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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发展的旗帜下，是一个个科研院所
和企业的笃定前行。

他们的试水、探索、研究与成果转化，随
着时代、随着市场不断在变化。

以辣椒的培育与种植为例。 上世纪 80
年代， 绝大多数老百姓面对的是温饱问题，
辣椒研究的重点是高产；到 90 年代，随着市
场流通的扩大，培育耐储运、低损耗的辣椒
产品，则成了研究的重点。 那时，10 公斤的
辣椒从海南运输到湖南，损耗率高达 40%。

农户的双手也在研究、创新过程中逐步
解放出来。

1997 年， 湖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研
发雄性不育材料，将原本要农户定时用手挨
株除雄蕊的环节省略掉。 2012 年培育出适
合大面积机械化操作的品种，使得辣椒采集
能像收割水稻一样便捷。

从 80 年代的 200 万亩到 2017 年
3200 万亩的种植面积， 辣椒品种历经四代

更迭。 辣椒品种的迭代历程，只是科研院所
和企业不断深化研究的一个缩影。

在走访中，我们感受到企业敏锐的市场
洞察力，了解到企业对技术、对研究的精益
求精。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成果，一个个新
品，振奋国人，影响世界。

作为我国首批“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
业之一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搭建了完整的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
体系。 杂交水稻种子市场份额全球第一，杂
交玉米种子国内市场第一、 巴西市场前三，
杂交辣椒种子推广面积全国第一……诸多
“第一”，是荣誉，更是中国企业跻身世界市
场的有力见证。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9 亿元，同比增长 38.73%。

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搭建了分
子育种、生物信息、种质资源创新、品种测
试、种子质量检测五大研发平台。 该司总经
理、“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健形象地介

绍公司研究的核心技术之一———分子育种，
“常规育种靠的是凭经验观察水稻等农作物
的外形表观，分子育种则是给农作物内在的
基因型拍‘X 光片’，并了解水稻植株背后的
基因缺陷，从而‘对症下药’。 ”他表示，一个
性状定向改良，常规育种需回交 6 代，才能
达到 99％纯合的后代， 分子育种只需要 3
代就能达到，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

目前， 华智正在搭建全基因组分子育种
研发创新平台， 是为未来启动智能设计育种
的研发打基础。“我们可以根据模拟不同地区
的生态、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为农作物组
队、筛选基因，‘量身定制’地选择性种植。 ”

……
这还不够。 为形成种业发展合力，2016

年，隆平高科和华智生物牵头成立了长沙生
物育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聚合了全国
40 多家国内著名种业龙头及科研院所，促
进产学研合作。

宏大的国际视野， 宏观的战略思维，全
球顶尖的人才、 技术以及大批资金不断汇
聚，“中国种业硅谷”应运而生。

(本版图片由隆平高科技园提供)

9 月 5 日 -7 日，由湖南省农业
委、湖南省科技厅、长沙市人民政府
等主办的第一届长沙种业硅谷峰会
暨种业创新成果博览会将在长沙举
行。 目前，大会筹备进展如何？ 有哪
些亮点？带着这些问题，湖南日报对
隆平高科技园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
会主任缪晨光进行了专访。

湖南日报：举办种业硅谷峰会，
基于怎样的背景和考虑？

缪晨光： 生物育种产业是国家
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既涉及国
计民生，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又是我
国应对发达国家竞争、 抢占生物经
济时代制高点的一项战略举措。

2016 年，长沙市提出建设“中
国种业硅谷”；2017 年将基因技术
产业链纳入 22 个新兴优势产业链
行动计划。可以说，举办种业硅谷峰
会，探索生物育种新模式、智慧种业
新路径， 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
的重要举措， 也是全面践行省市重
要精神的有力抓手。

建设“中国种业硅谷”，发展生
物育种产业，推进基因技术产业链，
隆平高科技园具备一流的品牌优
势、雄厚的科研优势、突出的产业优
势、 良好的政策优势， 发展前景广
阔。我们殷切期盼通过此次峰会，聚
拢国内外种业优势企业， 搭建交流
与探讨、展示和交易、产学研合作平
台， 将隆平高科技园打造成种业创
新高地、人才聚集洼地。

