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作为主要农作物，在世界上

120

个

国家和地区广泛栽培种植， 全球一半以上

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 但全球水稻平均亩

产仅为

200

公斤左右。 杂交水稻的问世，改

写了历史。

以袁隆平院士为首的中国杂交水稻专

家，继

1974

年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后，

1995

年

又取得两系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并实现大面积

商业化种植。多年的实践证明，比较纯种的常

规水稻，杂交水稻具有增产

20%

即

1.4

吨

/

公

顷的产量优势。近年来，我国杂交水稻年种植

面积占总水稻面积的

57%

， 即

1600

万公顷，

每年增产的粮食可多养活

7000

万人口。世界

人口最多的中国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实

现粮食自给自足，杂交水稻功劳卓著。

除了造福中国人民， 杂交水稻技术惠

及世界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自

1979

年中国

赠送杂交水稻种子给美国以来，目前亚洲、

非洲和美洲等地已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引

种和研究杂交水稻，有

8

个国家大面积种植

杂交水稻。其中印度是目前国外推广种植杂

交水稻面积最大的国家，种植面积达

100

万

公顷，平均产量比当地水稻品种每公顷要增

产

1

到

2

吨。而较早种植杂交水稻的越南，目

前种植面积达到了

60

万公顷， 不仅实现了

粮食自给，还成为继泰国之后的第二大大米

出口国。此外，菲律宾、孟加拉、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厄瓜多尔、几内亚和美国，也在发

展和推广杂交水稻技术方面获得了巨大的

进步，其中美国去年推广种植杂交水稻面积

已接近该国南方水稻种植总面积的三分之

一。目前国外种植面积已达

200

多万公顷。

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将推广杂交水稻作

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战

略，并已累计推广播种

50

多亿亩，增产粮食

5

亿多吨。

２００9

年

9

月

12

日 星期六

特别关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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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因地处南岳衡山之南而得其名。 十

