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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水稻育种与种业融合发展商榷
周

鹏

涂诗航

郑家团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 福州（国家）水稻改良分中心，
福州 3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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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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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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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优势地位。成功育成了航 1 号、航 2 号、航

达部颁一、二级标准以上的高档优质米品种少，适宜

恢复系，配制的特优航 1 号、Ⅱ优航 1 号、Ⅱ优航 2

生产发展和市场需求，缺乏竞争力，特别是近几年来

148、福恢 673、福恢 616、闽恢 3301 等超级杂交水稻

号、Ⅱ优明 86、天优 3301、宜优 673 和两优 616 等 7

机械化种植、抗倒性好的品种少，不能充分满足水稻
品种多、大品种少，能成为全国主推的品种更少。

个杂交稻品种被农业部确认为超级稻品种。同时，

2.3

已选育出一批产量高的优质稻品种、特种稻品种、再

广慢

生稻品种和抗倒伏适宜机械化种植的品种。

不到位，同时科研单位的人员流动机制不够灵活，产

1.5

新技术育种广泛应用，创新水平显著提升

利

科研单位与种子企业结合不够紧密，新品种推
主要存在品种经营权转让不灵活、资源整合

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不能满足种子企业对品种类型

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开展水稻新种质的挖掘、

的需求，新品种展示示范点少、生态覆盖面窄。

优良基因的定位，探索分子标记辅助聚合优良多基

2.4

因，培育优质、高产、多抗的超级杂交稻和耐存储杂

有待提高

交稻组合。利用转基因育种技术建立了一套完整有

创新少，缺乏关键性的创新与突破。分子育种技术

效的籼型水稻抗虫基因工程育种技术体系，获得一

研究的实用化程度低，基因发掘与克隆基础薄弱，能

大批抗虫性好、优势强的后备组合。利用航天空间

广泛应用于育种实践的基因很少。

诱变技术开展了搭载材料选择、空间诱变后代材料

2.5

的筛选与创新利用、新品种选育等方面的航天育种

于杂交稻种子价格高、稻米品质普遍劣于常规稻，同

研究与应用工作，历经 15 年努力，取得重大的突破
与成效，选育出一批杂交水稻优异新种质。
1.6

品种管理更加规范，知识产权得到保护

种子

生产许可门槛提高，规范了种子生产、经营主体，打

水稻育种理论创新不够，分子育种技术实用性
在水稻育种理论与技术研究方面，原始

杂交水稻面积下降，常规优质稻面积上升

由

时，随着机械插秧、直播稻栽培模式的推广，受用种
量加大、种子成本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常规优质稻
面积呈逐年上升趋势，杂交稻面积在逐渐下降。

