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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洲和亚洲资源

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

稻”项目完成了全球最大

的植物基因组重测序，培

育出一批抗旱、耐盐、耐

淹、养分高效的水稻新品

种，提高了“一带一路”沿

线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水

稻生产能力，创造了巨大

的社会经济效益

节水抗旱，优质高产，服务“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

绿色超级稻拥有“超能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海底铺路

“3D打印机”来帮忙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深水整平船“一航津

平2”日前在江苏南通下水，集基准定位、石料输

送、高精度铺设整平、质量检测验收等于一体，从

船体设计到建造均实现了国产化，多项性能居国

际领先水平

“一航津平2”是我国第五代深水整平船，主船体为箱型“回”
字结构，整平作业最大水深40米。 刘志温摄 （中经视觉）

专利代理，既要“放”也得“管”
□ 牛 瑾

在 海 底 放 一 台“3D 打 印
机”，在水下铺“路”，这并非是电
影里的桥段，而是现实的场景。

振华重工为中交一航局研
制建造的自升平台式碎石整平
船“一航津平 2”日前在江苏南
通下水，投产后将进一步巩固我
国在海底隧道基础施工领域的
世界领先地位。“一航津平2”因
其铺设作业的高效率和自动化，
被形象地称为深水碎石铺设的

“3D打印机”。
中交一航局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由广君表示，“一航津平2”
是我国第五代深水整平船，与

“津平 1”相比，该船在性能、规
格、国产化程度等方面实现了全
方位超越，多项性能居国际领先
水平。

该船即将应用于深中通道
建设，深中通道连接着珠江东西
岸，是为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
转移打造的交通大动脉。作为
世界级超大型“桥、岛、隧、地下
互通”集群工程，该工程的海底
沉管隧道长约6.8公里，是世界
首次使用的双向八车道超宽钢
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具有“超宽、
变宽、深埋、回淤量大、挖砂坑区
域地层稳定性差”五大技术难
点，工程规模和技术难度前所
未有。

在海底隧道施工建设中，沉
管基础整平是必不可少的施工
工艺，而用于铺设沉管管节的碎
石整平船又是必不可少的核心
装备。此前，振华重工建造的

“津平 1”服役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成功填补了国内此类船舶
的空白，为国家工程提供了装备
支撑。

“一航津平 2”船体为世界
最大，主船体为箱型“回”字结
构，整平作业最大水深40米，在
不移动船身的情况下，单个船位
碎石铺设整平作业范围达2500
余平方米；整平速度较“津平1”
提升了一倍，最高可达每分钟五
米；作业寿命更长，桩腿使用寿
命长达2000小时。

在建造“一航津平 2”的过
程中，振华重工成功突破了国外
技术封锁，实现了施工管理系统
的国产化。该系统相当于船舶的

“大脑”，担任作业的“总指挥”，
包括设备控制、远程故障诊断、
船舶定位和监控等，协调各方同
时运行，发出指令并接受反馈。

振华重工项目执行总指挥
徐彪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一航
津平2”集基准定位、石料输送、
高精度铺设整平、质量检测验收
等于一体，完全满足沉管隧道底
层碎石铺设的要求。更重要的
是，它从船体设计到建造均实现
了国产化。

据介绍，碎石整平船包括船
体、抛石系统和抬升系统三部
分。抛石系统是整平船的核心
部分，主要由石料输送设备、抛
石整平设备和施工管理系统组
成。此次核心装备自主研发制
作给项目团队带来了很大的挑
战，项目技术主管刘小亮告诉记
者，“‘津平 1’从系统到整平设
备都是进口的，现在完全由我们
自己摸索”。

整平头作为抛石系统乃至
整船的“核芯”，其制作的精度要
求极高。海底作业时，整平头可
能面临着海水腐蚀、沙石摩擦和
水压等种种困难，这就要求整平
头必须具备耐磨、防腐以及相应
的强度，也对其材质及制作提出
更高的要求。

整平头重约 30 吨，由固定
的主管和可以伸缩的平衡管组
成，通过4根平衡油缸共同作用
调节平衡管的伸出长度。整平
头的制作精度控制，尤其是主管
和平衡管的精度控制是摆在项
目团队面前的首要难题。主管
和平衡管都由钢板卷制，为了控
制制作过程中的焊接变形，项目
组经过反复研究，进行了二次加
工，最终单边板材的卷制比设计
尺寸薄了四至五毫米。

“一航津平 2”在海底平稳
站立，必须依靠四根桩腿，而承
载桩腿的就是抬升框架。“抬升
框架是抱着桩腿的，虽然外露部
分只有短短几米，实则有 20 米
长，贯穿了全船，是整船最主要
的核心结构件，也是制约其下水
的重大因素。”中交一航局项目
监造组技术负责人王明亮说：

“抬升框架内部结构极其复杂，
施工难度非常高，所有结构件的
制造精度均是毫米级，难度可想
而知。”

