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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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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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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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窄，要求繁种基地面积大、分布广、多生态区域。
大华种业背靠江苏农垦百万亩种植基地，繁种保种
优势明显，公司适时整合农场种业资源，在垦区设立

了 18 家分公司，依托基地资源开展繁种、保种事业，
将资源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是保

种量大。基地常年有 4 余万 hm 土地用于繁种，种
2

植技术先进，品种特性发挥充分，产量水平高，保种

量占了江苏省供种总量的半壁江山，其中自主品种、

同育种、精准研发、共享成果。经过不懈努力，已与
省内外 20 多家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
系，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公司今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

能。三是购买品种经营权。转化科研机构育种成果、
购买品种经营权是企业最立竿见影的品种开发手

段。近些年，公司通过购买郑麦 9023、郑麦 7698、镇

麦 168、镇麦 10 号、淮麦 35 等品种的经营权，迅速
丰富了自身品种结构，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创

代繁品种各占一半，成为了公司乃至全省主要种子

造了很大的商业价值。现在，随着品种爆发时代的

企业保种的坚强后盾。二是适应性广。公司种子生

到来，转化经营的难度和风险也在增加，对企业“慧

产加工基地广泛分布在连云港、徐州、宿迁、淮安、盐

眼识材”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公司适时

城、南通等城市，遍及省内江淮和淮北所有农业生态

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常态化、制度化跟踪考察省内

区，凡适合江苏及周边地区的常规稻麦主要品种类

外科研院所选育的新品种，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型几乎都能繁育，广泛的生态区域保证了公司生产

内在要求，按优质、高产、高抗、专用等标准筛选拟购

的种子产品能满足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三是抗风

买品种，为公司决策提供依据。

险能力强。在广袤的苏北粮食主产区有 20 家分、子

公司均衡分布，互相联通，形成统一布局、主副搭配、

2

树立趋势导向，顺应市场和行业发展潮流
种业改革开放前，大华种业运营机制相对封闭，

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生产格局。公司常年保持一

仅满足于保障生产，
对发展趋势关注不够。
《种子法》

定强度的基础设施投入，均衡提高各分、子公司种子

颁布后，种业进入产业化、市场化发展阶段，顺应发

烘干、加工、仓储能力。企业特性赋予公司较强的抗

展趋势、围绕需求布局生产经营成为企业发展的主

风险能力。虽然近些年自然灾害频发，但对公司造

旋律。多年来，公司主营业务从甜菜种业主导转向

成的损失往往仅限一隅，不及全盘，且损失程度轻于

常规稻麦种业主导，发展方式由扩量增效转向提质

当地其他生产主体，公司通过余缺调剂，能及时弥补

增效，
正是敏锐把握市场发展趋势的现实体现。
顺应种植结构调整趋势

受灾损失。
品种创新能力

种业竞争，品种是根本。注重

品种创新贯穿公司发展始终，为适应市场竞争需求，
公司多管齐下，致力全面增强品种竞争力。一是自

主创新。公司早在 1996 年便已开展常规稻麦品种

选育，
2001 年开始杂交玉米、杂交水稻品种选育。
公司整合各类育种资源，高起点建设大华育种研究

院，形成“1 院 4 所 15 站”格局，综合科研实力在全

公司成立之初以经

营甜菜种子为主，甜菜种经营量一度占到全国市场
份额的 50% 以上，产品远销新疆、黑龙江等地，经济

效益十分可观。当时，江苏还是产棉大省，在棉花种

销售最高的年份，公司销量达到 3500t，但随着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甜菜糖基本不再生产，棉花种植集中
到新疆，红红火火的甜菜种、棉花种逐渐退出了公司
经营范围。退出这两大作物种业之后，公司产品如

国种企中处于领先地位，自主创新进入快车道，选育

何定位？市场该怎么做？在对自身研发能力、生产

出的华麦系列小麦品种、华粳系列水稻品种、苏玉和

优势、江苏及周边省份的种植结构以及未来各类农

大华系列玉米品种正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到

作物发展趋势经过一番认真分析、研判之后，果断选

目前为止，公司自主选育并审定的品种达 47 个。二

择了常规稻麦种业作为公司发展方向。此后，经过

是合作创新。商业化育种初始阶段，科研机构依然

多年努力，公司终于发展成为全国常规稻麦种子生

是种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品种创新的重要支撑。

产经营量最大的种子企业。

江苏及周边地区科研机构多、实力强，科企合作创新

顺应提质增效趋势

随着农产品消费升级、农

条件优越。多年来，公司坚持以创新本土化、合作前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提质增效成为农业产

