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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种业 40 年改革发展实践与展望
王仁杯

（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
杭州 310000）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农
村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浙江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

发展需要，先后制订实施了《浙江省实施 < 种子法 >

实施办法》以及品种审定、种子质量管理、种子生产

的先发地，开展了一系列种业改革实践和探索，取得

经营许可、种子贮备、种质资源保护等一系列配套规

了积极成效，为保障本省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

章和管理办法，以及《关于加快现代种业发展的意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对 40 年来浙江种业改

见》《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若干意见》

革实践和成效进行回顾，提出了下一步发展思路，旨

等政策举措。种业政策、法律法规和配套办法基本

在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种业改革发展再深化、再出发

完善，依法治种局面全面形成。

提供借鉴。

1.2

1

1.1

改革实践

监管服务能力

以修订完善配套管理办法为抓手，全面推进依

法治种

以改革完善管理机构为重点，不断提升种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01 年《中华人民

根据国务院国发 [1978]97 号文件，

1978 年批准恢复浙江省种子公司，实行行政、技术、
经营三位一体管理，随后各市县先后恢复成立相应

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及其配套规

种子管理机构。1990 年至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

章颁布实施以来，浙江省结合各个时期农业和种业

及国务院有关要求，对省市县三级种子管理机构进

2.2.3

建设，培育种业品牌。四是推进基地建设行动，建成

监管守底线

市、县两级共有种子管理服务

机构 39 家、国家区试站 9 个、检测机构 15 家、信息

监测点 20 个；种业管理人员 512 人，中高级职称占

比达 83.9%。外聘科研人员 67 人，一半以上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

为知识产权保护架设屏障，为假冒伪劣坑农种
子的流通设置底线。重庆种业正是在各类点状突破

中找到改革活力，成线成面，奏响重庆种业 40 年改

革华章。

3

重庆种业的时代展望

40 年步履匆匆，重庆种业仍不断摸索改革路

全国最大的现代柑橘育苗创新高地。五是推进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行动，力争建成种质资源保存中期库。
六是推进种业平台建设行动，积极推进“互联网 +
现代种业”，每年举办种业发展高峰论坛。七是推进
种业人才培养行动，坚持人才、项目、基地三结合，为
现代种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3.2

打造信息化种业

以智能化为核心的改革浪

潮正席卷中国大地，消费互联网给信息化奠定了物
理基础。在现有重庆种业信息网、试验数据的自动
报送、汇总、分析平台基础上，以《重庆种业》刊物为

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物质依托，融合消费互联网的物质基础，组建新平

把种业发展真正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抓紧抓好，

台，打造局域生产互联网，布局信息时代种业新高

全力服务重庆乡村振兴战略。

地，是重庆种业的未来。

3.1

实施七大行动

一是推进育种联合攻关行动，

以绿色品种选育为重点，完善品种评价体系，整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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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多次合署、合并、分设与变更，目前绝大多数涉
农市县设立种子管理站，依法履行种业监管职责，与
种子经营分离，避免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
面，监管工作科学、公正公平。
1.3

以改革审定办法和标准为抓手，不断推进品种

创新推广

1978 年浙江省首次提出建立审定制度，

1981 年制订了《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试行办法》，
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对审定程序、审定标

建省级茶树、中药材、云和雪梨、舟山海岛特色资源

圃 4 个。2017-2018 年间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中，征集各类优异资源 1226 份，
发现了东阳红壳粟、宁海胭脂米、苍南古桑柚、余姚

