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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四大作物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部署会在京隆重召开

2017 年 3 月 18 日,由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承办的 2017 年四

大作物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部署会，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国家农业图书馆报告厅隆重召开。出席此

次会议的领导有：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余欣荣，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科技部农

村司副司长蒋丹平，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农业部

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等。院士专家有：南京农业大学

盖均镒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戴景瑞院士，福建省农科院

水稻所谢华安院士，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赵振东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万建民院士等。另有四大作物（大豆、

水稻、玉米、小麦）攻关联合体成员，及新组建的种业

理论创新组成员，共计 200 多名专家出席会议。大会由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主持。

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良种科研攻关力度的要求，

总结交流 2016 年良种联合攻关进展成效，部署 2017 年和中长期的工作重点和任务。

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余欣荣发表了重要讲话，余欣荣强调了开展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意

义重大。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种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

家和企业家聚集在一起组成强大的联合攻关团队，改单兵作战为集团攻坚，整合产学研优势资源，

将加快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开展良种联合攻关也是加快提升民族种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余部长充分肯定了 3 年来联合攻关在分子育种、种质资源挖掘创新、品种选育等领域取得的突破性

成果和令人鼓舞的成绩，提出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育种科研新机制，做大做强中国种业，走中国特色

现代种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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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科教司廖西元司长提出，种业到了全基因组、数字化育种的时代，我国的育种科技水平和

种业科技体制均有待提升，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商业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

山表示将按照此次会议精神，努力打造科企合作联合体，推进种业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探索新型

种业体系。

大会还邀请学界知名专家做了报告与发言。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院士做了《作物育种新

技术：挑战与机遇》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品种的需求，详细介绍了作物育

种新技术的现状与趋势。开展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可加强基础研究，夯实作物育种基础；规模化

发掘新基因；推进标记和芯片育种应用；实现转基因和基因编辑育种高效化；实现常规育种技术的

更新换代；加快品种设计研究和实践进程；加强上中下游、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构建现代种业创新

体系。

南京农业大学盖均镒院士做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种业体系，为有限耕地持续增产提供种业保障》

的报告。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赵振东院士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种业发展做了大会发言。新希

望集团朱正鹏博士和滨州中裕食品公司张志强总经理分别介绍了饲料加工对玉米品种的需求和面粉

加工对小麦品种的需求。

在下午的分组讨论中，种业理论创新组就基础理论和重大技术如何为四大作物攻关服务进行了研

讨；四大作物攻关秘书长向本组汇报了 2016 年工作进展、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讨论构建相应作物中

国现代育种创新体系、攻关大数据信息平台计划，讨论落实 2017 年良种联合攻关总体工作任务。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中国种业编辑部 李 昂 白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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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要求推进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加快新一轮粮食品种更新换代

2016 年 10 月 10 日，农业部在吉林省召开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等四大作物良种重大科研联

合攻关进展情况调度会，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会上强调，开展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是党中央国

务院的重大决策，要密切配合，攻坚克难，加快主要粮食作物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为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新的贡献。

据悉，农业部会同科技部继 2014 年启动玉米、大豆

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以来，2016 年又在水稻、小麦上

启动了联合攻关。余欣荣充分肯定了联合攻关各项工作

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两年多来，联合攻关稳步推进，

参加联合攻关单位 100 多家，一大批院士、专家组成了

强大联合攻关团队，攻关成效明显。建立了政产学研用

结合的联合攻关新模式；培育筛选出一批突破性新品种,

特别是适宜机收籽粒的玉米品种、培育出亩产 300kg 以上的大豆新品种；鉴定发掘出一批优异种质

资源与自交系，有效拓宽玉米、小麦育种基础；鉴定授权一批新品种与育种新材料，260 多个品种将

有望获得品种权保护。

余欣荣强调，开展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意义重大，要进一步瞄准农业生产发展和市场消费需