3

福建水稻育种与种业有效对接几点建议

击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种子质量监督检验体系的建

3.1

设（水稻指纹图谱鉴定、DUS 测定、转基因安全管

科技人员应主动与种业企业、种子推广部门紧密结

理办法颁布等）切实保障了品种安全，同时保障了

合，了解企业和生产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育种创

育种者的权益。

新，帮助企业创建品牌。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让，积

1.7

政策体制合理，创新积极性高 《关于扩大种

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紧密联系生产实践需求，开展联合创新

育种

极培育国有育种单位 + 种子企业联合创新，联合推
广新机制。

的实施，让更多的科研人员享受激励政策。对科技

3.2

成果转化净收益实行奖励性分配，从科技成果转化

联合建立水稻高技术育种的规模化平台、新品种展

净收益中提取 70% 用于奖励给完成和转化科技成

构建全方位、多平台的评价体系

与种子企业

示示范片和召开新品种观摩会，选育高产、优质、抗

果的主要贡献人员，极大地鼓舞了科研人员的创新

病、抗虫、抗逆的广适性新品种，鼓励有实力的“育

积极性。

繁推一体化”企业建立品种审定的绿色通道。

2

2.1

3.3

福建水稻育种存在的问题
生态气候条件特殊，制约水稻发展

福建省

加快育成适宜全程机械化种植、轻简化栽培的

直播、种养结合的品种

劳动力的转移，生产成本的

“依山傍海”，九成陆地面积为山地丘陵地带，被称为

提高，种粮效益逐步缩小，迫切需要培育适合机插、

“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形复杂，生态环境多样，夏季

直播、强再生力、种养结合的优质多抗水稻新品种。

台风多发，水稻灌浆期气温高，稻米品质差，近几年

3.4

稻瘟病、南方黑条矮缩病、细条病、螟虫、稻飞虱等病

育和品牌建设

虫害严重影响福建省粮食安全。

提出新要求，在粮食“三高”重压下，选育米质达一、

2.2

育种目标转变，跟不上生产需求

加快优质稻新品种研发，特别是高档优质稻选
水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现代育种

福建省水稻

二级的高端优质米杂交稻新品种是今后育种的主攻

新品种数量不少，多以高产、抗病的品种为主，植株

方向，同时加强优质高产常规稻新品种的选育与推

高大、全生育期迟、突破性的重大品种缺乏，特别是

广和重金属低吸收的优质稻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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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大华种业的成长与发展
江玉明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210000）

25 年前，一颗种子播在了富饶的江苏大地，同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决策；25 年来，改革开放春风
化雨，市场经济苦寒来香，这颗种子萌芽、生长，茁壮

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与我国种业改革开放事业紧密
相连，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收获了巨大的发展红利，
汲取了无限的智慧和力量。

1

整合优势资源，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它就是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

大华种业脱胎于江苏农垦农场种子公司，最初

有限公司。1993 年，大华种业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

以保障农场用种为己任，缺乏市场竞争意识。进入

甜菜种子公司起步，几经风雨洗礼，如今已发展为全

新世纪以来，随着种业市场化、产业化进程的开启和

国生产经营量最大的种子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化国

公司体制改革的推进，原有观念和措施不再符合发

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种业信用明星企业。

展要求，公司顺应时代潮流，打破“铁饭碗”的意识，

大华种业诞生于改革开放前沿高地，与社会主

主动投身市场，整合优势资源，锻造良种保障、品种

义市场经济相伴成长，在新世纪种业产业化、市场化

创新两大核心竞争力。

进程中迅速壮大，在新《种子法》指引下敏锐转型，

良种保障能力

3.5

加快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利用和

常规作物用种量大，品种适宜

创制、良法推广、良种繁育等技术优势，应鼓励科技

优异种质创新，数据库平台建设及种子信息共享

人员到企业开展服务，产学研融合。

机制

3.9

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的基础，加大现有种质

与企业合作，加快水稻核心种质原原种提纯、

资源的研究，对我国丰富的水稻种质资源进行广泛

繁殖、制种，提高种子质量安全

研究，发掘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新基因，创制优异种

产、经营种子的平台优势。科研单位应加强与企业

质材料，进行基因克隆，建立数据平台，广泛应用于

合作，对水稻核心种质资源进行提纯、繁殖、制种，确

育种。

保种子安全。

3.6

3.10

加快适宜机械化制种、直播制种的杂交水稻亲

本选育，降低种子成本

传统的制种模式生产成本

种子企业具有生

联合开展技术培训，
加快新品种、
新技术推广

科研单位与种子企业应联合开展各类技术培训，对

高，严重制约杂交水稻产业发展，选育适宜机械化、

种粮大户、制种大户、合作社成员等不定期开展技术

直播制种的杂交稻父母本，加快研发抗倒、全程机械

培训、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活动，加快新品种、新技

化制种、直播、混播等制种技术，是降低生产成本的

术的推广。

有效途径。
3.7

水稻现代育种新技术、新方法创新

围绕水稻

育种面临的突出问题，以高效育种技术创新为主要
目标，重点开展现代高效水稻分子育种技术研究，解
决育种技术瓶颈，为高产、优质、多抗水稻品种选育
提供技术支持。
3.8

鼓励育种科技人员到种子企业开展技术服务

与咨询

育种科技人员具有利用种质资源、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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