弥陀芥等一批珍稀种质资源，为品种选育创新提供
了源头保障。
1.6

以完善标准和制订规范为抓手，不断提升种子

质量监管能力

1978 年浙江省转发农业部《主要

准、试验程序等进行规定，1986-2018 年进行了 10

农作物种子分级标准》和《全国农作物种子检验办

余次修订。2018 年围绕新时代农业发展需要、更好

法》，全面贯彻执行部颁标准。1978-2018 年先后制

地发挥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等原则，

订实施主要农作物种子分级标准和种子检验规程、

对审定办法和标准进行了修订，简化优质、绿色和特

蔬菜作物种子质量分级标准、种子质量田间鉴定管

殊用途品种审定程序，降低产量指标，构建了分类审
定标准，充分发挥品种审定对育种创新的指挥棒作

理办法等，并于 1993 年成立浙江省种子质量检验
站，承担全省种子质量监督检验任务，种子质量监管

用。先后启动省瓜菜种业创新平台（1+10+100）建

逐步规范，监督检测能力不断提升。

设，完善水稻新品种核心展示体系（1+3+50），举办

1.7

水稻新品种大会、水稻食味品鉴会、玉米食味品鉴

保障供应能力

会、好品种送大户等活动，积极推进优良品种推广。

备管理机构历经多次变更。1978 年规定大田备荒

1.4

以改革良种繁育和经营主体为重点，积极推进

企业发展

1978 年相继恢复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

负责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工作。1980 年初期至 1990
年中期，随着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变，良种繁育体系经历了

“三统一”（良种场、生产队、种子田）模式的形成到

以预测预警和种子储备为抓手，不断提升良种
浙江省种子储备工作起步很早、储

种子仍由粮食部门负责，
1979 年开始杂交种与种子
生产基地受灾后的救灾备荒良种由省农业厅和省粮
食局联合发文建立三级备荒良种，具体由省种子公

司负责购储与供应。2007-2018 年先后 3 次对省级
种子储备办法进行了修订，对种子贮备计划、监督检
查、动用程序和储备单位确定方式等进一步做出了

逐步解体，种子供应则由“四化一供”
（生产专业化、

规定，明确由农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订储备

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品种布局区域化和有计

计划并报当地政府同意后实施，完善了省市县三级

划地组织统一供种）模式，到其他作物种子、常规作

储备制度。为及时掌握种子市场供需和价格动态，

物种子、双杂种子逐一放开。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

期开始，浙江省种子公司逐步与管理机构分设，至
2007 年底完成脱钩任务，种子公司全面按照市场规

指导种子企业和各地及时调度种子，
2004 年开始先
后启动种子供需调查、种子市场观测点、种业信息在

线直报系统、种子供需分析会，发布种子供需快报，

律开展良种繁育经营。2012 年至今，先后启动现代

完善了种子供需预测预警制度，提升了良种保障供

种业发展工程、企业品种审定和引种绿色通道、育繁

应能力。

推一体企业培育项目、商业化育种项目，积极推进科
企合作和企业兼并重组，大力推进企业发展。
1.5

以普查和保存为重点，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

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十分丰富，1978-

2018 年间，浙江省多次开展种质资源的征集、整理、

2

2.1

主要成效

种子企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2018 年浙江省

持证种子企业 77 家，注册资金 3000 万元以上的 18

家，7 家获评中国种子行业信用等级 A 级以上，
2家

新三板挂牌交易，
1 家杂交稻种子经营名列全国第五

编写目录、保存、鉴定等，发布了 188 个省级首批种

（2017 年）
；全省种子销售额超 13 亿元、销售毛利润

系统。2004-2018 年间共收集种质资源 1192 份、繁

省外 4000hm2），年生产种子 4600 万 kg，前 10 强企

质资源保护目录，建成首个省级种质资源信息服务

殖更新 529 份、建成西湖莼菜等种质资源圃 4 个，在

4.2 亿元，良繁基地面积 1.4 万 hm2（省内 1 万 hm2、

业销售量占比 70% 以上，企业结构明显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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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明显加快。