置化为指导方针，面向省内外科研院所引进适宜的

业链发展的鲜明主题。种业作为农业先导产业，肩

育种材料和育种团队到公司基地育种，共享材料、共

负着为农业提质增效提供品种保障的重任，种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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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提质增效也是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重要组成

业导向。贯彻法治种业既是企业当前利益所在，更

部分。大华种业多年立足生产优势，走扩量增效之

是树立品牌信誉、打造“百年老店”的长远大计。作

路，2008 年以来实现经营规模和效益“九连增”，但

为全国生产经营量最大的种子企业，大华种业的发

公司没有沉醉在连续增长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敏

展与市场法治环境息息相关，把依法治种落实在经

锐觉察到扩量增效潜能将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培

营工作的各主要方面。

育新的发展动能，经过几年来大小数轮的理论研讨、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趋势分析、统一思想，终于打破了路径依赖，及时向

线，是公司立业之基。一是建立全流程质量管理规

提质增效发展转型，确立了“一体两翼”发展模式，

范。从育种、引种、播种、田间管理、收获、运输、收

重点举措果断展开。一是围绕“优质、高效”调整品

购、烘干、仓储、加工、包装到销售等各环节实现规

种开发方向。公司优质稻麦品种在品种结构中占比
较小，但是多年来表现出经久不衰的市场生命力，每
年为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在当前的“种业寒冬”

范管理，2008 年在江苏省种子企业中率先通过了

ISO9001：2000 版和 ISO9001：2008 版质量体系认证。
二是建立实施质量追溯系统。现已在公司全部产品

中更是一枝独秀，启示我们品种开发贵优不贵多，坚

上实现应用，保证流入市场的每一包大华牌种子身

定了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合作创新、品种引进等多种

份明确，都能追溯到全流程信息，建立、维持农户对

途径开发优质、高效品种的信心。二是开展多元化

大华种子的质量信心。三是建立统一良繁供种机制。

经营。公司以常规稻麦经营为主，经营结构较为单

前移质量管控关口，从源头提高种子生产质量。四

一，利润水平不高，随着种植结构调整的推进，常规

是突出装备优势。建立了在全国种企中较为强大的

稻麦种业经营瓶颈凸显，多元化经营势在必行。近

保种装备体系，且常年保持一定强度的基础设施设

年，公司依托成果转化和资本运作，主动介入、扩大

备投入，维护、升级、更新保种装备，弥补薄弱环节，

杂交水稻种、杂交玉米种、大豆种、蔬菜种的经营，积

为保障产品加工质量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

聚品种、技术、人才、基地、渠道等资源，逐步培养多
元经营自主能力，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顺应行业整合趋势 2011 年中央 8 号文出台后，

种业进入兼并重组、资源整合的高峰期。几年来，种

企数量从 8700 多家减至 4000 余家。大浪淘沙下，
十

尊重保护知识产权

一是尊重保护代繁客户

的品种权。为解决代繁客户后顾之忧，公司主动对
其作出三点承诺：按协议及时足量提供种子；不私自
销售代繁客户的种子；灾害年份优先保障代繁客户
的种子。在三点承诺保证下，公司每年代繁业务稳

强企业着力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抢占高地，公司审

步增长。二是遵纪守法。严禁各分、子公司销售白

时度势、通盘谋划、成立组织、整体推进，力争在优质

皮袋种子，如有销售，一经查实立即启动内部问责机

小麦种业、杂交水稻种业、杂交玉米种业、蔬菜种业

制。三是严肃维权。运用法律手段遏制其他市场主

乃至马铃薯种业和果树苗木等领域整合优质企业资

体的侵权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源，
实现跨越发展，
已取得并正在取得积极成果。

3

落实法治种业，培育企业品牌信誉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总方略，包括种业在内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会

我国种业改革开放仅走过十几年历程，市场体

开辟出新境界，大华种业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制、法治环境尚在成熟之中，制售假劣种子、侵犯知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贯彻种业发展的方针

识产权、白皮袋售种等违法违规行为一度较为普遍，

政策，围绕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全面加强科技创

各市场主体身陷囚徒困境，深受其害却欲罢不能。

新、质量控制、市场营销、多元发展、产权保护等能力

新《种子法》对各类违法行为惩处之严厉前所未有，

建设，为推进我国种业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执法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树立了更加鲜明的法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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