多年前， 距离衡阳市区以南

20

公里的衡南县

云集， 还是湘江边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庄，小

山坡旁散落着稀疏的民居，几条小船渡过来往

两岸的人们。

而今，走进衡南县城，一幅美好的画卷展

现在人们的眼前，湘江绕城欢歌，这里楼宇林

立，行人游客如织，商业气息浓厚，经过几代衡

南人共同奋斗，一座政治、经济、文化结合的中

心之城，傲然崛起在湘江之滨。

“新县城，新平台，必将推动我县富民强县

新跨越。 ”衡南县委书记周千山豪情满怀地说。

一座正在成熟的幸福之城

8

月

28

日，秋季开学之际，当天的云集镇

湘江东岸彩旗飘扬，分外喜庆，北斗星实验中

学正式乔迁云集新址。 这成为今夏以来衡南县

城建设进程中一件标志性大事。

在宏观调控趋紧、土地闸门紧闭、开发资

金紧缺的情况下，短短的几年时间，衡南人大

胆尝试资本运作，书写了一个新的奇迹。 据介

绍， 衡南县城中心区

5.8

平方公里和河东文化

教育区

2

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基本建成，云集

客运站已于去年

10

月正式投入运营， 今年又

新开通县城至全县

20

余个乡镇的班车。 县城

累计完成公共设施投入

30

亿元，常住人口达

5

万人以上。 这距

2003

年

12

月

25

日衡南县治

乔迁云集，还不到

6

年时间。

继机关搬迁之后，衡南县强力推进城市配

套设施建设，使之不断完善。 全县坚持政府引

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方式，通过近几年的集中

建设与发展，县城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县城投资

1.9

亿元由

15

条主次干道组

成的城区道路骨架已经形成。 其中

12

条道路

形成绿化、 路灯配套设施齐全的标准化道路。

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管网铺设也随道路施工

同步进行。 连接县东西两区的衡南湘江公路大

桥已建成通车。 投资

5700

万元的衡昆高速至

新县城联络线已全面投入使用。 投资

3700

万

元的自来水厂一期工程全部竣工，管网铺设基

本到位， 已具备日供水

4

万吨的生产能力，现

实际日供水

1

万吨。县城

110KV

变电站工程已

交付使用，城区电力网络正在全面建设。 防洪

堤前三期工程

1066

米已经完成， 第四期工程

正在建设之中。 目前，县城已完成道路硬化

40

万平方米，管网铺设

12

万米，县城基础设施基

本完善。

截至目前，衡南县城学校、医院、市场等配

套设施也正在逐步完善。 县人民医院、明德小

学、云集农贸市场、会议中心、广电中心相继投

入使用；垃圾处理场项目已定址，已由国家发

改委立项，目前正在抓紧征地拆迁；云集花园

广场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农业银行、信用社

等金融网点和邮政、电信、移动、加油站等服务

网点均已投入使用。

山水俱佳，是大自然赐予云集的得天独厚

优势。 该县立足“留山水风光，建生态城市”的

规划要求，在县城建设时，留山、显水，大力提

高城市绿化率。 目前，城市绿化面积达

20

万平

方米，中心绿化轴宽

60

米，长

1000

米，沿江风

光带已完成了

1000

米的土建和绿化工程，一

个山水相依、四季常青、景观优美的现代化生

态园林城市初具雏形。

衡南县长张亮说：“经过多年的建设，云集

已由投入期逐渐向受益期转型，新县城已成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

一项提升人气做旺县城之举

县治乔迁云集之后，衡南县城建设飞速发

展，县城面貌日新月异。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干部职工仍居住在衡阳市区，造成行政运行成

本增加，群众办事不便。

做旺县城成为当务之急。 “搬人、搬家、搬

心，当衡南干部，住衡南县城，为衡南出力。 ”

2007

年夏，衡南决策者向全县机关干部发出了

号召，大力实施“三搬”工程，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加快县城搬迁进度的几点规定》 等系列措