单根桩腿重达 2000 吨，为
了保证桩腿在抬升过程中的作
业强度，耐磨板必不可少。前期
设计为了保险起见，图纸上每个
桩腿每层都有12块耐磨板，分3
层，“一根桩腿要焊接36块耐磨
板，密密麻麻的，工作量相当大，
当时计划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
能全部完成”。为此，项目团队
经过现场勘查、反复讨论交流，
最终确定每个桩腿减少到24块
耐磨板，工期压缩至一个月，方
便了施工。

据了解，“一航津平2”将
进入桩腿安装和设备调试阶
段，预计 7 月抵达深中通道现
场进行调试和交付，接受实际
作业的检验。振华重工党委书
记、董事长朱连宇表示，振华
重工将精心打造更多施工装
备，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装备支撑。

日前，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传出喜
讯：由该所黎志康研究员牵头的“为非
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
稻”项目在京结题。

该项目采用创新的绿色超级稻分
子育种技术和策略，为“一带一路”沿
线 18 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了高产、优
质、多抗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创造了
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项目总负责
人黎志康，探寻绿色超级稻背后的
故事。

适应发展需要

2004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
启发首次提出了“绿色水稻”概念。

次年，《分子植物育种》发表了 3
篇学术论文，分别是张启发撰写的《绿
色超级稻培育的设想》，中国农科院、
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黎志康写的

《我国水稻分子育种计划的策略》以及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罗利军撰
写的《水稻等基因导入系构建与分子
技术育种》。

3位科学家分别从不同层面和角
度思考了同一个问题，即“水稻育种的
长远、可持续发展”。由此，“绿色水
稻”正式更名为“绿色超级稻”。

对于这样一个新概念，科学界是
如何定义的？黎志康用16个字概括：
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
高产。

那么，由中国人提出的“绿色超级
稻”概念，又是如何被国际上认可，从
而走向世界各国的呢？

这恐怕要从黎志康的个人经历说
起。1990 年至 2003 年，黎志康先后
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和菲律宾国际水
稻所工作。回国后，他担任国际水稻
研究所驻中国代表科学家。

2008 年，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来到北京，专门参观了中国农科院黎
志康的实验室，并与他谈了近 50 分
钟，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为第三
世界国家解决粮食问题？

黎志康提出，要用传统育种和分
子育种相结合的方式，研制出一批适
应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需要的水稻品
种，从而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于是，2008年，“为非洲和亚洲资

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项目在
中国政府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联合资助下应运而生。

项目规划为 10 年，分 3 期执行。
主要目标国家包括 9 个亚洲国家（菲
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
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
斯坦），9个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坦桑
尼亚、卢旺达、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利
比里亚、尼日利亚、马里和塞内加
尔）以及中国五省区（宁夏、贵州、四
川、云南和广西）。

黎志康表示，项目的10年长期目
标是在亚洲和非洲撒哈拉边缘及中国
五省区快速培育和推广绿色超级稻新
品种，使这些地区的小农户平均水稻
生产能力提高20%以上，使目标国家
地 区 3000 多 万 农 民 的 收 入 显 著
增加。

截至目前，绿色超级稻项目在18
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试种、审定和推广，
审定高产、优质、多抗的品种78个，累
计推广面积达612万公顷。

植入优良基因

水稻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普遍、最广泛被人们认
可的主食。在绿色超级稻走出国门之
前，各国也有自己的水稻品种，但是普
遍存在品种不优质、产量偏低、抗自然
灾害能力偏弱等问题。

2013年，一场巨大的台风“海燕”
袭击了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对当地
农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大片稻田颗
粒无收。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台风
之前，当地一些农民从菲律宾水稻所
获得了一些绿色超级稻8号，并尝试
性地进行了播种。令人惊奇的是，台
风过后，这些来自中国的水稻品种不
仅存活了下来，还获得了一定的
产量。

当地一位农民表示，他从这次试
种中采收了12麻袋稻米，并以采收的
种子进行了第二次试种，共采收70袋

稻米，每袋重45至50千克，比其他品
种的收成多了一倍。而且，稻米的品
质高，口感好。

除了生命力顽强和高产，绿色超
级稻8号还是一个早熟品种。这意味
着农民可以在 11 月台风到来之前就
开始收割水稻。

如此好的稻米，是如何被研制出
来的呢？

黎志康介绍说，绿色超级稻所涵
盖的78个品种中，其亲本基本是来自
中国南方的水稻品种。在此基础上，
黎志康带领团队针对各个国家的不同
需求，对水稻的亲本进行了“设计”和

“改造”。
“想让绿色超级稻拥有最优良的

基因组合，就要在现有优良品种的基
础上，把其所缺少的目标优良基因‘植
入’，培育出一批保留原有高产品种的
优良性状但获得不同新的绿色性状组
合的优异后代。”黎志康说，比如，在台
风雨水偏多的沿海地区，就需要选取
抗涝的品种，在非洲等干旱地区，要选
取抗旱品种。

印度泰伦加纳邦瓦朗加尔的一名
农民拥有40 年水稻种植经验，他从
电视上看到绿色超级稻品种，并在自
家5公顷土地上进行了种植，结果让
他惊喜不已。此后，他推荐面临灌溉
和盐碱性问题的邻居、朋友都采用这
个中国品种。