求，聚焦攻关目标，在攻关过程中不断完善，逐步实现。要进一步提高联合攻关的整体协调性，不

同体制、不同性质、不同管理部门的单位在攻关联合体内同时存在，要切实转变观念，形成联合攻

关共识，加强协调配合，强化整体推进，不断提高联合攻关效率和水平。要切实将资源有条件共享

与收益按比例分成机制落到实处，加快种业科研成果共享与收益分配机制改革，及时对新种质、自

交系、亲本、新品种等进行确权与价值评估，确定权益归属与分配比例，做到有规可循、有矩可遵。

余欣荣要求，参与良种联合攻关的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联合攻关与“七大农

作物育种”试点专项紧密结合、加强宣传引导，切实把良种联合攻关工作组织好、实施好，确保出

新品种、见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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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代表还观摩了公主岭市的玉米机收籽粒现场、万欣农民合作社以及吉林省农科院的品种试验

示范区等。

（来源：农业部新闻办公室）

水稻年度育种之星

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论坛组委会 2017 年 4 月举办了全球水稻育种创新成果评选活动。

水稻良种攻关联合体专家委员会委员杨远柱、潘国君获得水稻年度育种之星的荣誉称号。

杨远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

究院院长。男，54 岁，研究员，全国劳动模范，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从事

水稻育种 36 年，主持或参与育成 181 个水稻品种通过省级以上审定，其中国

审 46 个，累计推广面积 4亿余亩，增产稻谷 120 亿 kg，增收超 100 亿元。

潘国君：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水稻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自

1984 年以来一直从事寒地粳稻育种，主持和参加选育龙粳系列水稻新品种 52

个，其中“龙粳 31”是目前我国年推广面积最大品种，育成品种推广面积 2.5

亿亩以上，增收稻谷 125 亿 kg，创社会经济效益 3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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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作物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2016 年度工作进展

玉 米

1、优异种质资源发掘与自交系创新

（1）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牵头，组织攻关联合体中的科研教学单位，搭建了优异

育种材料发掘与创新平台，建立了玉米种质资源重要性状规模化鉴评技术规范。本年度在乌鲁木齐

安排了 2760 份育种材料抗旱性鉴定与筛选试验，在河南原阳新区安排了 1343 份育种材料耐低氮鉴

定与筛选试验，在佳木斯、丹东、梨树、济南、安阳、新乡、郯城安排了 560 份育种材料抗青枯病

（茎腐病）筛选试验，在哈尔滨安排了 280 份种质资源抗大斑病和耐冷育种材料筛选试验，在郑州

安排了 870 份种质资源穗粒腐和纹枯病育种材料筛选试验，共鉴定材料 5813 份次，试验规模 310 亩。

初步筛选出耐旱性达到 R级的种质资源 262 份，氮高效利用种质资源 178 份，抗青枯病材料 12 份，

抗其他病害材料 214 份。

（2）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组织科企合作，实施了中国玉米种质资源创新计划，联合

构建了分别属于不同杂种优势群改良育种群体（瑞德群体、黄改群体和兰卡群体）材料 3 个，各单

位提供的目标优良杂交种组合 66 个，为科企合作进行种质资源联合创新、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玉米

育种材料创新平台奠定了新的基础，成员单位已从这些目标明确的群体中选出有利用价值的自交系

22 份。

（3）由中国农业大学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中心牵头，联合攻关单位正在实施以高水平新资

源为基础，摸索强化单倍体育种、分子设计育种及新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实施工厂化、流水线式

自交系选育流程，构建工厂化优异自交系创新平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中心对优良地方品种进

行 DH 系构建，今年获得了 174 份 DH 系材料。

（4）开展了攻关联合体内育种材料的确权。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为玉米攻关联合体开通了新品

种保护的绿色通道，有效加快了联合体内优异自交系和苗头品种的新品种保护审查和测试进程，现

已完成 180 个自交系和杂交种的实质性审查和 DUS 测试，为下一步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2、优异组合联合筛选

