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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种业市场，但种业大国却不是种业强国。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各方面扶持力度，

提高市场集中度、培育优势种子企业，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子。中国种企不仅进入了全球种子

市场第一梯队，还雄心勃勃地开启了“扬帆出海”新征程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委联
合下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
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动甲醇汽
车应用，实现车用燃料多元化，保障能源
安全。甲醇汽车具有哪些优势？距离普
及还有多远？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通
过劣质煤、煤层气、焦炉气制取甲醇，可
以实现煤炭资源清洁合理利用。与传统
汽油相比，甲醇汽油相对便宜。“10 元钱
普通汽油所能支持的里程，大约只需要7
元钱的甲醇汽油即可。”工信部甲醇汽车
试点专家组组长、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
光远介绍。此外，甲醇汽油报价仅为柴
油的三分之一，重卡消费者的使用积极
性更高，应用前景更加广阔。

与纯电动汽车相比，甲醇汽车最大
的好处是不需要充电，而是以加油站形
式加油，因此可节省大量时间。何光远
说，“甲醇汽车的工作原理是用甲醇发
电，消费者只需要加一次油，就能持续发
电。而且，在车停等红灯时，甲醇发电一
直不停，保持电能充足，不会出现电少车
慢情况”。

“甲醇与其他汽油混合时，能提高辛
烷值，使燃烧更加充分，热效率更高，排
放的废气更少。”广东东莞传动电喷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金培说。

甲醇汽油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自
2012 年以来，工信部组织甲醇汽车试点
工作，多次组织相关人员体检，并检测相
关加注站点、维修场站空气中甲醇含
量。“检测显示，7年来没有因为使用甲醇
汽油得职业病的。”何光远说。

此外，甲醇汽车驾驶员和乘坐甲醇

出租汽车的乘客都认为无论在行驶性能
还是使用环境方面，甲醇汽车都与传统
汽油车没有多大差异。

汽油有刺鼻的气味，所以误饮汽油
的情况较为少见。甲醇为白色透明液
体，有醇香味，容易与酒混淆，因此甲醇
容易被误饮造成事故。“针对此情况，甲
醇汽车能够通过添加颜料或者染色剂来
区分。”何光远表示。据了解，天然气、煤
气原本也没有味道，为了防止泄漏，才特
意添加了“增臭剂”，起到提醒作用。这

种技术也可以用于甲醇汽车，以降低误
饮甲醇的风险。

甲醇具有溶胀性、金属腐蚀性，会造
成发动机等部件损坏，因此甲醇汽车没
有被业界广泛接受。古金培表示，易溶
胀、腐蚀的材料包括铝、铜、橡胶等，只要
甲醇汽车尽量避开使用这些材料，使用
新型材料，就不会出现问题，“实际上，我
们公司在欧洲制造的甲醇船舶已经通过
瑞典海事管理局验收，并投入使用。这
说明甲醇汽车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甲醇燃料在生产过程中存在
耗水量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两大问
题。生产 1 吨甲醇汽油，需要消耗 10 吨
水。“经过技术攻关，目前鲁南化工公司
的甲醇耗水比例已经降低到1比6，大大
减少了耗水量”。何光远说，很多甲醇生
产企业还将二氧化碳回收，制造醋酸、尿
素等产品，实现了环保和经济效益双赢。

何光远表示，作为一种清洁能源，甲
醇在汽车等多个领域都有不俗表现。在
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情况下，甲醇新
能源应用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值得政府
和企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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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8 年中国快递发展
指数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814.5，同比
提高 23.6%。其中，发展规模指数同比增长 25.5%；服务质
量指数同比提高30.2%，速度首次超过发展规模指数。

“目前，快递业增速依然居现代服务业前列，而且增长
的含金量不断提升。现在快递业务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
当于 5 年前增长 5.5 个百分点。”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指数研究室主任刘江分析说，从 2016 年起，每年快递业净
增量基本达到百亿件的规模，2018 年净增量达到 106.5 亿
件，创下历史新高，增长动力依然强劲。

