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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小麦种业市场现状与发展思考
于海飞 1

王令涛 2

（1 河南省周口市农业科学院，
周口 466000；2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
郑州 450000）

摘要：河南麦区在全国小麦商品粮生产中占据着重要的核心地位，河南小麦种业发展迅速，商业化育种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均领跑全国，近几年，种业市场风云再起，如何在新的市场形势下保持良性发展关乎全省粮食安全。针对河南小麦种业现状，
从品种选育、服务监管、渠道竞争、生产风险等多角度发现并分析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业未来发展思考。结合现状，建议
通过提高育种水平，强化质量意识，加大种业监管，搭建服务平台等有效措施助推河南小麦种业持续发展。
关键词：河南小麦种业；育种；发展；竞争；服务

我国小麦的产量和消费量约占全国粮食生产

总 量 的 25%。 根 据 国 家 小 麦 优 势 区 域 布 局 规 划

1.3

市场监管服务能力不断加强

一是强化法律

宣传。通过服务引导、讲法学法，不仅增强了各级行

（2008-2015），河南麦区正处于黄淮优势种植区范

政主管部门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依法治种的意识，

围，既是全国最大的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又是小麦

更提高了种子生产经营者和使用者守法经营、依法

[1]

种业市场最为活跃区域 。河南小麦种业实力雄厚，
研发能力、制种数量和市场化程度均居于全国前列，
如何在新的市场形势下保持良性发展，推进小麦种
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牵涉全省农业发展，关乎粮食
核心区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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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目前全省共有 188 个种子执法机构，在岗执法

人员 1906 人，建设农业部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分中

心项目 9 个，市、县种子质监站 26 个，初步形成了全
省种子质量检验监控体系。三是执法监管能力不断

河南小麦种业市场发展现状
小麦新品种选育成果显著

维权的能力。二是不断健全机构，强化种子质量监

提升。省、市、县（区）3 级严格按照“属地管理、检

河南是全国育种

打联动、部门协调、标本兼治”的原则，抓好源头控

大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产和区域优势，在小麦品

制和市场监管，全年开展春秋两季种子市场检查专

种选育上更是居于全国领先地位。2015-2019 年上

项行动，采取县级自查、市级互查、省级督查的形式

半年通过河南省审定的小麦品种 172 个，国审小麦
品种 69 个，其中近 3 年的审定品种数量保持在平均

50% 以上的新增速度。种业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

对种子市场进行服务监管。
1.4

小麦种子销售渠道呈现多元化

近几年随着

种子行业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小麦种子的销售渠道、

得到充分释放，院企合作、科企合作有效助推了河南

推广模式、经营主体等都呈现多元化态势。就河南

小麦商业化育种进程。

小麦种子市场调研，联繁联销共赢模式、销售外包合

1.2

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明显提高

2016 年新《种

营模式、新媒体网销直营模式、土地托管互作模式等

子法》施行以来，河南种业市场对品种的需求发生

创新运营方式得到很好的践行。各种子企业、渠道

了较大变化，新型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不再仅看重

经销商不再把单纯的种子零售作为销售的核心，通

作物产量，对品种的综合抗性、专用品质有了更高要

过田间观摩、科技服务、会议预定、大型路演、抽奖促

求。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团队率先响应市场，通过

销、新媒体直播等多形式销售渠道参与市场终端竞

人才流动、合作交流、定向选育等形式，迅速提升自

争，经营单位也已经由传统代理商外延至合作社组

身研发能力，利用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引种备案

织、种粮大户联盟、土地托管单位、种粮订单企业、农

等途径推陈出新，育、繁、推一体化进程明显提速。

资新媒体等涉农新型主体。

从近 3 年河南省品种审定数量分析，企业自主选育
的品种比例达到 57.5%，并保持逐年递增的势头。

1.5

种子企业综合实力逐步提升

从 2010 年开

始，河南种业就已经步入了行业整合的快速道，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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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扶持一批”的政策引导原

断创新。随着近几年更多的小麦新品种上市，市场

则，遵循着“合作共赢、优势互补”的市场化竞争规

销售压力不断突显，新型的经营手段层出不穷，但仍

则，截止到 2018 年全省共计备案种子生产经营单

位 24533 个，其中分支机构备案 15 个，委托生产备

案 273 个，委托代销备案 2584 个，经营不分装种子

备案 21661 个。全省持证种子企业有 398 家，其中
省级办证 121 家，市、县级办证 277 家；全国“育繁

推一体化”企业 6 家，有 9 家种子企业被评为全国
AAA 级，6 家被评为 AA 级企业。种子企业已经成

有些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存在法规风险。虚假广告宣
传、订单回收欺诈、假劣套餐销售等坑农害农新发案
件增多，各级种子管理部门需针对市场新形势，加强
综合执法力度，做好基层农民法律法规培训，逐步规
范各类经营行为。
2.3

小麦种子价格波动较大

合理的品种利润决

定着公司的成长速度，对于开展商业化育种的种子

为新品种示范推广和科技服务的主导力量，企业知

企业，科研经费更需要品种盈利作为支撑。近几年

名度和品牌效应不断提升。

河南小麦种子的销售价格一直回落，导致利润空间

1.6

政策引导助推小麦种业良性发展

深入推进

压缩的主要原因是：其一，基层农民购买力下降；其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二，由于小麦新品种井喷上市，部分基地型、生产型