施，鼓励干部职工搬迁入住县城。

县委、县政府把机关住宅建设作为县城建

设的重中之重，作为迅速提升县城人气、增强

投资者信心的关键环节来抓，通过领导带头搬

迁入住和出台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县直机关干

部职工和社会人士到县城购房建房入住，尽快

做旺县城。 在全县召开了县直机关住宅建设大

会，与县直各单位签订责任状，凡未完成任务

的单位对其主要负责人免职或建议上级主管

部门调离。

风雨过后见彩虹。 而今，迁城的对错与否

不再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质疑旺城举措的合

理合法之声也早已平息，呈现在市民客商面前

的更多是机关干部扎根云集的坚定信心，来云

集投资兴业者的匆忙脚步，创业置业者的具体

行动。

这里，趟趟公交车爆满，背着行李从四面

八方参加云集建设的民工随处可见； 这里，几

乎每天都有店铺开业；这里，商业气息渐浓，正

成为商家争夺之地……

一条依城建园以园兴城之路

随着机关单位的陆续乔迁，云集的政治中

心已成定局。 但成为衡南的经济中心，却还有

一个长久的过程。

如何将沉淀在城市中的巨大资产盘活，变

成城市建设的滚滚财源？ 税收从何而来？ 城市

的劳动力如何安置？ 深谋远虑过后，衡南人决

定走一条“依城建园、以园兴城、工业强县”的

战略之路 ，云集工业园 （经济开发区 ）应运而

生。

工业园建园

3

年多来，衡南县始终把握通

过招商引资加快县城建设这条主线，加大工作

力度，通过市场化手段，千方百计激活民资、启

动内资、招商引资， 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吸引

了一大批工业、商贸、文化项目纷纷落户县城，

招商引资来势看好。 目前，云集工业园入园企

业达到

48

家，天津大桥、镇新鞋厂、锐奇皮具、

神州科技等

11

个项目正式投产，去年创税

630

万元。

此外，县城规划区内以商贸、文化为辅的

支柱产业也逐步形成。 华苑商贸城、富华大市

场、天成大市场、鑫园步行街已全面建成并投

入使用；南国明珠、云集小商品市场、宏富大市

场、粮油批发大市场、骅泰市场正在建设中；佳

美园小区、青春华庭、云集嘉小区等商品住宅

小区正在建设；湖南南方专修学院、衡阳工业

专修学院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共有在校学生

近万人。

一批重点项目形成集聚之势

云集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使得

衡南县赢得了其他县市区难以拥有的发展良

机。

这些机遇包括： 云集被纳入了衡阳市委、

市政府规划并全力打造的“西南云大”经济圈，

包括衡阳南岳机场的定址云集，也包括正在建

设的衡桂高速公路、武广铁路客运专线、衡茶

吉铁路、 湘桂复线铁路全部从这里穿境而过，

还包括湘江云集千吨级码头、湘江土谷塘航电

枢纽、衡云干线公路等这些与云集直接关联的

大项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衡南县委、县政府

提出了“启动大规划 、构建大交通 、发展大项

目”的战略思路，主动与市区对接，敞口融入城

区，接受雁城经济辐射。

启动大规划，即县立足云集的交通区位优

势，启动总体规划修编，通过加快构筑物流设

施、物流信息、物流政策三大平台，逐步形成

“

113

”式的现代物流结构：以华源商贸城、鑫源

步行街为依托，积极引进大型商业集团、世界

品牌企业，在县城建设集餐饮、娱乐、休闲、购

物于一体的大型商贸广场，构建

1

个现代商业

中心；以流一连锁超市为依托，兴建

1

个年经

营额达

3

亿元的流一商贸中心；以县粮油集团

公司、创新供销有限公司为依托，兴建粮油批

发、兴源农副产品批发、建筑材料批发等

3

个

年营业额达

5

亿元的批发市场。

构建大交通，即加快构建以云集为中心的

水、陆、空三位一体大交通网络。 水上交通方

面，正加紧做好湘江土谷塘水电枢纽工程和云

集千吨级码头立项工作， 千吨级码头建成后，

可年装卸运输货物

20

万吨以上， 千吨级船舶

可从云集北上直达长江出海口。 陆上交通方

面，武广高速铁路即将建成，衡茶吉铁路、湘桂

复线、衡桂高速公路、潭衡西高速公路等重点

项目正抓紧建设；省道

214

、

316

线年底可竣工

通车；云集至衡桂高速公路联络线由衡桂连接

线段和万云连接线段组成， 全长

13.4

公里，其

中已建成万云连接线段

7.5

公里， 路面宽

12

米；连接衡阳至云集的一级公路干线正加紧立

项， 公路北起衡阳市蒸湘南路衡枣高速通道

处，两跨湘江，南接云集兴园路

,

双向四车道，全

长

8.4

公里，路面宽

15

米，项目总投资达

6

亿

元。 各条线路建成后，云集陆路交通将变得更

加便捷通畅。 空中交通方面，衡阳机场已正式

选址云集， 机场建设各项前期工作正有序进

行，年底前即可开工建设，建成后年旅客吞吐

量

250

万人，年货物吞吐量

1.25

万吨。

发展大项目，即进一步做大做强云集工业

园区，培植壮大重点城镇工业小区，走发展大

工业之路。 成立于

2005

年的云集工业园区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实际投入达

5.4

亿元，开发建

设面积

5

平方公里， 逐步形成了皮具生产、机

械制造 、 汽车配

件 、

IT

电 子 等 四

大产业板块集聚

区。

开启衡南发展新篇章

李金山 谭顺之 陆元连

旺城融市：

衡南县城一角

欣欣向荣的湖南省一路歌工业园

粮食安全困扰全球，杂交水稻播种希望。

2009

年

9

月

11

日，一个以杂交水稻为号召

力的论坛，在“东方魔稻”的发源地湖南举行。

来自利比里亚、几内亚等

20

个国家的部长、农

业部门官员和外交使节，联合国粮农组织、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代表， 国内

外水稻专家等相聚一堂，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来自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杂交

水稻？ 执着于研究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内外专

家如何规划未来？让我们走进论坛，和他们一

同分享不同寻常的杂交水稻发展之路。

利比里亚总统私人花园

种上杂交水稻

“现在，非洲国家利比里亚的富裕家庭，每

天只能奢侈地吃一餐大米， 其余都只能用玉

米等杂粮代替。 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的官邸

里，

5

亩私人花园全部种上了我省援助的杂交

水稻， 因为她发现杂交水稻产量比当地常规

品种高出

3

倍。” 隆平高科援外中心非洲项目

负责人陈晓亮讲的这个故事， 让记者印象深

刻。 此次参加论坛的利比里亚商工部部长米

塔·贝索露告诉记者，目前该国已经设立了杂

交水稻研究机构和管理机构， 并正在进行试

验，如果今年的产量能比以往提高，将向农民

推广种植杂交水稻。

缅甸种植杂交水稻的面积

超过

42000

公顷

缅甸农业灌溉部农业调研司司长昂都表

示， 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商业成功已经清楚

地证明了这一技术的潜力， 可以用来满足世

界日益增长的水稻需求。他说，根据目前的人

口与水稻生产状况， 缅甸的水稻是可以自足

的，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绝对会需要杂交水稻

技术。据他介绍，该国大面积的杂交水稻种植

开始于

1998

年，进口的稻种来自中国和印度。

在北掸邦的某些地区， 那里的气候条件与中

国类似， 杂交水稻的产量比最好的天然品种

高三四成。 去年缅甸种植杂交水稻的面积超

过

42000

公顷。而且，该国农业研究局的研究

人员还得到了袁隆平及其团队的指导。 他在

论坛上提议两国就杂交种子生产技术的研

究、 缅甸研究人员的能力建设等开展双边合

作。

“中—巴杂交水稻项目”

