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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繁、本地、外埠“三位一体”

萍乡杂交水稻制种形成大格局
每年初夏时节，萍乡杂交水稻制种业就会

呈现春秋同框的景象。萍乡制种基地，空旷平
整如镜的田垄上，农民们播撒种子，播下一年
的希望。而在遥远的海南基地那边，则是一派
繁忙的丰收场面，机器隆隆，金色的种子源源
不断地收获归仓。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种业是农业生产的
起点，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因此，种子
被称为农业的“芯片”。萍乡开展杂交水稻制
种已有近50年的时间，见证了我国杂交水稻半
个世纪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劣到优的发
展历程。上世纪70年代，在杂交水稻专家颜龙
安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张理高等老一辈专家带
领下，萍乡人开始像候鸟一样来往于内地和海
南两地制种，并逐渐在湖南、福建、广西等地建
立起以水稻为主的良种繁育基地，形成了南
繁、本地、外埠“三位一体”和“育繁推”一体化
的发展大格局，成为全国种业的一面旗帜，为
我国加快杂交水稻新品种推广，调剂种子市场
供应和平抑种子市场价格，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了较大贡献。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目前，萍乡南繁制种
面积占全国的85%以上，每年制种面积近20万
亩，每年所制的种子占全国供种量的近 20%，
保障了我国南方籼稻产区 3000万亩以上的杂
交水稻种源。制种产值达7亿元。亩产量从制
种初期的10多斤，达到目前的300斤至400斤，
高产达 600多斤。今年，萍乡通过招商先后与
江西的现代种业、先农种业、科源种业、金山种
业，湖南的隆平高科，广西的兆和种业、恒茂种
业、绿海种业等种业企业对接洽谈，落实制种
订单4.8万亩。

2016年，新《种子法》实施以来江西省首个
“育繁推”一体化国家级A证书颁发给萍乡制
种企业——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它标志
着萍乡杂交水稻制种业研发、生产、向市场推
广销售的能力迈上了新台阶。全市现有国家
级农业龙头企业1家、专业制种公司2家、制种
专业合作社 6家，制种专业村 30多个，制种大
户150余户，从事制种的专技人员300余人、常
年从事制种农民近万人，为国内48家种子企业
从事委托制种生产，形成了一条较为完备的杂
交水稻产业链。

品种选育成果丰硕。萍乡依托现有科研
团队，开展与产业技术体系、种业科技联盟、科
研协同体等合作交流，先后与江西省农科院、颜
龙安院士团队签订共建农业科技平台合作协
议、萍乡市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合作服务协议，选
育了一批水稻新品种。“十三五”期间，萍乡市农
科所主持选育或联合选育18个（次）水稻新品种
通过省级以上审定，其中7个水稻新品种通过国
家审定，推广应用面积200多万亩；总计实施各
类科技项目60多项次，独立转让科技成果4项；
获科技成果登记5项；获植物新品种权6项，申
请保护并公告8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件等。

近年来，萍乡以“做强萍乡水稻制种业，培
育农业发展新动能”为目标，围绕扩大规模、提
升质量、补齐短板等重点，加速生产要素聚集和
产业升级，积极推进制种大市向种业强市迈进。

制定发展规划，促进产业集中布局。萍乡
市委、市政府连续多年将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列
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12年，下
发《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建设杂交水稻制种大市的目标；2014年，出

台 了《萍 乡 市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2014-2020）》，提出要抓住杂交水稻制种优势
产业，实现制种大市向种业强市的转变；2015
年，出台了《关于扶持杂交水稻种业发展的意
见》，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规划；2018年，将现
代种业纳入全市打造“1+1”重点农业产业，重
点予以支持。

加大投入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今

年，萍乡市政府进一步完善了产业扶持政策，
下发了《关于支持我市制种产业发展若干实施
意见》，增加了保额 500元/亩的水稻制种补充
商业保险，对 200亩以上制种主体市级补助 75
元/亩。设立了首期投资 1.5 亿元的江西省兴
赣种业发展基金。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服务。
出台《萍乡市种业“订保货”管理办法》，银行根
据制种企业、专业合作社或制种大户的制种订

