民李复坤
每天都要到自家承包的稻谷田里看看。
李复坤今年流转了 290 亩稻田进行杂交
水稻制种，“按照目前的长势看，亩产 500
斤不成问题，收入预计超 80 万元”。此
外，李复坤今年还流转了 160 多亩水田用
来发展思州水晶米，预计创收 30余万元。

“岑巩的海拔、气候、山形地貌等自然
条件都非常适合发展杂稻制种。”有着 30
余年制种经验的李复坤十分看好眼前这
片土地，近 10 年来，他每年都会流转百余
亩土地来进行杂稻制种，常年解决当地 20
余人的劳动就业。

岑巩县古称思州，至今已有 1400 多
年历史，当地群众耕作技艺在很早时候就
已非常发达。说起岑巩杂稻制种的历史，
岑巩县农业部门分管负责人田家先如数
家珍。1976年，岑巩县在注溪镇周坪村开
始杂稻引种试种。到 2013 年，岑巩县杂
稻制种面积已发展到 4 万余亩，被农业部
授予“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称
号，成为贵州省唯一的国家级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县。

2014 年，该县获得由农业部、财政部
授予的“国家级制种基地奖补县”称号，每
年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6000万元。

今年，岑巩县已建成千亩标准化栽培
示范基地 10 余个，全县 10 个乡镇均建有
杂稻制种基地，制种面积达 4.85 万亩，产
值预计近 2 亿元，有国家级杂稻制种示范
社 1 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3 家，州级龙头
企业 14 家，州级示范社 3 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 140家，制种大户 100户。

专家带头奔致富

岑巩县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生
产出来的杂稻种子纯度和发芽率明显高
于其他地区，得到业界专家和制种企业的
高度认可。

40 多年来，岑巩县所产杂稻种子主
要销往湖南、安徽、江西、广西、四川、重庆
等地，并出口越南、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
家。有些技艺精湛的制种农户通过制种
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了远近闻名的土专
家，有的甚至还被聘请到国外去传授制种
知识，成了“洋教授”。

注溪镇周坪村哨坪社区党支部书记
杨代军就被村民誉为“农民科学家”“育种
大王”和“贵州的袁隆平”。

当记者走进杨代军家时，他正和一位
客人交谈。客人是贵州百隆源种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开山，两人正在热烈探讨

“制种秘诀”。
早在 5 年前，王开山就慕名找到杨代

军，以每月 3000 元工资聘请他帮助公司
进行品种试种。

“杨代军的技术很好，有他帮助，相信
试种一定会很顺利。”王开山此举并非一
时头脑发热，因为此时杨代军在岑巩县已
经声名远播了。

岑巩县龙江河边长大的杨代军，对水
稻有着深厚感情。1979年初中毕业后,他
就在一家育种公司学习杂交水稻种子培
育技术。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
高超的技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练就过
硬本领。”杨代军说，杂稻制种技艺不仅辛
苦,而且要求很高，如何控水控肥、如何控
制生育期、让“父本”和“母本”花期相遇
⋯⋯难度都非常大。特别是进入六七月,
需要在正午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下田去

“赶花”，即人工为杂稻授粉。如果错过花
期或者“赶花”没赶好,就有可能产量不
高,或者颗粒无收。

2008 年，杨代军受湖南袁氏种业科
技公司委托，带领 11 人的制种技术队伍
到孟加拉国指导当地农民进行杂稻制种
生产。因为反响很好，袁氏种业公司又先
后两次派杨代军带队出国指导制种，技术
传授到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泰国等国。

一时间，杨代军出国当农技专家成为

当地热门新闻，村民羡慕之余，纷纷登门
学艺。杨代军毫不吝啬,把一身本领倾囊
相授。当地群众通过发展杂稻制种产业
也逐渐富裕起来，一栋栋新房拔地而起，
一辆辆小轿车进入农家。2015 年底，周
坪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 1 万元。而
常年手把手帮助村民发展杂稻制种，也让
杨代军成为群众信任的制种专家，被推选
为哨坪社区党支部书记。

“岑巩模式”塑强县

“作为全国第六大制种基地，我们是
名副其实的制种大省。下一步，我们的目
标是成为制种强省。”在近日召开的贵州
省杂交水稻制种现场推进会上，贵州省农
委党组书记、主任袁家榆说。

岑巩县作为贵州省发展杂稻制种产
业主产区，如何实现由制种大县向制种强
县迈进？“多年来，岑巩县一直大胆尝试多
种发展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总结出一
套 杂 交 水 稻 制 种 产 业 发 展 的‘ 岑 巩 模
式’。”岑巩县副县长吴朝令说。

突出政府引导，岑巩县先后制定出台
了一系列办法措施。全面整合资源，强化
制种基地规划布局、制种企业资质审查、
制种基地跟踪监管、制种基地指导服务、

“订单生产合同收购”的产销模式、纠纷处
理和案件查处；重点加强基地标准化、工
厂化育秧中心、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基
地、种子质量检测中心、产业综合服务体

系和技术创新工程建设等。同时，采取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的三变模式，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
转，融入乡村旅游，打造城郊农耕体验、休
闲观光基地一体化发展。

为了稳产增产、节约劳动资源、降低劳
动强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岑巩县
还引进了全程机械化成套设备高产栽培技
术。“机插苗秧移栽大田，没有返青期，在大
田直接生长，从而节约水稻种植成本，减轻
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田家先说，通过
全程机械化成套设备高产栽培、机械杀虫、
机械赶花，每亩可节约成本 600 元至 700
元，亩产值将增至4000元左右。