扩大优质小麦生产是近几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单位开始购买品种权参与市场经营，受销售渠道不

中频繁提出的涉农改革重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积

健全制约，此类单位基本上把产品优势集中在种子

极响应，出台了鼓励优质专用小麦种植的相关政策，

价格上，恶性价格竞争影响种业的良性发展。

通过优质专用小麦品种推荐、惠农补贴等措施提高

2.4

了河南小麦综合生产和竞争能力，助推了河南小麦

治理，假冒伪劣种子的侵权销售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2]

种业多元化经营的良性发展 。
1.7

种子侵权形式另辟新径

经过十几年的市场

但是随着销售渠道和经营主体的不断变化，新型的

种子基地生产能力快速提升

以打造省级核

侵权违规行为快速滋生。部分以土地托管单位、农

心小麦繁育基地为目标，全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批

民合作社、种粮大户联盟为主体的生产服务型组织

标准化的小麦种子繁育基地，从近几年的小麦种子

打着内部供应的幌子销售侵权未包装种子；一些号

生产数据分析，全省种子生产进一步向焦作、新乡等

称“新农资人”的基层经销商通过微信群、直播平台

优势区域集中，基地的生产条件、种子检验、物流管

等互联网新媒体开展假劣农资众筹、侵权种子直销。

理等得到显著提高，种子的生产质量和数量得到有

这些新型的种子侵权行为基本上不经过传统零售渠

效保障，小麦种子核心基地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道开展销售，市场不易发现，查处难度较大。

发展阶段，种子供需基本平衡成为新常态，种子基地

2.5

科学化管理成效显著，各级农业部门开展的统防统

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种子专业执法队伍逐渐壮大，但

[3]

治工作为种子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

2

2.1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小麦新品种同质化严重

依法治种水平亟待提高

当前，随着各级机构

是基层综合执法水平与行业发展需求仍存在差距，
提高依法治种水平、
“放、管、服”同步推进必将成为

种业发展，品种先

执法队伍的建设重点。结合现状，应结合新《种子

行。近年来河南小麦新品种如雨后春笋般涌向市

法》对种子质量追溯和生产经营备案的具体要求，

场，但是，小麦品种数量的递增速度与品种质量的提

做到管理前移，一手抓服务引导，一手抓市场监管，

升并不平衡，小麦新品种之间同质化严重，真正抗性

尽最大可能地消除违法违规行为的滋生空间。

强、品质优的综合型品种依然不能满足基层农民对

2.6

优质高产的需求。在小麦新品种选育上亲本材料选
择过于集中单一，不能有效提升品种抗性、产量、品
质在大田生产上的综合表现，市场缺乏区域性、专用
小麦种子经营手段有待规范

子生产量在 8 亿 kg 左右，其中本省需求量在 5 亿 kg
左右，其余的种子外调到周边其他几个省份。经过

10 几年的基地沉淀，河南省的种子生产已经逐步向
优势繁育区域集中，但是部分基地仍存在分布较为

型品种。
2.2

种子生产避险机制不健全 河南省常年小麦种

河南小麦种子

市场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种业经营模式的不

分散、
“四化”水平不高的问题，种子生产数量难以
汇总分析，生产成本控制难度大，风险规避机制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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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机制不健全。

3

3.1

品种审定、备案、引种流程，按照各项条例要求批证

河南小麦种业市场发展思考
以市场为导向提升研发能力

办证，坚决把好品种、企业的入门关。其次依托质量
将提升种子企

业自主研发能力作为助推行业快速发展的引擎撬

追溯、经营备案等控制手段，利用省、市、县 3 级监管
网络，加大检查力度，通过法规条例培训、典型案例

杠，加强方向引导，出台激励措施，从市场需求、人才

分析、基层服务引导开展疏导型、前置化管理。最后

交流、种质创新等诸方面提供全方位政策和平台支

还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监督、自律作用，对本行业

持。一方面坚持市场导向，利用大数据细分需求市

产品质量、竞争手段、经营作风进行严格监督，维护

场，开展精准推广，加快优质抗逆型、绿色专用型、区

行业信誉，鼓励公平竞争，重点曝光违法、违规行为。

域高适型小麦新品种选育；另一方面加大科研合作，

3.6

促进人才流动，通过种质资源共享、关键技术联合攻

数据服务平台，快速助推种子企业开展商业化、精准

关打通商业化育种的快速道。

化育种 [6] ；二是打造种质材料交流平台，实现亲本

3.2

弥补发展短板，提升竞争实力

政府主导打造交易服务平台

一是打造育种

从河南种业的

材料、远缘材料、组合世代、提存优系等育种材料的

综合实力分析，虽然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明显，但并

多形式交流；三是打造品种权交易服务平台，利用政

不全面。在依托自身努力弥补发展短板外，推进资

府的公信力搭建信息桥梁，既有利于实现品种权价

源整合、强化优势合作势在必行。下一阶段，河南种

值的最大化，保障科研资金支撑，又有利于提高河南

业应从创新发展理念、渠道布局规划、品种定向选

省种业自主育种创新能力，增加品种定价话语权。

育、市场推广手段等方面拓宽发展空间，坚定地向高
效率、精准型、产业链、高品质等为核心的新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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