有了良好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新

2.2

时代，对种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尤其作为改革开放

品种选育水平达全国先进水平 1983-2018 年

全省累计育成审定品种 1617 个，
育成超级稻品种 20

个，占全国 16%，
1978-1990 年间育成的汕优系列和
浙辐 802 水稻、之豇系列豇豆、早熟 5 号大白菜等品

种，以及 1990-2018 年间育成的秀水系列、中浙优系

的先行地，下一步应结合实际，继续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加快推进种业企业改革发展，加快提升品种创新
和管理服务能力，更好地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我
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列、甬优系列晚稻，中早系列和中嘉早系列早稻以及

3.1

浙油系列油菜品种等，在全省乃至全国大面积推广。

企业改革发展

按照“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发展的思路，加快
深入实施现代种业发展工程，引导

2012 年超级杂交水稻甬优 12 首次突破高产攻关亩

种业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走专业化、特色化发

奖，优质水稻品种占比超过 60%，稻瘟病中抗以上

导国有独资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股份制改革，加快

产千公斤，
2018 年嘉丰优 2 号获全国优质稻（籼）金

的水稻绿色品种占比超过 78%，水稻良种覆盖率达
98%，
为我国现代农业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3

种业监管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2017 年底全省

种子管理机构共 87 家（独立法人 51 家、内设机构
36 家）、种业管理工作人员 663 名，各级种子管理机

展道路；分类推进优势骨干种业企业的改革重组，引
兼并重组，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和资源聚集；按
照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推进科研院所与种业企业
合作，实现企业和科研单位“双轮”驱动，大力提升
品种创新能力。
3.2

按照“以粮油为主兼顾特色作物，以品质为主

构依法依规、公正公平地开展种业监管工作，全省新

兼顾高产”的思路，加快品种创新

品种区试展示示范体系、种子供需预测与市场信息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走出去”的发展需要，以食

调度体系和质量监督检测体系完善，多年来省市县

味品质指标为重点，兼顾产量，继续完善审定办法和

三级联动，坚持组织开展新品种展示示范和种子质

审定标准，加快选育一批品质优、产量高、抗性好、市

量监督抽检，储备种子做到“储得进、拿得出、用得

场针对性强的水稻新品种，不断提升我国水稻产业

上”，预测预警工作到位，全省农业生产用种数量平

质量水平；加大对油菜、瓜菜、玉米等优势作物品种

稳，种子质量抽检平均合格率达 92% 以上，很少出

选育扶持，加快培育符合市场和生产需要的特色作

现大规模的缺种和种子质量安全事故，种业监管为

物新品种，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保障本省农业生产用种的数量安全、品种安全、质量

3.3

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升种业监管能力

历经 40 年实践探索，浙江省在推进种业发展中

积累了以下 3 条经验：第一，品种是农业发展的决定

根据我国现代

按照“强素质、提能力”两手抓的思路，加快提
继续强化品种区试展示示范体系

建设，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和审定后续跟踪评价，
保障品种种植安全；稳步提升省内良繁基地设施，加

因子，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种业现代化，在新的

快南繁和省外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实施订单良种奖

时代背景下，必须首先加快培育符合市场和生产需

励，推进制种基地政策性保险；加大种子信息调度和

要的优良品种，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第

市场观察点建设，强化种子供需预测预警，完善种业

二，种业企业和科研院校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开

直报系统等信息化平台，保障良种有效供应；启动实

展种业科技创新的两个“轮子”，鉴于我国种业企业

施省级分子检测实验室建设项目，健全标准样品数

发展起步较晚、育种能力弱、育种资源集中于科研院

据库，提高种子质量检测技术手段和水平；按照最多

校的现状，必须把推进科企合作作为提升种业创新
能力的现实路径；第三，种业监管和制度创新是市场
经济条件下种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新时代推

“跑一次”改革的总体思路，加快修订《浙江省实施 <

种子法 > 办法》，不断完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种子
储备、品种审定、种子质量管理等制度，强化种业管

进种业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种业监管体系建设和

理队伍建设，加大新品种保护和市场综合检查力度，

管理制度创新。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

展望与下一步思路

经过 40 年改革探索和实践，浙江省种业发展已

（收稿日期：2019-0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