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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种子检验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黄正仙

瞿桂鑫

殷长生

钱庆云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
昆明 530100）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农作物种子是农业

平室、种子健康培养室、种子健康鉴定室；遗传质量

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业再生产的关键因

检测区主要是测定送抽检种子样品的遗传质量性状

素。种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并对种子真实性、纯度和转基因成分进行检测，按生

直接关系到农业增产增收和农村稳定，而种子质量
的监督检测则是加强种子质量管理、提高种子质量、
保证农业生产安全的根本措施。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云南省农业部门尤其是种业

物安全 I 级要求进行设计布局，内设试剂准备室、样

品前处理及核酸提取和纯化室、扩增 PCR 分析室、
电泳室及成像分析室，室间安装观察窗、传递窗；生

理质量检测区主要是测定批量种子的发芽率、生活

管理机构切实把建设新型种业体系、加快现代种业

力、活力，内设发芽准备室、鉴定室、发芽箱室、发芽

发展，作为新时期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确

室、低温低湿样品储存室，购置了常规检测及种子分

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性战略举措来抓。通过不断
加大种子工程实施力度，加快优质专用品种的推广
步伐，深化体制改革，创新经营机制，推进种子产业
化，加强法制建设，较好地建立了统一开放、规范有
序、公平竞争的现代种业管理机制和经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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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设种子检验体系，保障种子质量安全
强化省级监督检验，发挥主导作用

原农业部

子标记检测设备仪器 31 台（套），种子活力、发芽力、
健康测定所需仪器设备 2 台（件），配置了种子检验
室信息管理系统 1 套。

由于改扩建项目完成得好，原农业部于 2013 年

下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投资计划 330 万元，建设
云南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分子检测项
目。建设了 3 间（64m2）智能种子标准样品库，其中

于 2010 年下拨云南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

1 间（32m2）智能电动中长期库，库温 -18~10℃，相

真按照上级要求，加强项目投资管理，加快项目建设

库温 0~10℃，相对湿度在 35% 以下。采购了应用

心改扩建项目资金 350 万元，云南省种子管理站认

进度，认真做好基本建设项目规划，委托有相应资质
的设计单位编制项目设计与概算，积极做好实验室
改造、仪器设备和种植鉴定田（温室）等基础设施建
设的招标采购及实施工作。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云南省农业厅对该项目
给予高度重视，召开专门会议，作出部署安排。云南

对湿度在 35% 以下；2 间（均为 16m2）手动短期库，

生物系统 3500DNA 分析仪等分子检验检测仪器设

备 17 台（套），安装了植物品种 SSR 指纹数据库管

理系统软件及 SSR 指纹分析器。该项目实现了农
作物种子的品种真实性、纯度和转基因成分的分子
检测功能，达到了分子检测服务能力。
云南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在检测

省种子管理站将 600m 的实验室分设为检测服务

种子水分、净度、发芽率 3 项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

测区，并对 300m 的遗传质量检测区、生理质量检

因生物产品成分检测、品质分析和作物种植鉴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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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物理质量检测区、遗传质量检测区、生理质量检
2

农作物种子真实性、品种纯度、活力、虫害检测、转基

测区进行改造。检测服务区主要用于接收、贮藏样

承担了国家和省级的水稻、玉米、小麦、油菜、马铃

品，记录、保管样品档案及接待服务，内设样品接收

薯、蔬菜等多种农作物品种种子纯度的种植鉴定。

室、档案资料室、样品周转贮藏室、会议室、办公室，

1.2

面积 230m ；物理质量检测区主要是检测送抽检样
2

品的水分、重量、净度等物理指标，内设分样室、杂草
种子鉴定室、水分、重量测定室、包衣种子检验室、天

建设州市监督检验，发挥纽带作用 “九五”期

间，原农业部投资建设了云南省临沧、普洱、文山、
德宏 4 个州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分中心；云