取得了成果

巴基斯坦食品与农业部国务部长拉菲

克·贾马里说，中国在杂交水稻上成功实现商

业化并通过新技术打破了以往的生产纪录，

为了学习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巴基斯坦的

3

人

代表团曾于

1985

年访问了中国。

1999

年，该国

从中国获得了

5

种杂交稻种，随后分别在多个

地区进行试种， 其中两个品种被批准广泛种

植。历时

5

年的“中—巴杂交水稻项目”取得了

成果，除培训了巴方研究人员外，还获得了

4

种杂交稻种用于适应性测试。他表示，杂交水

稻是提高每公顷产量、 满足未来不断增长人

口带来的粮食需求的一种方法， 巴基斯坦将

最大限度地争取与中国杂交水稻领域的企业

合作，使杂交水稻技术在巴基斯坦得以推广。

迫切需要掌握杂交水稻技术

在去年中国政府与多哥签署的一份备忘

录中， 中国政府承诺投资

4000

万元人民币在

多哥建设一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多哥农

渔部技术顾问拉雷·沙比亚尼·雷尼高兴地表

示， 多哥的农业生产者们真正需要的是优质

种子、田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他们所需

要的都将在这个合作项目中得到长期解决。

一个关于多种杂交水稻的实验即将进入成果

普及阶段， 明后两年将向多哥北部的农民推

广。

几内亚农牧业部部长萨侬·阿卜杜拉赫

曼介绍， 大米在该国已经成为一种战略性食

品， 每年政府都要花费大量财力以保证进口

30

万吨大米。 他认为， 杂交水稻因其杂种优

势，有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保证了高产，有

希望解决世界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

题，因此，几内亚农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增加

水稻产量。 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让大量研究人

员掌握杂交水稻技术， 从而使这项创新在几

内亚开始广泛使用。

马里农业部部长阿加塔姆·阿格·阿拉萨

纳向记者描绘了引进中国杂交水稻品种的前

景。他介绍，马里农业研究院已经向中国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出了合作建

议， 请求对该中心培育的杂交水稻

F1

进行评

估并研究其特点， 希望这些品种可以将马里

平均水稻产量提高

10

吨

/

公顷， 增加国内水稻

产量以解决大米短缺的问题， 并提高马里水

稻产品在国内和地区市场的竞争力。

东帝汶农渔部部长马瑞安诺·洛帕斯谈

到本国水稻产量相对较低时承认， 主要是持

续利用本地品种导致的， 有必要采用适当的

杂交品种，可以提高产量和质量。

厄瓜多尔农牧渔业部副国务秘书玛丽

亚·希门尼斯高度称赞中国在杂交水稻领域

付出的巨大努力。她相信，杂交水稻这种在亚

洲和拉丁美洲膳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产品，

无疑是各发展中国家抗击饥饿和贫困的一个

解决方案。

尼日利亚农业部常秘奥塔基·奥伊贝努

透露， 隆平高科正在积极参与尼日利亚的稻

谷生产工作， 他希望借这次论坛之机邀请更

多的中国投资者推动尼日利亚向商品化农业

前进。

杂交水稻技术是

全球抗击饥饿和贫困的得力工具

“

2009

年，世界上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数预

计将超过

10

亿人口， 达到历史新高。 在这食

品、燃料和经济都面临危机的时刻，联合国粮

农组织坚信， 杂交水稻技术是全球抗击饥饿

和贫困的得力工具。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坚定

不移地与中国和所有成员国合作， 进一步宣

传和应用杂交水稻技术， 使其恩泽惠及一切

遭受饥饿折磨的人群。”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

代表处代表嘉伯·塞奇托莱科郑重表示。她介

绍了该组织在推动杂交水稻研究与种植方面

取得的成果，包括为孟加拉、印度、缅甸和越

南开发利用杂交水稻确定了中期发展纲要，

英文版的 《杂交水稻生产技术手册》 已经出

版，并已译成孟加拉语和西班牙语，建立了杂

交水稻品种及其亲本品系的数据库等。 她还

对中国承诺向“南南合作”研究方案提供

3000

万美元表示感谢，通过该研究方案，中国正在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一成功技术。

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 广西农科院研究

员毛昌祥则详细介绍了杂交水稻的技术、经

济、环境与社会优越性，回顾了杂交水稻

30

多

年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他坚信杂交水稻在

全球的发展是必然趋势， 将为人类的粮食安

全特别是以水稻为主要粮食的国家提供很大

的保障。他表示，只有学习和储备杂交水稻技

术，培养相关人才，才能保持杂交水稻的强大

生命力，保证杂交水稻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救援机构，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韦安夏

在论坛上发出了“终结饥饿”的呼吁。她高度

评价中国依靠科学技术的突破改变了贫困人

群的生活质量， 使得人们的健康与营养状况

得到了很大改善。“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实

现粮食安全， 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奇迹是可以发生的。”

杂交水稻播种

———聚焦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对外合作部长级论坛

本报记者

胡宇芬 左丹

希望

链接

每年增产粮食可多养活7000万人

图为杂交水稻技术对外合作部长级论坛会场。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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