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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

2.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部全面启动种业

振兴五大行动。

3.新修改的种子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4.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全面启动，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

源新库建成试运行、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正式运行。

5.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签署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合作

备忘录，出台最新司法解释。

6.“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逝世。

7.“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出台。

8.《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年）》发布。

9.我国自主选育白羽肉鸡获突破。

10.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籼改粳
’有望提高早稻品质与价值。”7月 28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在
2022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主论坛上提出了这一观点。

根据 2021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种植数据，我国双季早稻生产共有 13
个省区，全部分布在南方低纬度地区，
播种面积 7101 万亩，总产量 2802 万
吨，单产394.6公斤/亩。

然而，我国目前生产的双季早稻
均为“早籼稻”。“双季‘早籼稻’生产
面临着单价和利润率低的问题。”李家
洋进一步说，我国“早籼稻”品种培育
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主要作为
饲料用粮或工业用粮使用，至今仍没
有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品种。

与“早籼稻”相比，生长在高纬度
地区的粳稻品种具有抗逆性强、株型
优、米质优、食味佳等明显优点。为
此，李家洋院士团队利用分子设计育

种技术，在培育双季“早粳稻”新品种
上取得重要突破。

多年来，他们培育的新品种——
“中科发早粳1号”，在江西省高安市、
浙江省金华市、福建省三明市等多地
开展田间实验。2021年，江西省上高
县“中科发早粳 1号”200 亩示范片首
次培育出可用于生产的“早粳稻”，其
中人工抛秧种植，实收水稻稻谷亩产
为530.31公斤；机插秧种植，实收水稻
稻谷亩产为613.73公斤。粳稻品质优
良，主要米质指标达到优质二级米标
准。

“新品种长粒优质、高产，抗寒、抗
病、抗倒伏、抗穗发芽等方面尤为突
出。”李家洋表示，如果将双季“早籼
稻”改为双季“早粳稻”，不仅可以增
加南方各省市的粮食自给率，还可以
将优质新米提前 2-3 个月上市，让中
国人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越来越
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

“籼改粳”有望提高早稻品质与价值

“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发布
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7 月 28

日上午，“2021 年中国种业十件大
事”在 2022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谷论坛主论坛上发布。

“2021 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着
眼于对我国种业发展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的政策举措、工作进展、科研
成果，同时兼顾社会公众、主流媒体
广泛关注的重要事件。前期由农民

日报社结合新闻报道实践和全网舆
情大数据分析，初步推荐了 15 件种
业大事候选事项。在此基础上，中
国种子协会组织理事投票推介，依
据票选结果进行排序，经由农业农
村部种业管理司、中国种子协会和
农民日报社共同组成的专家评审组
评审，最终确定“2021 年中国种业十
件大事”。

参展的武汉亚非种业工作人员在展示用皱叶菜等蔬菜制作的精美摆盘。 本报记者李学仕摄

展馆里摆放的各类种子。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参展工作人员正在介绍农产品。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超
全 王 福 新）7 月 28 日，2022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
坛举办。大会设置了农产品
展厅，吸引国内外 43 家科技
育种展商的新技术、新产品
在三亚集中亮相。

还未走近武汉亚非种业
公司的展位，便可闻到由特邀
厨师烹饪后的“皱叶菜”“西兰
苔”“紫甘蓝”等蔬菜传来的香
气，引得观众前往观看。

“我们公司主推的‘皱叶
菜’外皮蓬松，呈深绿色，颜
色越深菜里富含的维生素 c
越多，口感也越好。”武汉亚非
种业公司区域负责人黄荣耀
说，皱叶菜凭借新奇外观备受
关注，人们在品尝后纷纷表示

口感清脆甘甜，值得回味。
“这种番茄叫菊花番茄，

主要销往国外。”宁夏泰金种
业市场部相关负责人翟珂介
绍，“还有这种像子弹形状的
辣椒叫子弹椒，它相比于人
们经常吃的螺丝椒更能经受
长途运输，不容易腐烂，而且
果肉饱满，口感很不错，辣度
也分为不同等级。”

