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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
推进广东优质稻发展
涂从勇

肖

昕

王

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广州 510640）

摘要：水稻是广东省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生产上存在优质稻种植规模小、丝苗型高档优质稻米品牌建设比较落后、种粮
效益低、抛荒严重等问题。因此，提出构建“政府 - 研发机构 - 种企 - 农户 - 米企 - 消费者”协同创新体系，推进广东优质稻
产业的发展，对于当前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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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农业

效益这个根本着眼点。并提出农民的钱袋子有没有

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

尺度。广东省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水稻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其目的是要提高农业供

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
的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

鼓起来，是检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
为广东省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每年稻谷产量占粮食

作物产量的比例平均保持在 76% 以上。因此，调整
水稻种植结构，大力培育并推广种植产值高、效益好

主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的优质稻品种，促进农业增收、农民增效是广东农业

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提高质量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基金项目：广东水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机构建设（20170402）
通信作者：王丰

1

1.1

广东省优质稻生产现状
新育成的水稻品种国标优质化率低

自 2002

子法》实施种子品种质量监管。政府应充分调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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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采用国标对区试品种进行品质评级以来，广东省

期以来重视品种产量，
区试审定的标准也主要是以增

在国标优质品种选育方面成效显著，育成一大批国

产指标为主，
导致产量相对较低的高档优质米品种按

标优质稻在生产上推广应用，新育成的品种国标优

照现行的区试审定标准难以通过审定，
而容易通过审

质化率从最初的约 20% 逐年上升至目前的 45% 左
右，但整体达标率还较低。近３年审定的品种中，达

国标优质品种占有率基本稳定在 45% 左右，其中杂

交稻品种优质育种研究进展较快，国标优质化率已
达 41.1%。垩白度大、直链淀粉含量偏高仍是制约

定推广的品种多数外观和口感达不到高档优质米加
工标准，
从而削弱了育种者选育高档优质米品种的积
极性，
进而制约了广东省高档优质稻的发展。
2.2

高档优质米缺乏自主品牌，
市场竞争力不够强

目前，广东省稻米品质与来自泰国、日本、澳大利亚

稻米品质达标的重要因素。晚造品种国标优质化率

等国的进口洋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对稻米品质、

明显高于早造品种，整精米率仍是制约早造品种稻

食味等的形成机理研究不多，加上栽培、收割、储藏、

[1]

米品质的重要因素 。

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还不完善，使得广东省仍然

1.2

传统的丝苗型优质稻品种在广东市场深受欢

缺乏高档次、有竞争力的优质稻米品牌。尽管广东

迎

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人们喜欢传统的广东丝

省也有一些国内比较有名的优质稻米品牌，如增城

苗型大米，该类型大米米粒细长，无腹、心白，透明晶

丝苗、马坝油粘、阿灿米、聚龙米、小农占、台山珍香

莹，饭软硬适中，芬香可口，食味佳。20 世纪 70~90

等，但存在种植规模小、质量不稳定、品牌不够响亮

年代，广东丝苗米在港澳及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

等问题，尚无法与进口高档米相竞争。

声誉，但改革开放后，随着不断地从泰国、澳洲进口

2.3

大量优质稻米，以及水稻品种审定标准的变化，该类

业化经营的核心是“产、加、销”紧密衔接，定单生

型品种在生产上的播种面积逐年下降，但该类型的

产，以销定产。然而目前广东省在优质稻产业化经

优质米仍受市场欢迎，大米价格较高。如本所育成

营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许多环节隶属不同的

的丝苗米品种美香占 2 号，该品种２年区试产量比
对照减产均达极显著水平，但因米质好、有香味，最

终通过品种审定，该品种是目前广东稻米企业用来

优质稻产业化环节薄弱，组织化程度不高

产

部门管理，生产环节人为分割，生产、加工、流通产业

链衔接不紧；二是生产农户数量多、规模小，
“公司 +

农户”或“公司 + 基地 + 农户”生产经营形式不多，

加工高档优质米的最主要品种，美香占 2 号稻谷收

机制不活，导致稻米商品化生产率低；三是农业龙头

大户的喜爱，种植面积匀速增加，目前已成为广东省

有许多市场化、规范化不到位的地方，从而限制了优

年种植面积最大的常规稻品种。

质稻米产业化发展的规模。

1.3

2.4

购价要比其他优质稻谷高出 40%，深受农户和种粮

高档优质稻种植规模小，难以满足消费需求

企业与农民进行土地、稻谷商品的市场化操作中，尚

稻田污染影响了稻米品质

农药、化肥大量使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稻米产业化的发展，
生

用和工矿企业的排污，导致农田重金属污染，农业生

产上对高档优质米品种需求较大，
但适合加工高优质

态环境恶化，不仅水稻产量不高不稳，而且严重影响

米的品种种植规模小，
主要因为很多国标优质稻品种

广东省稻米品质和食品安全。

外观、
食味品质差，
难以大面积推广。以 2016 年为例，
广东省种植面积前十的水稻品种中，
有 9 个品种米质

2.5

产权不易保护，影响高档优质稻推广

高档优

质米品种多数为常规稻品种，科研人员将辛辛苦苦

达国标优质标准，
但只有１个品种外观、
食味均较好，

培育出来的品种投放到市场后，很容易被其他企业

适合加工成高档优质米，
高档优质米品种年种植面积

无偿的拿走，导致科研人员对这类品种选育的积极

只约占广东省水稻种植总面积的 4%。

2

2.1
育

广东省优质稻发展面临的问题
现行水稻品种审定标准限制高档优质稻的选
现行品种审定标准不利于高档优质米品种的选

育，导致生产上高档优质米品种稀少，高产品种多，
品种结构不够合理。过去为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
长