湖南日报： 首届种业硅谷峰会
有何亮点？

缪晨光：本届峰会主题为“创
新种业 智种未来———建设‘中国种
业硅谷’”，分为开幕式、种业创新成
果博览会、种业创新高峰论坛、新技
术与新成果田间展示等环节。

其中， 种业创新成果博览会将
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和浏阳市北盛
镇环园村分室内、 室外两个展示区
域进行展示， 展出近百家企业的
800 多个品种， 吸引国内外 400 多
家种业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室内展
示设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E1 馆，
展区面积 13500 平方米。 大家可以
在博览会上看到与种业相关的各种
新品种和新技术。

博览会特意设置了种业科普互
动区。 市民可以带着孩子来现场参
与互动，学习种业知识。

湖南日报： 目前，“中国种业硅
谷”建设情况如何？

缪晨光：早在 2016 年，隆平高
科技园就发布了《“中国种业硅谷”
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高举袁隆平
院士这一面旗帜， 把隆平高科建设
成为世界一流的生物育种企业，把
华智生物“国家水稻分子育种平台”
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生物育种协同研
发创新平台， 把隆平新区建设成中
国一流的生物育种技术及产业聚集
区。

《纲要》确定了“六个一百”的发
展规划：建成 100 万平方米以上的
生物育种产业发展平台； 吸引和撬
动 100 亿元社会资本投入生物育
种产业发展和种业硅谷建设； 引进
100 名国内外一流的生物育种高端
人才；培育、引进和集聚 100 家高
素质的生物育种企业、研发机构；新
研发 100 个左右国家审定种子新
品种； 实现生物育种产业核心产值
规模达 100 亿元， 产业链产值过
300 亿元的目标。

我们期望通过“中国种业硅谷”
建设，在世界生物育种产业树起“长
沙标杆”。同时，我们也将创造条件，
竭诚服务，以优惠政策、务实作风营
造一流环境， 把隆平高科技园打造
成为生物育种产业的创业乐土、兴
业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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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党的十九大
再次明确了种业的国家战略地位。

面对党中央发出的时代跫音，面
对省市领导的殷殷期许，长沙市“中国
种业硅谷 ” 建设再谱新华章 ：9 月 5
日—7 日，长沙种业硅谷峰会暨种业创
新成果博览会在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
科技园举行。

———这是一次正在筹划的远行 。
“农为国本，种铸基石”。 种子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在峰会上
展示、研讨、交流、交易。 理论与实践，
研究与应用，件件关乎国计民生，事事
关乎国家粮食安全， 样样关乎种业发
展方向。

———这是一个区域的追求与担
当。 湖南是农业大省，也是种业大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工业新兴优
势产业链发展的意见》，长沙市将基因
技术产业链纳入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
计划，并将“指挥部”落地隆平高科技
园。 芙蓉大地，正释放着种子蕴含的能
量和伟力，在芙蓉国里划出绚丽弧线！

———这是一群人的探索与情怀 。
袁隆平、官春云、印遇龙、邹学校，一批
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创新团队， 以及
大批种业科技工作者， 奋战在科研一
线， 不断创新和突破， 他们的宝贵经
验 、观点 ，将在峰会上亮相 、论证 、传
播；隆平高科、华智生物等国内外顶尖
种业企业在此汇聚， 共同搭建展示和
交易、产学研合作平台。

从撂荒地到“金银地”，从乡间田
野到实验室，从增产到提质，一粒粒饱
含期盼的种子被撒入泥土， 酝酿着下
一个丰收时节。

从保障民生到参与国际竞争，从
立足全国到亮相世界舞台，在隆

平高科技园破土而出
的“中国种业硅谷”，正
以蓬勃力量，走出铿锵

的种业发 展
足音！

杂交水稻技术，是我国递给世界的一张
金字名片。 名片蕴含的，不仅仅是一项项技
术、一串串成果，更是一个大国对全球粮食
安全的责任和担当。

据预估，2050 年世界总人口将达 90
亿，而来自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届时，
约有 10 亿人口处于饥饿或营养不良状态。