2018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 507.1 亿件，比上年增长
26.6%；快递业务收入达 6038.4亿元，同比增长 21.8%。我
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美、日、欧发达经济体之和，规模连续
5年稳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快递包裹市场一半以上。

同时，服务质量不断提高。2018年快递服务质量指数
为133.4，比上年提高30.2%。快递服务满意度得分为75.9
分，比上年提高 0.2 分；72 小时准时率为 79%，比上年提高
0.3个百分点。

“快递业的质量提升离不开创新驱动发展。”刘江说，这
几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广泛应
用，行业建成自动化分拨中心232个，主要企业骨干分拨中
心基本实现自动化分拣，行业运行效率和效能明显提升。

2018年，全国建成城市公共快递服务站和农村公共取
送点分别达到 7.1万个和 6.7万个，主要快递企业城区自营
网点标准化率超过 92.7%，较上年末提高 10个百分点。这
表明，随着城市投递形式多元化和农村服务网络快速延伸，
我国快递发展普惠程度日渐提高。

“快递业高质量发展进程将持续加快。”刘江表示，随着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特别是2019年5G应用，
将推动“互联网+制造业+快递”发展模式更加完善，快递将
更多嵌入先进制造业和供应链发展全流程。预计 2019 年
快递业务量将超过600亿件，同比增长22%；快递业务收入
将超过7000亿元，同比增长18%。

最近一段时间，滴滴出行、美

团点评、摩拜、京东、知乎、58 到

家等互联网公司接连曝出裁员消

息。脉脉数据研究院研究发现，

互联网企业人才流向呈现冰火两

重天现象——百度、京东和网易

出现了数量不小的新增人员负增

长；字节跳动、拼多多却扛住了冲

击，人员实现稳步增长。特别是

拥有今日头条、抖音等产品的字

节跳动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其他

公司员工跳槽的首选。

企业招聘情况反映了互联网

产业加速升级的现状。谁能在抢

人大战中胜出，归根结底取决于

企业能否坚持技术创新，驱动商

业模式和产品服务不断升级。

2018 年，字节跳动的新增员

工量领跑中国互联网行业。从目

前公开信息来看，出现这样的结

果有迹可循。一是今日头条、抖

音、西瓜视频等业务快速发展，团

队需要补充人员；二是在新产品

方面，字节跳动在教育、汽车等垂

直领域均有布局，今年初又推出

新社交产品多闪，发力搜索业务，

均需要引进大量人才。

再往前说，今日头条诞生之

初，就是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为驱动核心，依托数据挖掘和个

性化算法搭建起一个内容聚合与

推荐平台，成为移动互联网新一

代的主要流量入口之一，对原来

的搜索巨头百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这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

商业模式。

拼多多也值得关注。去年拼多多还未出现在互联网人

才的跳槽版图上，但凭借 2018年的强势发展，在行业寒冬

之下，拼多多不仅在阿里、京东的夹缝中硬生生开辟出拼购

市场，还成功上市，实现了企业人才的稳步扩增。很多人以

为拼多多的核心优势是低价，其实拼多多基于社交网络拼

单的创新模式，背后同样是雄厚的技术实力。

数据显示，字节跳动目前还在全方位、大量招收人才，

技术岗、运营岗、设计岗、销售岗等都虚位以待；腾讯对研发

和产品人才最感兴趣；百度和美团点评也在小范围招收多

类型岗位人才，比如产品、运营、销售、设计等；美团点评、京

东和滴滴出行则对数据分析人才继续表示兴趣。

相比2018年春季热招岗位，一年之后这一行业对技术

领域的人才需求细分和专业化趋势更加明显。这也就意味

着，当互联网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行业、企业对技术人才

的技能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岗位的替代性越强，就越容易

被淘汰。企业之间的竞争，说起来是技术的竞争，实际上更

是人才的竞争。在行业冰火两重天的当下，从业者必须打

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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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服务质量指数首超规模发展指数