紫色的辣椒，不同形状的
番茄，不同品种的西瓜……各
式各样新奇的瓜果品种亮相
展厅，吸引了许多参观者驻足
观赏。来自宁夏的泰金种业
公司坚持科技创新，专注瓜菜
育种多年，重点开展番茄、辣
椒、茄子、黄瓜、西葫芦、南瓜、
西瓜、甜瓜商业化育种。

“我们在南滨农场有 100
多亩的种植基地和展示区，
可以实现产销一体化。”翟珂
介绍，泰金种业扎根三亚进
行南繁育种已有 20 余年，去
年也参加了中国种子大会暨
南 繁 硅 谷 论 坛 产 品 展 示 环
节，不同于去年的是，今年他
们带来了许多市场上罕见的
瓜果种类。

据悉，展会上还有许多高
科技农技产品携手农业新品
种共同“出镜”。如杭州厚泽
生 物 有 限 公 司 展 出 的
Qsep100 全自动核酸蛋白分
析系统，拥有高通量、上样灵
活、高灵敏度和高分辨率等特
点，能够剥离与分析农作物蛋
白，促进农作物基因改良。

国内外43家科技育种展商携新技术新产品亮相三亚

“新鲜”果蔬“争奇斗艳”

本报讯（记者 刘佳）在7月 28日
举行的 2022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谷论坛主论坛上，三亚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希作题为《高水平建设南繁科
技城 奋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的报告，
表示三亚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胸怀“国之大者”，全力以赴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加快推动南繁种业高
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人的饭碗任何
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目标，
扛起三亚担当、做出三亚贡献。

报告指出，近年来，三亚紧紧围
绕建设“南繁硅谷”目标，积极把握海
南自由贸易港重大开放机遇，集中力
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防风险，
在推动南繁种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种
业科创高地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依托南繁科技城，三亚狠抓科研
项目建设，高标准建设科研平台，大
力推动种业创新主体和科研人才集
聚，抓紧抓实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和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种业企业提供一

站式便利化服务，打造种子科技创新
“策源地”。通过强化种质资源引进
中转的软硬件设施保障，打通境外引
种路径，提高种业开放交流合作水
平，三亚不断深化南繁开放合作，还
将争取在种业国际贸易上先行先试，
打造种源引进中转“快通道”。

当前，三亚划定10万亩南繁科研
育种保护区，科学规划布局南繁设
施，加大种业领域招商引资力度，积
极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研究，创

新南繁科研服务保障模式，科学布局
南繁产业链，打造种业高质量发展

“新引擎”。
陈希表示，三亚全市上下正在全

力打造自由贸易港科创高地和国际
旅游胜地，三亚将成为各类企业投资
兴业、创新创业的热土，欢迎与会的
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及嘉宾们参与
到推动南繁发展的伟大事业中来，共
同分享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机遇。

陈希在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主论坛上作报告

全力以赴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加快推动南繁种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7月 28日，
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2022中国
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正式揭牌。

知识产权作为国际竞争力核心要
素之一，对推动国家战略发展的作用
日益凸显。2021年 5月 12日，三亚市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获批建设，并
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顺利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验收投入运行。该保护中心
是全国首家面向现代化农业和深海科
技领域专利快速审查、快速授权的保
护中心，也是海南省首家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要承
担专利快速审查、知识产权快速维权、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及纠纷应对指导等
业务，重点做好提供知识产权“一站
式”综合服务、落实崖州湾知识产权特

区建设方案以及积极推进专利导航基
地建设等工作。

据悉，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已面向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创新主
体开展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目前已有
88 家企事业单位在三亚市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备案成功。

“通常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需
要将近20个月的时间，三亚市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正式运营以后，其审查效
率提高了90%以上，只需要3个月，发
明专利就可以得到授权。”海南省知识
产权局局长肖超介绍，下一步将完善
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功能，不
仅在专利快速预审、确权维权等方面
发挥独特作用，同时努力提升保护中
心综合服务水平，打造国内一流的保
护中心。

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揭牌
打造国内一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7月 28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南繁种业检验检测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在 2022 中国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正式揭牌。