本年度继续在东华北、黄淮海玉米主产区开展优异组合集中筛选，对联合攻关单位、特别是公

益性科研教学单位新配制的杂交组合进行鉴定与评价，促进公益性研究单位优良品种向种子企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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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实现早期介入、早期合作，摸索建立科研教学单位产品向企业转移的快速通道。试验设计采取

间比法随机排列，试验地点春播区与夏播区各 3 个，春播区位于黑龙江哈尔滨、辽宁沈阳、吉林公

主岭，夏播区位于河北巨鹿、河南郑州、山东菏泽，集中鉴定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提供的组合 2343

个，试验规模 120 亩。试验在东华北春播区和夏播区分别筛选出具有早熟、耐密、抗病、抗倒、籽

粒脱水快、适宜机械化收获等特性的苗头组合 76 个和 121 个。

3、品种测试暨擂台赛

为了快速筛选出符合产业发展、适宜全程机械化作业的新品种，使好品种尽快通过审定，应用

于生产，本年度继续在东北中熟春玉米区和黄淮海夏玉米区开展国家机收组区域试验暨擂台赛。参

加生产性试验的品种有 11 个，其中东北中熟春玉米组 6个，黄淮海夏玉米组 5个；参加区试品种 57

个，其中东北中熟春玉米组参试品种 24 个，承试点 16 个；黄淮海夏玉米组参试品种 33 个，承试点

23 个。还有 124 个品种在这两个生态区各 5个点进行选拔性预试，其中，东北中熟春播区承试点位

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公主岭、吉林榆树和内蒙赤峰进行 60 个品种的测试，黄淮海夏播

区承试点位于河南省荥阳市、河南鹤壁、山东德州、山东菏泽和安徽宿州进行 64 个品种的测试。品

种测试整体试验规模达 3170 亩。

为了提高各承试点数据采集、图像采集等田间性状调查效率，对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中心

合作开发的“国家玉米良种攻关区域试验管理系统”进行了优化，为确保数据真实有效打下了基础。

4、信息交流与育种人才培训

玉米攻关联合注重学术交流与技术培训，专家委员会积极倡导成员单位间不同层面的学术交流

活动。2016 年 3 月 30-31 日在北京召开了不同生态试验负责人、各承试单位田间试验技术负责人等

参加的技术交流会，重点对品种测试标准及方法进行了培训与交流；2016 年 8 月 29-30 日在全国玉

米遗传育种年会期间设置了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专题会，会上遴选专家进行主旨演讲，

关义新研究员介绍了玉米生产发达国家现代机收品种研发历程与趋势，张东兴教授介绍了玉米全程

机械化对育种的需求，郑天存研究员作了“黄淮海“一年两熟制”区域实现小麦玉米双机收籽粒现

存问题及解决措施的建议”的报告，王天宇研究员作了题为“玉米机收籽粒区试情况及达标品种商

榷”的报告，与会代表就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2016 年 9 月 6-7 日举办了机收籽粒类型品种测

试标准培训班；2016 年 9 月 15-20 日组织了有从事种质资源专家、育种家、植物保护专家等参与的

不同形式优异玉米种质现场联合评价交流活动。2016 年参加各类活动的人数达到 900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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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1、苗头品种大面积示范成效显著

根据2015年苗头品种测试结果，项目组选取黑河43、北豆40号、中黄901、绥农26、黑农64、皖

宿2156、齐黄34等优质高产大豆品种，用于大豆绿色高效技术集成及大面积生产示范，实现了良种

良法配套，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2、继续开展食用大豆苗头品系测试

在大面积生产条件下，对 300 个具有较好区域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优质、适宜机械化作

业的苗头品种，进行田间测试，每个品种种植面积不少于 10 亩。东北地区统一测试工作分别在黑龙

江省农垦建设农场、赵光农场和五大连池进行，黄淮海地区统一测试工作分别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