项目团队成员王文生介绍，项目
资助了独立专业人员在菲律宾、越南、
孟加拉、印度、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分别
进行了系统的项目社会经济效益评
估。报告显示，在菲律宾和孟加拉国
望天田和灌溉生态系统种植新培育的
绿色超级稻品种，比当地主栽水稻品
种平均每公顷增产0.89至1.83吨，平
均每公顷增收 230.9 美元。按此推
算，到目前为止，非洲和亚洲目标国家
的农户增收达14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加里·
阿特林认为，绿色超级稻项目达到了
预期目标，中国一些品种资源在亚洲
和非洲国家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预

期，同时，项目还实现了多个国家各层
级科研机构、科学家共同合作。

成果“顶天立地”

面对全球极端气候频繁出现的情
况，提高亚洲和非洲大部分雨养地区
的水稻生产能力、维持全球灌溉稻田
的稻米生产力是未来几十年全球水稻
育种专家面临的最大挑战。

绿色超级稻被定义为在较少投入
的情况下能稳定高产的水稻品种，尤
其对频繁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逆境的
干扰具有较强抵抗力和恢复力，是为
了应对未来水稻生产面临挑战而提出
的重要概念。项目在实施的10年中，
实现了“顶天立地”的重大成果。

在理论研究上，完成了全球最大
的植物基因组重测序项目：3000份水
稻核心种质的全基因组重测序，在全
基因组水平上剖析了水稻核心种质的
基因组多样性，推动了水稻功能基因
组研究成果在育种上的应用。

在实践上，采用分子育种技术和
策略，培育出一批抗旱、耐盐、耐淹、养
分高效的新品种，实现水稻生产中少
用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
产的目标。

黎志康表示，在短期内要培育更
多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超级稻
品种，并配套相应的绿色增产增效技
术，最大化地发挥绿色超级稻品种在
这些目标国家的增产增效作用，促进
目标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真
正提高这些目标国家小型农户收益，
这迫切需要育种、栽培、植保、农机和
农业经济等多学科的大协作。同时，
急需建立一种灵活、高效和安全的种
质资源交换和品种输出管理新模式，
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技术和品种输出的
政策障碍。

因此，集中国内优势力量，在帮助
资源贫困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
缓解我国自身的农业生产压力，确保
我国粮食安全，仍是广大农业科技工
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专家在菲律宾考察绿色超级稻的田间表现。 （资料图片）

先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口气发出
多达18份专利代理惩戒决定书，包括
专利代理机构及专利代理师在内的
18个主体，被分别施以吊销专利代理
机构注册证、责令专利代理机构停止
承接新业务12个月、吊销专利代理师
资格证、警告等多种处罚。后有《专利
代理管理办法》自5月1日起施行，目
的在于完善监管。近来关于专利代理
的大动作频频，促使行业反思，引发社
会关注。

所谓专利代理，是创新成果转化
为专利权的重要环节，服务于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和保护的全过程。在我
国越来越追求知识产权高效率运用的
当下，促进技术方案的拓展和提升、促
进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落地，迫切呼
唤高质量的专利代理服务。特别是在

我国科技实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当下，
面对国际市场欢迎又戒备的矛盾心
理，唯有高质量的专利代理服务能为
知识“赋权”、替创新“标价”，让中国企
业、中国品牌健步走向世界。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获得
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人数超4.2万人，执
业专利代理师达近 2 万人；专利代理
机构达到 2195 家，开展 PCT《专利合
作条约》申请业务的机构超过 1000
家。专利代理行业虽然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还存在着巨大缺口。更令人忧
心的是，无证代理、资质挂靠、违规申
请等乘“虚”而入，或因不专业致使专
利申请“流产”，或因保密不严导致发
明创造被盗，扰乱了正常的秩序。

有缺口，就要补；有乱象，必须
治。对专利代理行业，既要“放”也得

“管”。
“放”，即放开束缚。今年3月1日

起施行的修订后的《专利代理条例》，
按照“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
的直接支配、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
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放活微观主体”的
精神，取消了两项行政审批，优化了两
项行政审批，还放宽了专利代理师、代
理机构的准入条件，在促进专利代理
专业化和市场化上前进了一大步。接
下来的关键在“落实”二字。同时也要
注意，放开束缚不等于放松要求，专利
代理毕竟是一项极为复杂细致的专业
性工作，无论专利代理师还是专利代
理机构，对此都要有充分的认识。

“管”，即加强监管。一方面，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比如，明确对无资质
代理的监管规则，健全年度报告、经营

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
明确监管职责分工和工作程序，明确
专利代理行业组织定位和加强行业自
律建设要求等。国家知识产权局此次
集中发布惩戒决定书，就是其加强监
管的重要体现之一。另一方面，加大
主动监管力度。比如，从加强主动监
测、强化综合治理、建立评价信息发布
机制等方面入手，创新监管方式，健全
监管制度，加强监管培训，加快构建公
正高效的监管机制。

“放”，能放出活力；“管”，能管出
秩序。“放”“管”结合下的专利代理行
业，才会遵从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向，走
上健康可持续的道路；也只有这样的
专利代理行业，才能满足我国创新发
展的需求，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