南省利用种子工程资金省级立项投资昆明、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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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大理、玉溪、保山、楚雄、曲靖、西双版纳 9 个

的培训考核，提高管理部门和企业检验人员的素质，

300m 的实验室重新分设为检测服务区、物理质量

理布局、层次分明的良好效果。质量检验技术人员

州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将各地不少于
2

一手抓种子质量检验体系建设，取得了点面结合、合

检测区、遗传质量检测区、生理质量检测区，并对遗

除积极参加原农业部及全国农技中心组织的各类相

传质量检测区、生理质量检测区进行改造，购置了分

关培训之外，先后派人前往中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

子检测、常规项目检测的仪器设备，检测项目扩大到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学习分子检验技术，到北京市农

真实性（室内）
、纯度（室内、种植鉴定）、净度、发芽

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进行玉米 SSR 数据库管理

率、水分、生活力、健康和重量等 8 项测定指标。

系统及分析软件相关技术跟班学习。

云南省大部分县级种子管理站缺少必备的检验仪器

组织全省种子管理机构的农作物种子检验员、种子

设备或检验仪器设备简陋，有的县甚至没有检验仪

企业的种子质量检验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与资格考

器设备，无法开展正常的种子质量监管工作。为全

核。培训内容包含种子发芽试验和幼苗评价、种子

面开展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实现《农作物种子检验

活力及测定、蔬菜种子质量纠纷鉴定技术、检验机构

规程》规定的净度、发芽率、水分等基本检验项目能

能力比对工作交流、种子检验新技术的应用与进展

在县级普遍开展，云南省种子管理站危中寻机、主

等。2012-2013 年，在云南省种子检测中心分别举

动作为，适时抓好县级种子管理站基本检验仪器设

办了分子检测技术培训班，在西双版纳、大理检测中

备配置项目建设工作，为全面开展种子质量监督抽

心举办了分子检验技术培训班。一些基层检测中心

查奠定基础。2007 年，省农业厅决定州市级种子管

也主动推荐技术人员到省种子管理站实习，实习时

1.3

建设县级监督检验，发挥一线作用

2006 年，

理站建设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给予支持，县级种子管
理站最基本的检验仪器设备配置费用由省“种子工
程”项目给予支持，每年安排 150 万元用于“云南省
县级种子管理站检验仪器设备配置建设项目”，每县

10 万元的配置，共 127 个县市区的种子管理站列为

2.2

抓好检验技术培训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每年

间较长的达 1 年以上。

3

3.1

严格检验机构考核，确保种子检验效果
积极响应，打好基础

机构考核前，云南省种

子管理站专门举办培训班。学习《农作物种子质量
检验机构考核准则》《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

项目建设单位。为保证项目真正落到实处，仪器设

核工作规范》《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评员管

备由云南省种子管理站通过政府招标统一采购，由

理办法》《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办法》

供货商分别送货到各项目建设单位。在安装调试、

后，分别参加了严格的内审员、考评员考试。

操作技术培训、验收合格后，按有关规定办理财产移

3.2

交手续，并列入各单位固定资产。
1.4

建设重点作物监督检测，
从源头监控种子质量

2013 年，云南省建设 12 个粮食主产区、产种大县等

县级重点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站（中心），按照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规定建设检测站，配置了种
子质量必须检验指标和标注的净度、发芽率、水分、
品种纯度（包括室内纯度检验）4 项指标所需的检

逐步推进，成效显著

截至 2018 年 9 月，全省

共有 16 家种子检验机构通过相关考核。省级单位
有 2 家：云南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云南

农业大学农作物品种鉴定中心；州市级单位有 9 家：
普洱市、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西双版纳