同时，岑巩县加强校地、公司合作，更
好地为制种农民服务，保障制种产业安全
健康稳步发展。分别与中种集团、宜宾农
科院等 5 家科研院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并从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
6 名。聘请湖南、重庆种子公司的技术专
家，对县域种子公司技术员进行系统培
训。再由技术员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
会、实地指导等方式，先后培训制种农民
4.6万人次，以保证每个制种点 2名以上农
民技术员。

“目前全县常年服务在杂稻制种基地
一线的农艺师有 60 人、高级农艺师 18 人、
制种农民技术员 295 人。”田家先说，有 15
人先后到印尼、孟加拉等国家指导当地农
民制种。

建成千亩标准化栽培示范基地 10余个，制种面积达 4.85万亩，产值近 2亿元——

贵州岑巩：千年思州迈向制种强县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杨政权

综合分析国内外种业市场不难判断，国内种企通过引进人才改造育种模式来实现快速崛起，就显得

很重要。可以说，相对跨国公司，目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差距大，而破除人才流动障碍来带动国内种

业创新，将是我国种业的发展良机

几天前一大早，河南
省项城市贾岭镇三利食品
有限公司辣椒种植基地里
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当地
村民正三五成群地忙着收
摘成熟的辣椒。秋高气
爽、辣椒火红，村民们劳作
的身影在青葱翠绿的辣椒
地映衬下，融入一幅田园
美景之中。

2013 年以来，项城市
发展特色辣椒种植，推行

“公司＋基地＋农户”的运
作模式，种植面积已达 1
万余亩，每年为农民带来
2600 多万元收入。辣椒
深加工产品远销巴西、南
非、德国等国家，昔日农家
餐桌上的“一碟小菜”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的红色大产
业。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国
家政策支持下，迅速脱贫
致富。

走进三利食品公司的
生产车间，只见红彤彤的
辣椒堆成小山，工人师傅
正在烘干机前面忙碌着。
工人们围在辣椒堆旁分拣
装袋，把一袋袋包装好的
辣椒放到传送带上，再装
上卡车。50 多岁的公司
理事长李培民说，“今年天气给力，加上我们改良了品
种，椒农亩产可增收 100多元”。

该镇党委书记孔颟堂告诉记者，河南三利食品公
司和项城市汇远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后，该合作
社流转土地 1000 余亩种植三樱椒，带动周边村镇种
植 7000 多亩，成为三利食品公司的重要辣椒生产基
地。合作社生产的鲜辣椒经三利食品公司加工，年出
口创汇 3000多万美元。

辣椒红，椒农乐。“今年我家种植 10 多亩辣椒，亩
产达 3000 多斤，每斤售价 1 元，净收入 3 万多元。”项
城市三店镇杨楼村村民张彩云说。贾岭镇把辣椒生产
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抓手，积极引导农民改
良品种、扩大面积。为了更好地帮助农民生产，当地政
府还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村指导生产，引导村民选用
优质、抗病虫害良种，同时通过农户培训、建立合作社
等方式引导村民实现全程无公害、标准化生产。

小小辣椒托起了大产业。项城市贾岭镇、三店镇
等地的辣椒规模化种植进入快车道。目前，白杨树村、
贾岭村等 20 余个村都已建成较大规模的辣椒种植基
地，并成立了 34 个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建起了脱水蔬
菜加工基地和大型标准化冷库，推广标准化、无公害种
植，大大提升了辣椒品质。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穿着布鞋种稻谷，不

用漫灌也收田”，这看似不可能的事，目前在黑龙江哈

尔滨市双城区希勤乡变为现实。

过去穿水靴种水田，现在可以穿布鞋种旱稻。在

农业部门支持下，当地引进旱稻种植新技术——水肥

一体化种植模式。这项技术的优点是：比传统种植节

约用水 30%至 40%，节省耕地 5%；精准施肥、精准上

水大大提高了水肥利用率，作物吸收肥效高、农药施用

率低，降低生产成本，且全程机械化耕作，节省劳力、保

护环境、改善土壤环境、抗旱性强、实种性广；所产大米

营养价值比传统种植方式高，口感筋道；亩产收益可达

到 500 元至 3000 元，如采用有机液态肥料施肥，米质

有望达到国家绿色标准，市场拓展及收益前景广阔。

黑龙江引进旱稻种植新技术

本版编辑 徐 胥

河南项城

：

小辣椒撑起大产业

本报记者

李华林

通讯员

继

伟

日前，江西靖安县仁首镇石下村农民在收割稻

谷。金秋时节，该县数十万亩水稻成熟，大地流金溢

彩。 徐仲庭摄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海南省海口市日前发布
了 2016年度十大农业品牌，海口莲雾、云龙淮山、大坡
胡椒等农业品牌入选。

近年来，海口品牌农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培育
出一批叫得响的农产品品牌，如椰树、罗牛山、永兴红
荔枝、南国、云龙淮山、潭牛文昌鸡等。目前，全市农产
品有效注册商标达 1111 件，其中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保护和证明商标 2 件，中国驰名商标 5 件，省著名商标
64 件，知名农业品牌持有量约占全省的 40%以上。据
介绍，在品牌农业建设中，海口将制定出台含金量更高
的发展政策，从生产运输、加工包装、营销推介、人才培
训、政策支撑等多环节精准发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海口十大农业品牌发布

▲▲ 农民正在稻田里给杂稻人工授粉农民正在稻田里给杂稻人工授粉。。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岑巩县注溪镇周坪村农民正忙着抢收杂稻种岑巩县注溪镇周坪村农民正忙着抢收杂稻种

子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底底 图图 岑巩县杂稻制种基地一角岑巩县杂稻制种基地一角。。（（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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