区和山东嘉祥县进行，筛选出好的品种用于明年的大面积示范。

3、创制新材料、选育新品种

各承担材料创制和品种选育任务的单位利用传统育种方法与现代分子育种手段相结合，根据任

务分工和育种目标，开展新材料创制和新品种培育。2016 年培育出金源 71、合农 92、合农 97、合

农 95、吉育 206、绥农 42、绥农 44、蒙豆 39、中黄 76、汾豆 93 等大豆新品种。其中，合农 95、合

农 97 通过国审。

4、大豆品种麦茬免耕试验和高密度鉴定试验

为满足种植制度调整及全程机械化作业等生产方式转变的需要，筛选出适合黄淮流域夏大豆区

种植的高产、优质、多抗、耐密植大豆新品种。在黄淮南片大豆主产区的 11 个试验点分别开展大豆

品种麦茬免耕试验和高密度试验。麦茬免耕试验有 13 个品种参试，每个品种种植 1亩。高密度鉴定

试验种植密度为 2.0 万株/亩，有 10 个品种参试。

5、利用育种协作网络开展多点鉴定

分别在东北春大豆极早熟区、东北春大豆早熟区和中早熟区，黄淮海夏大豆区，长江流域和华

南地区设立新品系多点鉴定试验，参照国家大豆品种区域试验标准，对联合体选育的新品系进行多

点性状鉴定。在东北春大豆区，面向第五、四积温带及以北地区及第二第三积温带地区，分设超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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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早熟组和中早熟组，每组 11-12 个试验点，参试品种 72 个；在黄淮夏大豆区，分设北组、中组、

南组、西北组，每组 11～12 个试验点，参试品种 110 个；在长江流域，分设春大豆组、鲜食大豆春

播组、夏大豆早中熟组、夏大豆晚熟组和鲜食大豆夏播组，参试品种为 95 个；在华南地区，分设春

播组和夏播组，参试品种 46 个。

6、构建了大豆良种攻关协同创新机制

6.1 创建了协同攻关机制 国家大豆良种攻关项目实行顶层设计，由有实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

业和科研教学单位组成的攻关联合体为依托，成立以盖钧镒院士为主任的协作攻关专家委员会，专

家委员会负责攻关方案制定和全程技术指导与服务。成立以农业部分管种子工作副部长为组长协作

攻关领导小组，加强对协作攻关的管理、协调和监督，对协作攻关进行跟踪考核与验收管理，确保

协作攻关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6.2 制定大豆良种攻关联合体章程 2016 年 1 月制定了国家大豆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联合体章

程，规范联合体的组织和行为，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权利义务。

6.3 制定育种资源成果共享与利益分配办法 国家大豆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联合体围绕培育突

破性大豆新品种的目标，分别在亲本挖掘、新材料创制、新技术应用、性状联合鉴定等方面开展联

合攻关，鼓励各成员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加快育种技术进步，提升种质资源和新技术共享应用水平，

推进产学研结合，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大豆新品种。在广泛征求联合体成员单位意见和建议基础上，

制定此办法，确定联合体成员单位提供的核心亲本、中间材料、相关技术以及新育成品种等预期成

果的所有权归属与收益权分配比例。

7、构建覆盖大豆育种各环节的公益性大豆育种平台

从建立覆盖大豆育种各环节的育种技术体系和为我国大豆主产区提供大豆新品种的目标出发，

以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集中全国大豆研究的骨干力量，组成协作攻关联合体，开展协同

攻关，构建覆盖大豆育种各环节的公益性大豆育种平台，一是搭建大豆优异亲本发掘与材料创新平

台；二是建立高代品系鉴定平台；三是建立苗头品种测试平台。以上3个平台集成了全国大豆科研的

优势力量，实现了强强联合和开放运行，具体鉴定性状包括：品种基因型分析，品质、加工品质性

状、菜用大豆品质鉴定，大豆胞囊线虫病、花叶病毒病、疫霉根腐病、灰斑病、锈病、炭疽病抗性

鉴定，抗虫性鉴定，耐盐性、抗旱性、耐荫性、耐酸铝鉴定，光温反应鉴定、生育期组鉴定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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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相关育种单位提供大豆性状鉴定技术服务，对大豆良种攻关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小 麦