性不高，或有品种也不愿意投放到生产中。

3

发展对策
针对广东省优质稻发展面临的问题，应以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构建“政府 - 研发机构 -

种企 - 农户 - 米企 - 消费者”协同创新体系，大力
培育、推广优质稻特别是高档优质稻，推进广东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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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产业协调发展。
3.1

体系。

政府部门重视，构建有效平台并加强指导

稻

米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品。因此，
构建“政
府 - 研发机构 - 种企 - 农户 - 米企 - 消费者”六方

联动的协同创新体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的需求

变化。政府部门要引导和建设高端化、个性化、差异
化的广东稻米品牌，以满足市场上不同消费的需求；
要加强指导，帮助引导农户、种植大户和生产企业树
立品牌意识；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加
强扶持培育知名品牌，出台政策加大投入，制定农产
品品牌建设规划；加大“广东罗定稻米节”、
“寻找广
东好大米”等大型推介活动的组织与宣传，通过宣

3.5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快优质稻产

业化步伐

应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推进

优质稻产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把育种
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紧密串连起来，处理好生产链的

各个环节。积极探索“科研单位 + 公司 + 农户”、
“公
司 + 农户”等多种产业化生产模式，大力发展订单

农业、合同农业。例如，
2012 年开始，本所与广东金

友集团有限公司等稻米企业合作开发优质稻美香占

2 号，本所与稻米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由本所授权稻

米企业在约定地区内使用美香占 2 号生产、加工，本
所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稻米企业再与农户签订合

传和推介，促进广东省品牌稻米产品的销售，提高优

作协议，稻米企业负责组织农民生产，生产出来的稻

质稻产业的竞争力。

谷由企业全部高价收购。通过这种方式，保护了科

3.2

加强高档优质稻选育联合攻关

品种是限制

研单位知识产权权益，加快了成果的转化推广，增强

优质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目前广东省生产上缺乏

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稻米企业产品

高档优质稻。因此，应加强优质稻育种联合攻关，着

的竞争力，增加了企业和农户的收入。如在首届“广

重选育适合加工成高档优质米的水稻品种。目前制

东好大米”十大品牌中，利用本所育成的品种作主

约稻米品质的主要因素为垩白度和直链淀粉的含量
偏高，育种上需筛选、发掘中等直链淀粉含量，低垩

要加工原料的品牌占 6 个。
3.6

通过建设高档优质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加快高
因不同种植模式 [4]、不同收获

白度的亲本材料，借助分子标记、基因编辑、全基因

档优质稻推广应用

组选择等生物技术手段，结合食味仪、近红外分析仪

时期 [5] 和稻田污染等对稻米品质均有较大的影响，

及粘度速测仪等先进稻米品质鉴定仪器 [2]，加快选

决定了高档优质稻生产不适应粗放的栽培条件。要

育符合消费需求的高档优质稻。

获得较高的产量和效益，必须建设高档优质稻标准

3.3

化生产基地，在各个生产基地建立生产示范样板，按

重塑广东省丝苗型高档优质米品牌 要解决种

粮效益低、
卖粮难、
丢荒等问题，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

照“一地一品”的区域品种布局要求，实行“五统一”

产业的转型升级，
必须尽快实施启动以广东省丝苗型

的管理（统一品种、统一投入品类、统一技术规范、

优质米为特色的“粤米提升工程”
，
推进广东省优质水

统一生产作业、统一产品销售），促进高档优质稻标

稻的发展，
重新塑造广东省以小粒优质为特色的丝苗

准化生产技术进村入户，确保生产高档优质稻的品

型高档优质米品牌，
做优做强广东优质稻产业。

质和产量，加快高档优质稻的推广种植。

3.4
标准

增设广东省高档优质稻的评鉴、区试与审定的
水稻新品种的区试与审定标准是育种方向的

一个重要指挥棒。根据产业发展要求，及时增设广
东省高档优质稻的评鉴、区试与审定的标准。只有
调整好这个指挥棒，市场需要什么类型的品种，育
种者都可以培育出来。为顺应国家供给策改革和
市场的需求，湖南、江西等省已及时调整了策略，建
立了外观好看、食味佳的高档优质稻的评价体系和
区试审定标准。2010 年湖南省就已启动实施了做优
做强“湘米产业工程”[3]。但广东省迄今尚未设立加
工用高档优质稻的专门区试组别与鉴评、审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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