快递业进入拼服务阶段
本报记者 吉蕾蕾

目前，快递业增速依然居现代服务业前

列，而且增长的含金量不断提升。2018 年，

快递业服务质量指数同比提高 30.2%，速度

首次超过发展规模指数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中国是世
界第二大种业市场，拥有全球最庞大的
育种队伍，日益成为国内外种企竞争的
焦点。种业大国如何迈向种业强国，昔
日“多小散弱”的我国种子企业如何与
跨国企业竞争？在日前举行的“2019
中国种子大会”上，记者采访了有关业
内人士。

加速告别“多小散弱”

春耕时节，江西省分宜县湖泽镇汉
塘村种粮大户袁金华在自家稻田里选种
了“晶两优 1988”。他告诉记者，这是
我国种企研发的品种，抽穗期耐高温能
力强，株型紧凑抗倒性好。从去年全县
推广情况看，该品种平均亩产达 1500
斤，比他过去种植的品种每亩可增产
200 多斤。该县农业局局长钟友明介
绍，全县水稻品种年更换率达20%，每
年有10万亩水稻应用新的优良品种。

21 世纪最初 10 年，我国种业刚刚
起步，跨国种企已开始全球布局，“洋
种 子 ” 席 卷 而 来 。 美 国 品 种 “ 先 玉
335”一度抢占了一半的东北玉米市
场，“国外种子按粒卖，国内种子按斤
卖”的严酷现实，折射出中国种业的软
肋。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有持证种
子经营企业 8700 多家，但全部种子销
售收入加起来仅相当于美国孟山都一家
公司的收入，“多小散弱”成为我国种
业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面对来势汹汹的“洋种子”，中国
种企奋力突围，国家种子工程、生物育
种能力建设等专项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实施，着力扶持大型育繁推一体化企
业。“2016 年，种企数量出现拐点，之
前 企 业 数 量 减 少 一 半 ， 之 后 逐 步 回
升。”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吴
晓玲说，2018 年种子企业达 5808 家，
较 2010 年减少 2892 家，较 2016 年最
低数增加 1492 家。目前，在国内主
板、创业板、新三板挂牌上市的种企达
70多家，全国资产总额在1亿元以上的
种企达373家。

“从种子到种业，由传统种业到现
代种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用
这两个短句描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种业
的发展。他说，以矮化育种、杂种优势
利用等为代表，每一次种子上的突破，
都给农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推动了农
业主导品种的更新换代，良种覆盖率持
续保持在96%以上。更关键的是，在此
过程中，企业逐步取代科研院所成为育
种创新主体，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
种子。

截至目前，全国选育农作物品种 4
万多个，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达到 2.7
万个，授权品种超过 1.1 万个。2018
年，我国作物品种权申请量 4854 件，

位居世界第一。水稻、小麦、大豆、油
菜等大宗作物生产用种，100%为我国
自主选育的品种，玉米自主研发品种面
积比重由85%增长到90%，蔬菜自主研
发品种面积比重由80%提高到87%。在
国审品种中，企业审定品种占77%，企
业主体地位凸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对中国种业来说，论文里的科技成
果如何转化为品种的现实竞争力，是行
业一直以来的关注点。中国工程院院
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盖钧镒说：“种
业竞争的关键在于科技水平，目前实质
性科技领先的种业企业屈指可数，这种
状况不改变，中国的种业将失去竞争机
会。”

“育种不如买种，买种不如套牌。”
过去，种子行业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曾让
不少企业苦不堪言，“如果不能加强对
品种权的保护，就没人愿意投入搞育种
了”。2016 年，《种子法》 修订，专门

增加了“新品种保护”章节，遏制“换
个车灯就是新车”的市场乱象，鼓励种
业原始创新。

隆平高科常务副总裁彭光剑说，隆
平高科构建了国内种业最完善的商业化
育种体系。目前，研发投入占企业营业
收入比例超过10%，接近国际领先种业
企业水平。同时，在全球建有各类作物
育种站49个，基地面积超1万亩。截至
目前，隆平高科通过审定及登记农作物
品种总计 858个，居国内前列，涌现了
一批科技含量高、商业价值大的成果。

