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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尊敬的袁院士，您好！ 您委托我们进行改
良的超级杂交稻品种R900，去年10月份在春华
基地进行了BC2F2群体的白叶枯病抗性展示，
改良效果较好。 ”

不久前，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健，带领他的核心团队，向袁隆平院
士汇报他们利用分子育种技术改良R900，以
提高该品种抗白叶病枯性能研究的进展情
况。

稻瘟病、白叶枯病、稻飞虱等“两病一
虫”，是影响水稻产量的大祸害。 一旦发病，
就会造成水稻大量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提
高水稻抗病、抗虫的性能，是世界农业科研
领域专家们的梦想和目标。 以前采用传统方
式育种，这个目标没有5至8年难以实现。 被
称为“黑科技”的分子育种新技术的诞生，使
梦想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

好品种，既要高产，又要优质、
抗病虫

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肖金华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杂交水稻
的问世和逐渐推广，水稻产量大幅提升，“没饭
吃”的问题逐步解决。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出
现：饭不好吃！“早期的杂交稻米饭，又粗又不
香。 ”

大米要好吃，研发出好的水稻品种是关
键，育种技术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情况有了新变化，老百姓发现，

现在的米饭变软、变香了，特别是一些高档
优质米，吃起来很香、很糯。 为什么香？ 肖金
华说， 水稻多数品种原本是没有香味的，之
所以变香，是因为水稻中的BAD2基因突变，
缺失了8个碱基， 使产生香味的代谢物质乙
烯吡咯啉不能转化， 从而累积在稻米中，使
米饭有芳香味。 这，就是分子育种技术实施
的一个具体案例。

可以说，培育出这样既高产，又优质、抗
病虫的好品种，一直都是育种专家们的不懈
追求。

分子育种，靶向明确，快速、
精准、低成本

在世界范围看，育种技术经历了由传统
育种技术向分子育种技术转变的历程。

所谓传统育种技术，就是水稻品种之间
的杂交选优。“这个过程通常需要8到10年。 ”
肖金华介绍。

上世纪90年代，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开
始推行种业革命， 利用分子技术探索分子育
种。

分子育种，是利用分子技术对品种基因
进行精准选择和修正，以实现育种目标。 有
广义和狭义的概念。 广义上，分子育种是在
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育种学
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名学科。 狭义
上，是分子标记在育种上的应用，是育种方
法上的创新，也是应用材料上的创新。

与常规育种比， 分子育种具有快速、精
准、低成本三大优势。

据介绍，分子育种只要5到8年。同时，利用
分子育种技术可以有的放矢进行基因选择和
修正，靶向明确。 比如，改善品质，或者提高耐
温、耐病能力等。 分子育种技术，可以根据相应
的目标，直接对优异基因进行选择。

目前，分子育种技术已成为世界跨国种
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美国孟山都，以
前并不是一家种业公司， 从1996年开始，利
用分子育种技术进军种业领域，短短20多年
时间，一举成为世界种业老大。

国家级新平台，引领湖南种业
技术革命

2017年10月9日这一天，对于华智水稻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来说，是值得记忆的日子。 这
一天， 袁隆平院士专程来到长沙县春华基地，
考察华智水稻生物技术专家利用分子育种技
术，对其超级杂交稻进行定向改良的品种试种
结果。

几年前，袁院士在河北创造了水稻亩产
1143公斤的高产纪录。 但该品种不抗白叶枯
病。如何尽快提高其抗病性？ 2015年，华智生
物接受袁隆平院士委托，利用分子育种技术
对其定向改良，2017年开展测配田间试验。

为了选育耐稻瘟病的种子，2017年6月，
华智用了21天，花费3万元，就有针对性地找
出了600株左右的抗病单株， 准确率达到
99%。 如果利用传统育种方式，需要200天时
间，花费35万元，准确率仅80%左右。

今年年初， 育种专家将136份种群交给
华智， 筛选出针对抗白叶枯病的抗病单株，

同样达到很好效果。
这些只是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以来，利用分子技术培育和改良品种的
众多成果中的几个例证。

为了实现“后发赶超”，中国农业农村部倡
导大力发展分子育种技术。湖南省委、省政府顺
势而动， 千方百计将新平台争取到三湘大地。
2013年8月，国家级分子育种技术平台华智水稻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长沙成立。 张健、肖金华等
一批分子育种科学家，响应国家号召，纷纷放弃
国外优厚待遇，回到祖国，来到长沙。 他们克服
各种困难，从零起步，艰难前行。

短短几年， 这里已组建一支150余人的
种业高科技研发平台，拥有了国际一流水平
的分子育种实验室，并取得一系列令人关注
的成果：成功开发3000多个水稻SNP分子标
记，与中国农科院黎志康老师合作开发了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稻56K基因芯片的设
计、开发和应用；开发和验证2000多个玉米
SNP分子标记， 开始进军玉米分子育种技术
服务市场；开发验证了抗稻瘟病、白叶枯病
和细条病、褐飞虱、育性、米质等200多个目
标基因SNP标记。

“新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育种时间。”
张健信心满满地说， 新的研发中心建成后，
将助力研发团队在科研成果产业化、分子育
种实用化、种子检测简捷化、生物育种信息
化等方面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果。“华智
正在引领湖南、乃至全国，开展一场现代种
业技术创新的革命，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推进
产学研科企合作和种业健康发展。 ”

文化湘企加快
“走出去”步伐

天舟文化前三季净利增长30％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黄利飞）10
月28日晚间，湘股天舟文化发布三季报。 今
年1至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6亿元，同比
增长32.69%；实现净利润1.82亿元，同比增
长30.87%。 业绩高增长的背后，公司文化出
版业务的海外布局功不可没。

天舟文化以子公司人民天舟为平台，全
力推进文化出版业务的海外拓展。

报告期内，人民天舟出版的《习近平思
想基本问题解读》《屠呦呦传》等40余种图书
的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版，已完成在摩洛哥
和阿联酋的布局， 并计划逐步落地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美国等国家。

人民天舟还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摩洛
哥、阿联酋、澳新3个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
它们将分别承担法语、阿拉伯语、英语图书
的中外联合开发和本土化运营，让更多的中
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故事融入海外市场。

此外，人民天舟正在收购新西兰著名童
书品牌———米莉茉莉儿童出版集团，该事项
目前正稳步推进。

天舟文化以文化出版起家，目前除深耕
文化出版业务外，还积极布局教育、泛娱乐
领域。 教育板块的“走出去”，主要体现在大
力开展海外研游学业务， 与国际著名教育
局、高校进行深度合作。

根据规划，公司还将依托泛娱乐业务建
设起来的研运一体化能力，结合教育、文化
板块资源，使中国文化以游戏为载体“扬帆
出海”。

“黑科技”助力湖南种业腾飞
———解读分子育种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