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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种业“走出去”的成效和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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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剖析了广西种子企业“走出去”的成效，并总结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启示，为广西乃至中国种子企业“走出去”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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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农业生产的源头和粮食安全的关键，种
业强则农业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种子企业的做
大做强，现代种业的发展进步正日益成为激烈的国
[1]

际市场竞争关注的重点 。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农业生产资料、劳动力等成本持续高涨，国内种子
产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瓶颈，亟须拓展

口越南杂交水稻种子总量的 12% ；年均出口杂交糯

玉米和蔬菜种子约 650t，约占我国出口越南蔬菜种

子总量的 35%。2017 年种子出口销售收入 4000 多
万元人民币，是广西种子出口东盟国家数量最大的
种子企业，并于 2017 年被评为“中国农业对外合作

百强企业”。

并延伸生产和销售区域 ，而随着国家推动“一带一

2.2

路”倡议政策的实施，给中国种子企业走出去利用

越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中国（广西）—越南

[2]

[3]

对外投资成效显著

万川种业先后实施了《中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广西与

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中越边境地区农业科技

越南接壤，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广西种业走出去的

走廊建设》《湄公河次区域水稻绿色增产技术试

目标市场也主要是在东盟国家。本文通过分析广西

验示范》等国际合作项目，联合合作单位企业投资

种业“走出去”取得的成效与经验，为广西乃至中国
种子企业实施“走出去”提供借鉴。

1

广西种业“走出去”概况

截至 2017 年底，广西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以上

的种子企业有 28 家，具有农作物种子进出口经营许

可资质的只有广西万川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川种业），因此万川种业“走出去”的情况代表着广

西种业“走出去”的情况。万川种业成立于 2008 年，
自成立之初就开始进行东盟种子市场的经营，经过
多年在东盟市场的深耕，万川种业在东盟国家的种
子市场得到稳步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2

2.1

广西种业“走出去”取得的成效
种子贸易稳步发展

广西种业“走出去”主要

是以出口杂交水稻、杂交糯玉米及蔬菜种子为主。
近年来，广西种子出口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盟国

家的杂交水稻种子年均为 1200~1500t，约占我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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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多万元，开展农作物示范点、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优良品种试验站和示范园区等的建设。在越南

谅山、波围、快州、北江、高平等地建立中越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面积约 33hm2；在越南快州、北江建立

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面积约 15hm2，5 年来共进

行 300 多个（次）农作物品种的试验示范，筛选出适

合当地种植并大面积推广的品种有：水稻特优 136、
联优 362、南珍优 8，糯玉米银蝶糯 106，以及一批特
色蔬菜品种，其中杂交水稻品种联优 362 于 2016 年
11 月获得越南农业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证
书，是近 20 年来广西唯一获得越南农作物新品种权
保护证书的杂交水稻品种。

随着在越南经营业务的发展，万川种业 2012 年

在越南谅山市设立万川种业驻越南办事处，
2017 年

在越南北江市注册成立万川种业越南北江分公司，
为万川种业在越南市场的稳步发展提供保障。
2.3

培养大批东盟国家农业技术人才

通过创建

农业示范基地（试验站）开展农业学堂，结合农时，
不定期进行农技培训，培训了大批当地农技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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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促进了中国农业技术向东盟国家的传播应用。

3.4

2.4

支点

带动国内企业“走出去” 农业试验站、示范点

精心挑选良好的合作伙伴，构建良好的市场
要在国外顺利开展经营，与当地的优势企业

的建设为中国企业走进东盟市场搭建了平台，带动

进行合作，形成良好合作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

一批种子加工设备机器、农机设备、试验设备和农资

件 [4]。公司从开拓东盟市场之初，就十分注重合作

出口到越南。比如带动安徽正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伙伴的挑选，对有实力、守信重质的企业精心发展

安徽桐城市亚汇印务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设备和产品

业——越南中央种子股份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出口越南。

3

3.1

合作。2013 年 9 月万川种业与越南最大的种子企

广西种业成功“走出去”的经验启示

坚持以国家政策为导向 2011 年 4 月《国务

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和

2012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

议，同时与越南果菜农产品总公司、北江省种子公
司、高平省种子公司等发展成长期密切的合作伙伴。
公司通过利用这些优良的越南企业在当地的广泛资
源关系和市场网络，为广西种子的有效营销和推广

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均明确提出，加强农作物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本公司利益的保障提

种业国际合作交流，支持国内优势种子企业开拓国

供支撑。

外市场，把“支持国内优势种子企业开拓国外市场”

3.5

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在保稳中求变 20 世纪

作为今后中国种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商务部、发改

70、80 年代，越南遭受严重的粮食危机，因此在 20

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同样明确要求，要把

的杂交水稻品种很受越南农民的欢迎。但随着越南

委、科技部等 10 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中国高产易种但米质差

国际化作为推动生物育种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粮食危机的解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几年越