据了解，南繁种业检验检测联盟
以服务南繁种业发展为纽带，以入驻
崖州湾科技城的南繁种业相关单位为
主体，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共同组建。该联盟是国内首个种
业检验检测联盟，也是海南省成立的
首个检验检测联盟，是海南省检验检
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联盟旨在搭建南繁种业检验检测
技术交流与协作平台，整合检验检测
资源，促进联盟成员之间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互促共进、协同创新，推进检
验检测机构与南繁科技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
下一步，联盟将在检验检测机构

之间搭建广交流、多互通、勤合作桥
梁，共同提升南繁种业检验检测能力、
检验技术开发能力和质量技术服务能
力；依托联盟管理优势、能力水平优
势、人才队伍优势、服务理念优势和创
新进取精神，为全省南繁种业产业发
展提供一流的技术服务，促进南繁种
业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汇聚多方
优势，释放南繁种业检验检测机构潜
力，积极参与日常监管、抽检监测、标
准研制等工作；整合现有南繁种业检
验检测机构优势资源，打造集技术指
导、技能培训、检验检测等于一体的综
合性行业标杆，全面提升联盟成员单
位种业检验检测能力和质量技术服务
能力。

国内首个种业检验检测联盟

海南自由贸易港南繁种业
检验检测联盟揭牌

推进检验检测机构与南繁科技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佳）在7月 28日
举行的 2022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谷论坛主论坛上，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希代表三亚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种
子协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
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框架协
议”，标志着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谷论坛永久落户三亚。

今年4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
时指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

手里。
三亚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种子

繁育基地。每年冬春季节，数以千计
的种业科研工作者从全国各地聚集
到这里育种、制种。

“三亚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气
候环境和人员资本，南繁育种在这里
进行了60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我
们国家百分之七八十的品种都是从
这里走出去的。”中国种子协会副会
长邓光联介绍，框架协议明确了四方
职责，今后，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谷论坛将每年在三亚举办，推进中国

种业产业和南繁硅谷建设。
邓光联表示，通过论坛的举办，

一方面将全国的种业技术成果带到
三亚集中展示，还可以把适合本地的
技术和成果留下来。例如通过玉米、
西甜瓜的引进，促进三亚的生产结构
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西甜瓜更是成
了农民的“致富果”。另一方面，还将
吸引更多的科研育种专家、企业以及
外国同行到三亚从事种业产业，三亚
也将成为全国种业成果走向世界的
门户。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永久落户三亚，这是中央有关部门、
中国种子协会落实国家南繁硅谷战
略的重要行动和举措，也是对海南
省、三亚市南繁和种业工作的充分肯
定和鼓励。”副市长罗东表示，全市各
级各部门将精心准备、精致打造、精
准安排、精彩呈现，确保大会圆满胜
利召开。希望依托这个平台，各级领
导、院士、专家和企业家建言献策、贡
献智慧，更多关心和支持南繁硅谷建
设，共同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为把种
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夯实基础，为筑
牢“中国饭碗”的底座贡献力量。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永久落户三亚

本报讯（记 者 刘 佳）在 7 月 28
日举行的 2022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
硅谷论坛主论坛上，市委副书记、市
长、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
书记、局长陈希代表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与中国种子协会签署合
作备忘录，双方将在举办中国种子

大会、种质资源引进、生物育种产业
化、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种业政策
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中国种子协会是由在我国依法
进行农作物种子科研、生产、经营、
管理以及与种业相关的单位和个人
自愿组成的群众性、非营利性、自律

性的行业组织，中国种子大会是由
中国种子协会创办并树立品牌的种
业行业大会，是种业界最大规模、最
高规格、最广影响、最多成效的盛
会。

据了解，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谷论坛永久会址落户三亚，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将发挥产城融
合、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优势，中国
种子协会将设立中国种子协会驻崖
州湾科技城代表处，双方将开展多
领域、深层次、全方位合作，进一步
助推中国现代种业发展振兴，为南
繁硅谷建设贡献新力量。

中国种子协会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签署合作备忘录

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