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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

开创种子检验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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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子检验是促进种子质量安全、保障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核心手段和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分析种子检验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深入剖析种子检验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提出进一步做好种子检验工作的建议，对促进种子检验事业发展、
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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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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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检验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刻洞悉历史和时代发
展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随着体制改革和

新战略。其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其治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逐渐深入，生物技术的迅猛发

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对深化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展，气候异常和生物灾害的频发，种子检验面临的内

作用。当前，我国现代农作物种业正处在快速转型

外部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既有良好的机遇，也面临

与变革期，一方面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利好政策

着严峻的挑战。

不断涌现，积累了建设种业强国的强大动能，同时也

1.1

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种子检验

要农作物和非主要农作物并重

是促进种子质量安全，保障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核

产以保障粮食供给为首要任务，国家对种子质量监

心手段和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分析种子

管的重点也放在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种子

检验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准确把握发展中的新问题，

上，而对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关注不够，在实践中，非

对促进种子检验事业发展、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主要农作物种子存在“一品多名”、
“一名多品”等现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象，种子质量水平也显著低于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

的立法完整性，
切实保障育种人的产权收益。将《植
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由国务院管理条例上升到法律，
将植物新品种权纳入专利保护范畴，
实行专门法和专
利法双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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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管作物范围由主要农作物为主转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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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据统计，2013-2015 年全国累计抽查检验种子

种子生产全过程。种子认证制度的实施是对我国

等 5 种主要农作物种子占 80% 以上，其中玉米、水

对某几个环节进行检验的抽查方式向全过程管理

样品约 19.7 万份，其中玉米、水稻、棉花、小麦、大豆

稻种子质量合格率达 96% 以上，而蔬菜等非主要农
作物种子质量合格率仅有 80% 左右。针对这些问

种子质量宏观管理制度的改革，将逐步推动现有的
转变。
1.3

监管重点内容由常规 4 项指标转向品种真实

题，新《种子法》明确规定：国家对部分非主要农作

性和转基因 2010 年以前，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检验

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办法》，首批登记目录里列

通过连续多年开展监督抽查活动，4 项常规指标合

物实行品种登记制度。2017 年 5 月，农业部颁布《非
入 29 种非主要农作物，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非主要

农作物种子的监管。同时，从 2016 年开始，随着国
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马铃薯、谷子、杂

粮杂豆、蔬菜及果树等非主要农作物得到了高度重

视和快速发展。据统计，2016 年全国薯类增加 12.7
万 hm ，杂粮杂豆增加 57.3 万 hm ，青贮玉米和优质
2

2

饲草增加 41.3 万 hm 。在国家立法意图、国家政策
2

指标是发芽率、水分、净度和纯度等 4 项常规指标。
格率稳步提升。在 20 世纪 90 年代，
4 项指标（主要

是发芽率和纯度）合格率不到 50%，最近几年基本
稳定在 96% 以上。可以说，随着监督抽查力度的不

断加大，种子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改进和种子企业

质量意识的逐步提高，当前种子质量的常规 4 项指
标已经基本没有问题。反而，套牌侵权和非法转基

因问题日渐突出，严重扰乱了种子市场秩序，侵害了

引导和市场需求增长的刺激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

种子企业、育种家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阻碍

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加强非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

我国种业健康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毒瘤”。所以，从

监管箭在弦上。
1.2

质量监管主要环节由种子加工流通环节转向

生产全过程

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是国家对种子质

2010 年以后抽查检验重点逐渐放到品种真实性和
转基因上。

2

种子检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面临的新形势，种子检验技术和标准、分

量进行宏观管理的有效手段和主要方式，是各级人
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掌握种子质量动态，

子检测能力及企业质量意识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

维护种子市场秩序的有效手段，也是引导、督促种

足，不能适应种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子生产经营者加强质量管理，提高种子质量水平的

2.1

重要措施。自 1996 年开始，农业部组织国家种子

检验技术和标准不完善

由于以前种子质量

检验的作物主要是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相

质量监督抽查，主要方式是在种子加工环节去种子

应的检验技术和标准也主要是针对粮食作物。例如，

查，也就是在种子流通环节进行抽查检验；2012 年

进行联合攻关，研发出了玉米、水稻、小麦 SSR 品种

企业进行抽查；2007 年新增加了种子市场监督抽
抽查环节又延伸到种子生产基地，从生产源头进行

抽查检验，有效地遏制了制假售假的势头。为了
更好地对种子生产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管，新《种子
法》增设了种子认证制度。《种子法》第五十二条规
定：
“种子生产经营者可自愿向具有资质的认证机
构申请种子质量认证。经认证合格的，可以在包装