杂交水稻技术的全球“领跑”，并不能掩
盖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中国是种业市场大
国，却不是种业产业强国。

世界种子贸易主要集中在美国、 荷兰、
法国等发达国家。 孟山都、杜邦先锋、蓝多

湖、先正达等行业巨头，更是牢牢把控着世
界种子市场。而我国现有持证经营种业企业
4300 多家，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以上的却不
足百家。

与跨国种业巨头相比，我国种业企业在
技术研发投入、产业体系布局、发展规模等
方面，有着巨大的差距。

从研发投入上看， 跨国种企巨头研发投
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在 10％以上，我国研发投
入较高的前 10的种业企业，约为 6.5％左右。

从经营规模上看，以国际巨头孟山都为
例，2017 年该司销售额达 109 亿美元，而我

国种企龙头、位居全球种企第 9 位的隆平高
科销售额仅 32 亿元人民币。 有专家忧心忡
忡地表示，“这不是一个企业的困境，这是整
个行业的囧境。 在国际竞争中，就像是‘小舢
板’与‘航母’之间的对抗。 ”

是瓶颈，也是机遇！ 这一点，无论是政府
还是企业，都深谙此间道理！

竞争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很多国人只知
道在杂交水稻的辉煌而无视国际种业竞争的
残酷；差距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行业、企业维
持现状、单兵作战。 从“小而散”转向规模化、
集约化、国际化，这是时代赋予种业的使命，
这也是此次种业硅谷峰会召开的现实意义！

一场关于种业的大思考、大探索、大变
革，悄然兴起！

新姿态 ：扛鼎一种责任

新动能 ：汇聚一种合力

新形象 ：展示一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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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智生物实验室。▲

种业专家正在实验基地勘察。▲

隆平高科关山科研基地。

隆平高科技园鸟瞰。

隆平高科技园建设“中国种业硅谷”，不
是空穴来风，不是盲目跟风，而是凝聚着对
自身优势的清晰认识。

这里有着集聚的种业研究平台。湖南农
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中科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
等， 高科技的生物种子正是从这里撒向全
国，造福世界。

这里大师级人物云集。袁隆平院士领衔
的超级稻创新团队，官春云院士领衔的油菜
遗传育种团队，“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健领
衔的分子育种研发团队等……一批院士、学
者躬身于广袤的实验基地，埋头于配备高精
仪器的实验室，在杂交水稻、玉米、油菜、蔬

菜等育种方面，取得了大批国际国内领先的
科研成果。

这里有着蓬勃发展的企业力量。历经近
20 年发展，园区拥有隆平高科、华智生物、
金健种业、春云农业等龙头企业，拉通了包
括基因技术研究、设备厂商及耗材和基因技
术的大数据的上游产业链，包括基因检验技
术的分析和检测公司等的中游产业链，以及
包括种业公司在内的下游产业链。

这里有着重商亲商的浓厚氛围。 2017
年，长沙市设立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首期设立 2亿元专项资金， 并加大了对生物
育种产业链的信贷支持和服务。2018年共铺
排基因技术重大项目 4 个， 总投资超过 30

亿元。 此外，还将启动建设占地近 1000 亩、
投资超过 80亿元的隆平现代产业园项目，作
为基因技术产业链的重要支撑平台。

今年以来，依托“最多跑一次”改革和
“智慧园区”建设，园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发展动力十足。

秉承奋勇争先的进取精神、攻坚克难的
担当意识，“中国种业硅谷” 建设正昂首阔
步，意气风发。

乘着长沙种业硅谷峰会暨种业创新成
果博览会之东风， 隆平高科技园风劲帆满，
驶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