州、昆明市、红河州、文山州；县市区级单位有 5 家：
景洪市、元江县、腾冲市、会泽县、昭阳区。

4

完善检验体系建设，加大监督抽查强度

验仪器设备。通过多年的投资与建设，初步形成了

4.1

以县级检测水分、发芽率、净度质量指标为基础，州

农业厅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要求，结合云南实际，

市级检测纯度、真实性指标为重点，省级检测真实性

每年组织省、州市、县市区三级种子管理站和种子质

和转基因指标为中心的种子质量检测体系。

量检验机构在全省范围开展种子质量监督检查活

2

2.1

加强检验技术培训，提升种子检验能力
提升自我检验能力

为加强种子质量监管和

提高检验能力，云南省种子管理站一手抓检验人员

每年实施冬春抽查督导

为保证种子质量，省

动。省、州市、县市区 16 家种子检验机构承担了全

省各地每年的冬季质量监督抽查、春季市场抽查和
备荒种子质量检验等种子样品的质量检测工作，抽

40 种业管理

2019年第５期

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种子管理与服务的实践创新
——苏州十五年“水稻良种补贴项目”经验
沈雪林

林一波

（江苏省苏州市种子管理站，
苏州 215000）

苏州地处太湖流域，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农

业生产发达，草鞋山古稻田遗址发现苏州 6000 多

年前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宋朝后更是享有“苏常熟，
天下足”的美誉。近年来，苏州发展迅速，成功跻身

中国 GDP“万亿俱乐部”行列，被评为“中国最具投

资价值的城市”，
“十三五”规划更是提出建设“具有

列”“常农粳系列”以及“常优系列”杂交粳稻育种
水平全国领先。唯一一家持证种子企业主要经销稻

麦良种，年经销产值 2500 万元左右。在市场需求多
样化的形势下，地方选育品种和种子供应数量在市

场占比上均不足 30%，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种子市
场供应能力无法满足本地区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

2

下，苏州始终坚持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深入推进

苏州种业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
收主要经验做法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

从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苏州市制定了苏州地区

发展，以法的形式落实水稻、高效园艺等“四个百万

种业发展策略，即以良种补贴项目为抓手，努力构建

亩”产业布局，强化苏州农业“生态、生产、生活、生

以种子产业为主导、种子企业为主体、测试基地为依

物”的功能定位。

托、种业监管为保障、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农作物种

较强综合实力的国际化大城市”的目标。在此背景

种业作为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在优化苏

业体系。在品种利用上，坚持自主选育与引进开发

州农业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发挥了

相结合；在市场服务上，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相

重要作用。2011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

结合；在政策扶持上，坚持扶优扶强与公平竞争相结

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后，苏州更是积极整合种

合。以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为目的，加强种子管理和

业资源，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面提升种业发展水

服务工作，增强农民选种用种的积极性。

平。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育种单位积极创

2.1

新、种业市场有序运行、服务监管切实有效。

良种补贴项目是苏州地方特色惠农扶农项目。2004

1

苏州种业基本概况

落实特色扶持政策，精心实施惠农项目

水稻

年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水稻良种补贴项目，

近年来，苏州积极实施“四个百万亩”保护政

策，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百万亩以上。全市 2 家

截至 2018 年，已连续实施了 15 年。项目补贴对象
为购买补贴品种种子的农户，补贴方式是通过中标

育 种 单 位 均 侧 重 优 质 水 稻 品 种 选 育，
“苏 香 粳 系

供种企业以优惠价（中标价扣除财政补贴额后的

检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马铃薯及各类蔬菜种子。

市，开展种子质量监督抽查，覆盖面达注册总数的

项指标，为农业生产用种安全保驾护航。

增强。通过提高种子质量，杜绝不合格种子流入市

检验项目包括净度、发芽率、纯度、水分和真实性 5
4.2

监督抽查面实现全覆盖

100%。与此同时，种子案件的有效查处能力也大为

进入新时代，全省各

场、进入农田，较好地保障了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最

级种子管理站（检测中心）均有能力对辖区内较大

大程度地减少了因种子质量不合格给“三农”带来

生产经营规模的企业、经营户，种植面积较大的玉

的损失，从而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米品种、水稻品种及在主要种子集散市场和种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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