从 2005 年以后组织有关科研院所和种子检验机构
真实性检测方法和转基因检测方法，并制定了相应

的技术标准，构建了品种 DNA 指纹数据库，为玉米、
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的品种真实性和转基因监

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2012 年又开始进行种

子 SNP 检验方法研发。但是，随着对非主要农作物
种子质量监管的加强，针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真实

上使用认证标识。”种子认证是对种子生产全过程

性检测技术研究比较薄弱，没有相应的检测标准或

进行监控，是国际通行的种子质量管理和种子自由

者标准还不够完善。

贸易的基本制度。种子认证不是对种子生产加工

2.2

中某一个环节进行质量检验，而是从亲本种子来源

搭建起了我国种子检验体系的基本框架，具备了对

开始进行核查检验，并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分 2~3 次

随机选取 20% 认证田块进行检查，对种子标识及

封缄进行监控，最终检验合格后才批准上市，覆盖

分子检测能力不够

通过国家多轮投资建设，

种子发芽率、纯度、净度、水分等常规指标进行大规
模监督抽查检验和日常监管检验的能力。分子检测
技术是解决品种真实性和转基因监管的有力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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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于分子检测能力建设，虽然通过上一轮种子
工程项目，投资建设了一批具备品种真实性和转基
因检测能力的检验机构，但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
投资的检验机构均以 SSR 检测的 PAGE 胶平台为

种子 SNP 技术研发，并制定相应的检验技术标准，

逐步实现种子检测技术由 SSR 向 SNP 的升级换代。
三是开展转基因快速检测技术及种子种苗健康检测
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

主，配有少量的毛细管检测平台，检测通量小，难以

3.2

满足大量、快速检测的要求。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

国家种子检验体系，但一些地方由于体制、人员等方

SNP 检测技术由于其通量高、数据易标准化等优势，
将逐渐代替 SSR 检测方法。全国具备分子检测资
质的机构只有 25 家，其中，具备高通量 SSR 检测设

备的只有 12 家，具备 SNP 检测设备的只有 3 家，远

加强检验能力建设

当前，种子检验主要依靠

面的原因，工作积极性不高，人员素质不强，难以适
应新形势下种子检验工作的要求。若完全依靠科研
单位进行检验，由于不是其法定职责，且随着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的推进，工作连续性难以保障。同时，种

远不能满足检测需求。近两年，随着监督抽查力度

子检验工作完全依靠第三方检验机构时机尚未成

的不断加大，逐年增多的品种真实性和转基因检测

熟。统筹考虑当前种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种子检

样品和有限的检测能力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已成

验工作的特点，种子检验能力建设必须从国家层面

为种子管理技术支撑的瓶颈。如 2014 年农业部组

织全国抽查种子样品 1.3 万余份，由于检测能力有
限，实际只对其中 1/3 左右的样品进行了品种真实

性和转基因检测，严重影响了种子管理和监管执法

统筹考虑，一是以国家种子检验体系为基础，选择工
作基础好、工作积极性高、人员素质强的检验机构重

点投资建设，按照区域布局扶持一批具备 SNP 检测
能力的检验机构。二是依靠一些工作基础好、工作

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升种子分子检测能力，改善检

积极性高的科研单位进行扶持建设，充分发挥其技

测条件迫在眉睫。

术优势，按照检测作物类型，培植一批专业的、特色

2.3

企业质量意识不强

种子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的种子检验机构，作为种子检验新技术研发、DNA

线。新《种子法》明确了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经

指纹数据库构建、品种真实性和转基因检测的坚强

营活动中的主体责任，种子企业应确保品种、标签的

后盾。

真实性，企业经营行为包括经营范围、经营品质及质

3.3

量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但是，通过对多家种

种子认证制度，尽快出台《种子认证管理办法》，制

子企业调研走访发现，大部分企业都是把品种放在

定种子认证方案，培育认证机构，培训认证人员，强

第 1 位，而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种子质量却排在后

加强培训指导，提升质量意识

一是全面实施

化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和指导企业开展种子认证。

面，
“重品种、轻质量”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可否认，

二是开展种子企业检验能力验证，通过开展实验室

一个好的品种对企业发展来讲确实至关重要。品种

间比对检验，帮助企业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

就像汽车的发动机，可以决定汽车性能的好坏，但发

培训，对企业内部质量控制程序进行验证和纠偏，帮

动机再好，如果质量不过关，迟早会车毁人亡。

助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三是加强种子质量控制技术

3

创新发展，开创种子检验工作新局面
根据现代种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阶段性特

性，种子检验工作要开拓创新，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培训，采取多种形式推广新技术，宣贯新理念，搭建
信息与技术交流平台，营造重视种子质量的氛围，提
升种子企业质量意识。

加强技术研发、加强检验能力建设、加强培训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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