小麦良种重大科研攻关于 2016 年 4 月正式启动，由 15

个优势科教单位和 10 个种业公司组成联合体实施。总体思

路是以生产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种质开拓、技术创新、

品种选育、品系鉴定、品种测试等五个协同创新工作平台；

“十三五”期间实现创制和发掘小麦优异新种质 60 份、培

育并应用小麦优异新品种 60 个、推广高产稳产优质新品种

1.2 亿亩的攻关目标。

1、优异种质的开拓与共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牵头在全国 12 个试点鉴定 912 份育种材料的 7病 2虫（条锈、叶锈、秆锈、

赤霉、白粉、病毒、纹枯病和蚜虫、吸浆虫）抗性，2016 年有 4份材料（扬 13-122、皖宿 1510、安

农 1580 和 R15-43）在海安、南京和武汉三地均表现中抗赤霉病。中国农科院从小麦与冰草远缘杂交

后代中创造的优异种质，抗逆高产性状突出。通过联合攻关，参加单位可以自由引种和使用这些种

质资源。

2、育种技术创新与利用

原有扬州、南京的小麦赤霉病抗性鉴定圃，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服务。为解决黄淮南片小麦

赤霉病问题，今年在河南南阳、安徽庐江增加了抗性鉴定设施，改良了抗性鉴定技术。秋播准备工

作正在进行，其中河南南阳鉴定基地收到各单位申请鉴定的各类育种材料 1652 份。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列入了联合攻关。二系法、化杀法技术基本完善配套，在北京、四川、

云南、陕西、河北共计审定了杂交品种 11 个。面临的瓶颈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采取的策略是向北

部、黄淮和西南的中低产地区（包括巴基斯坦、越南等）发展，利用杂交小麦的广泛适应性，大幅

度提高中低产田的平均产量和经济效益。鉴于杂交小麦用种量大、成本偏高的客观实际，构建杂交

小麦规模化高效种子生产技术体系是其产业化的基本条件。

参加攻关单位有从事分子标记、全基因组选择、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的专门人才，正密切关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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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领域的科技进步，加强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的融合，不断创新育种技术。

3、环境友好品种的培育与布局

参加联合体的科教单位和种业公司都是小麦育种和良种繁育的优势单位。分别面向黄淮海、长

江中下游、西南三大主产麦区，培育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新品种。专家委员会要求各攻

关单位加强自育品种的良种繁育，建好育种家种子田，保证生产用种源头的质量水平。

4、企业参与引领育种发展方向

新品系鉴定试验由参加攻关的种业公司负责，参照国家区试预备试验的规模安排。联合体各单

位育成小麦新品系按生态区分别提交给中种、天存、皖垦、大华、鲁研、金土地、国豪和大地 8 个

种业公司，主要依托种业公司的试验基地，设置 6

组田间试验。目前已收到各单位申请测试品系 171

个。其中黄淮南片 66 个（分东、西 2 个区域）、黄

淮北片 47 个、长江中下游 11 个、西南地区 33 个、

北方干旱缺水区 14 个，已陆续开始播种。测试后由

种业公司根据当地市场和生产要求，对联合体育成

的新品系提出鉴定和改良意见，优良新品系经专家

委员会决定升级参加新品种大区试验。

5、全面测试苗头品种的生产性能

由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牵头，联合攻关种业公司参加，在黄淮南片、黄淮北片和长江中下游 3

个区域进行大区品种试验。主要依托种粮大户，在 65 个示范县落实了 65 个试验点，测试 41 个苗头

品种。其中黄淮北片 22 个点、20 个品种，黄淮南片 23 个点、16 个品种，长江中下游 20 个点、5个

品种。每品种播种半亩地，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全程机械化作业。同时落实了 15 个具有技术优势的

科教单位，分头检验苗头品种的抗病虫（7 病 2虫）、抗逆（冬季低温、春季冷害、后期高温、干旱

缺水、湿害、穗发芽）、冬春性和 DNA 指纹，以及营养效率、关键养分、原粮等级与加工品质，为

生产提供全面可靠的品种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