重要途径，鼓励种子企业大胆“走出去”，积极参与

南常规稻在水稻种植中的比重在上升，价优、米质好

国际合作和竞争。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

版《种子法》，对种子进出口和对外合作制订了更为
详细可行的配套政策。因此，万川种业一直都在坚
持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一步步“走出去”。
3.2

强化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随着国家加

的杂交水稻品种更受当地农民的青睐。因此，公司

在保证原有市场对汕优 63、博优 253、Ⅱ优 838 等高

产品种的供应外，不断推出并推广适合市场发展需

要的更优质的品种，如联优 362、南珍优 8 号等品种。

越南民众对高端瓜果品种也有更多的需求，

快推行商业化育种进程，万川种业以科技创新作为

因此，公司适时推出了高产质优糯玉米品种银蝶糯

的科研机构——南宁市桂亚农作物研究所，专门针

川种业在越南成功将大棚甜瓜种植技术进行推广，

工作重点，进行机制体制改革，于 2013 年设立独立
对东盟和国内两个市场需求开展农作物品种培育和
配套技术研究。目前，已选育并通过广西农作物品

106，得到了当地种植农户的极大认可。近年来，万
在越南河南、谅山、高平、北江、快州、兴安等地推广
种植桂亚 1 号、桂亚 2 号、桂亚 12 号等甜瓜品种，成

种审定委员会审（鉴）定的南珍优 8 号、万川 1306、

功开创越南大棚种植网纹甜瓜的历史，为双方企业

竞争力。

3.6

清脆 277 苦瓜等 17 个品种，提升了万川种业的核心

3.3

重质量、守信誉，注重企业品牌建设

和农民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注重品种展示示范，
多措并举进行推广和营销

品牌是

通过将广西开展的“看禾选种，助农增收”品种推广

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是质量和信誉的保证，万川种

模式输出到越南，与当地企业在联合共建的示范基

业注册了“万川种业”“万丰”“银蝶”“桂亚”等自

地进行品种筛选、展示并开展多点示范，适时召开现

有商标。万川种业是“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场会开展品种推介，邀请当地种子企业、政府、经销

认证企业”，在品种选育、生产、销售等各环节都非常

商和农民参观、选购等，多种形式助力种子推广和营

注重强抓质量关，确保了公司种子出口的零质量事

销。通过开展农业学堂，对当地的农民和农技人员

故记录，不管是东盟还是国内的市场，客户都觉得万

进行农技培训，以期达到“技物配套”效应，即在普

川种子就是用得放心。因此，万川公司连续多年荣

及技术的同时，进行品种的推广。充分做实种子售

获“广西进出口质量诚信企业”荣誉称号。

后服务工作，在种子销售出去后，公司会派技术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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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改革 40 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了水稻产业的发展，为国家水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国家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

和省有关政策的带动下，福建省从传统育种逐步转

效益。

变为商业育种，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国家级奖励成

1.2

果奖 8 项，省部级成果奖 143 项。

1

1.1

福建水稻育种成就与育种创新

育种成效显著，经济社会效益大 40 年来，在

育种规模不断扩大，人才队伍更加合理

40 年

来，在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福建省育种团队

规模不断壮大。9 家科研单位数百人开展水稻研究，
涵盖新品种选育、种质资源、功能基因组学、新品种

谢华安院士等老一辈育种家的带领下，福建省在超

试验示范等，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育种人才队伍。

级稻育种、抗瘟不育系选育和超级再生稻栽培技术

1.3

研究等方面处于全国优势地位，具有丰富的科技储

家和农业部相关政策推动下，福建省在水稻新品种

备。1983-2018 年福建省育成 47 个水稻品种通过
国家审定，400 个水稻品种和 33 个不育系通过福建

省审定，108 个水稻品种 133 个次通过 14 个省份审

定。其中明恢 63 是我国创制的第一个取得突出成
效的优良恢复系，所配制的杂交稻品种汕优 63 是我

育种目标紧跟生产需求，引领稻作发展

在国

的选育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过去的注重数
量向数量、质量和效益三者并重，努力加快品种更
新换代，以育成集丰产性、优质性、抗逆性、广适性
等“四性”综合水平较高且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
福建省连续举办了八届优质稻米评选，评选出泰丰

国应用范围最广、应用持续时间最长、推广面积最

优 656、广 8 优 673、野香优 676、臻优 177、恒丰优

了我国杂交水稻恢复系资源仅限于引用国外品种的

大面积应用。

大的品种，获得 1988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改变

387 等金奖品种，并列为福建省主推品种，在生产上
品种类型更加丰富，新品种覆盖面广 40 年

局面，对我国杂交水稻的更新换代起到里程碑式的

1.4

作用，确保了中国杂交水稻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促进

来，福建省在超级稻育种、航天育种、优质稻育种、抗
稻瘟病不育系选育、两系稻育种、超级再生稻育种和

通信作者：郑家团

栽培、早熟杂交稻选育、特种专用稻育种等方面处于

动跟踪品种的种植生长情况，为农户在生产管理过

的有力支撑。

程中碰到的问题提供及时的技术帮助。因此，万川
公司在东盟的市场深得客户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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