盖钧镒说，纵观国际种业发展历
程，提高市场集中度、培育优势种子企
业成为种业强国的标志。应推动规模化
企业成立种业科技基金，用于开展研
发、合作和种业人才培养。今后政府评
价种子企业关键要看自主创新能力，引
导企业建立自己的创新平台。

“中国种企要坚持平台化、专业
化、特色化发展思路，实现科企深度融
合。”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张延
秋表示，作物品种审定要有利于成果转

化，要为企业提供成果交易平台，让资
源和成果流动起来。在他看来，当前大
宗作物品种换代升级空间很大，高附加
值作物种子市场潜力巨大，经济、特色
作物种子种苗市场空间广阔。这些现实
需求是种业产学研结合的动力。

“种企说到底要有好品种。我们发
现，种植户对品种的需求正在发生转
变。”彭光剑表示，随着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比例提
升，下游加工企业对品种的要求成为品
种销量增长关键因素。农户对品种的需
求也从增产导向转变为优质、稳产、绿
色导向。今后企业在品种选育上，要强
化绿色发展理念，加快适宜机械化、抗
病抗逆、节水省肥的资源集约型品种
选育。

国际竞争双向展开

当前，新一轮种业科技革命正在孕
育。世界范围内以“生物技术+信息
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种业科技革命正在
推动种业研发、生产、经营和管理发生
着深刻变革。千亿元规模的种业市场、
成长中的中国种企正面临新一轮国际竞
争与合作浪潮。

中国两大种业集团正在形成，隆平
高科和先正达—中国化工进入世界种业
前 10 强。中国种企不仅进入了全球种
子市场第一梯队，还雄心勃勃地开启了

“扬帆出海”新征程。世界种业第三次
并购浪潮中开始出现中国企业的身影。
中国化工以 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隆
平高科、中信农业宣布完成对陶氏益农
巴西特定玉米种子业务的收购，交易金
额为11亿美元。

国内种业市场开放程度也越来越
高。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
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
清单）（2018 年版）》，大幅放宽外商
投资种业准入限制，将外商投资种业的
作物限制范围由“农作物”缩减为“小
麦、玉米”，要求中方控股 （中方持股
比例不低于 51%）。中国这个千亿元规
模的种业市场，更大程度地向世界敞开
了大门。

彭光剑认为，国外种业巨头加快在
中国本土深耕布局，中国优势种子产业
加快“走出去”，竞争与合作双向深入
展开，中国种企与国际种企的合作和竞
争愈发深入，中国将诞生世界级的优秀
种业公司。

“推动种业国际化，在国际竞争中
提高我国种业的能力和水平”，盖钧镒
说，种业“走出去”应由种子贸易扩展
到投资合作、技术转让、资源整合等多
元合作，形成新的发展优势。鼓励有实
力的企业开展国际并购，在境外实行本
土化策略，建立研发中心和基地，要充
分利用两个市场，实现全球资源配置，
参与种业国际竞争。

张桃林说，要支持优势企业做大做
强、做专做精、差异化发展，形成布局
合理、各具特色的种业企业集群。以国
家种质资源新库、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优势制种基地为重点，打造一批服务全
国的标志性工程，夯实种业大国向种业
强国转变的根基。

我国种企从“多小散弱”到“扬帆出海”——

“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子”靠什么实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甲醇汽车推广应用难点有望克服甲醇汽车推广应用难点有望克服
本报记者 李 杰

通过劣质煤、煤层气、焦炉气制取甲醇，可以实现煤炭资源

清洁合理利用。与传统汽油相比，甲醇汽油相对便宜。与纯电

动汽车相比，甲醇汽车最大的好处是节省了充电时间

在我国企业技术攻关之下，甲醇具有腐蚀性、生产过程耗水

量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等推广应用的难点也在一一克服中，甲

醇汽车有望加快普及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