单和保单向其发放免抵押、免担保的信用贷
款，力争到 2025年，全市种业融资规模达到 10
亿元以上。

健全行业体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萍乡
市农业农村局下设市种子管理局，主要负责全
市制种行业管理、协调、服务的日常工作。
2007 年，成立了萍乡市杂交水稻南繁制种协
会，每年化解各种问题与矛盾 20余起，保障了
全市种业健康稳定发展；2010年，为规范行业
内部管理和自治自律，由制种企业牵头成立了
萍乡市杂交水稻制种协会；2013 年 3 月，经中
国种子协会批准，成立了以萍乡杂交水稻制种
协会为基础的中国种子协会南繁制种分会，形
成了部门、行业协同共管的管理体系。

注重人才培养，提升种业科技水平。萍乡
市出台了引进外来人才的管理办法，建立“政、
经、学、企”融合发展机制。通过政府给政策，
学校为企业提供创新创业型高技术高技能人
才服务种业。组建种业课程体系研发团队。
在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院士基地（五陂
镇）和天涯种业研究院（麻山镇）设立两个种业
教学培训基地。

今年，湘东区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种
业）产业园，标志着萍乡杂交水稻制种产业迈
上了新台阶。围绕“一核多区”“一中心多基
地”的水稻制种产业发展思路，该产业园全力
推进打造水稻制种强市，实现到2025年实现本
地制种面积15万亩的产业规模，形成以本地制
种基地为核心的萍乡制种产业发展格局，将萍
乡建设成为全国杂交水稻繁制种主要生产基
地。

（杨 钊 尹富岚）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1年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创建名单，萍乡市湘东
区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榜上有名。这
标志着湘东将以“国字号”名片推动种业
高质量发展。

湘东区是全国知名的“制种之乡”，
我国杂交水稻制种素有“水稻制种看南
繁、南繁制种看萍乡、萍乡制种看湘东”
的说法。已故“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中
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曾为
湘东区挥毫写下“杂交水稻制种之乡
——排上镇”。湘东区杂交稻制种繁育
基地被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第一批
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制种产业基本囊
括了全国杂交水稻新品种推广前期生产

试制的重要环节，形成了南繁、本地、外
埠“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发展格局。2021
年全区制种大户与海南广陵高科、广西
昭和、湖南永益等 23 家制种公司签订制
种合同，完成制种面积 39180 亩，其中创
建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的 4 个乡镇将完
成制种 30050亩。

近年来，湘东区瞄准提升中国杂交
水稻制种之乡、打造中国杂交水稻良种
繁育中心的目标，创建具有全国竞争优
势的现代种业产业园区，为促进江西乃
至全国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
擎”。产业园立足江西、面向全国，计划
总投资 19亿元，建成一批相对集中、长期
稳定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

种子生产基地，水稻制种面积合计达 5.85
万亩。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实现现代化，
水、电、路、讯、网络等条件具备。种子收
后处理、加工流通、储运设施配套完善。
力争到 2022年，产业园主导产业（水稻种
业）总产值达到 31.20 亿元，占产业园总
产值比重达到 75.20%；发展 2至 3家繁育
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
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体
化现代种子企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
例达到 88.70%以上，入园参与主导产业
的龙头企业达到 50 个、合作社达到 48
个、家庭农场达到 20个。

构筑强劲的科技支撑。巩固提升天
涯种业院士工作站等既有科研平台，深化

与中国水稻研究所等知名科研院所合作，
多措并举提升园区种业科技创新能力。
新建 3个省级以上科研单位平台，合计达
到8个，研发推广一批杂交水稻优良品种，
实现良种良法良机配套，良种覆盖率达
98.5%。全面实现农业“一控两减三基
本”，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达 45.0%、农
药利用率达 45.0%，园内农产品质量安全
可追溯管理的比例达 91.5%以上，农产品
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达100.0%。

深化湘东区南繁育种人才能力培
训。健全企业与当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带动农民就业40000人，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38500元、年均增长 9.52%，联农
带农效果显著。 （朱焕荣）

以“国字号”名片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湘东区打造中国杂交水稻良种繁育中心

近日，萍乡市委、市政府召开水稻种业发展工作座谈
会。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颜龙安、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贺
浩华等种业专家，协会、企业负责人，制种大户代表，从种业
发展规划、品牌建设、人才培育、政策保障、科技创新等方面，
为萍乡水稻种业发展把脉问诊，出谋划策。

全市各级部门将充分吸收各位专家、行业企业家、制种
大户代表的意见建议。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
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全市各级各部门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战略机遇期，把
加快打造水稻制种大市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在保持
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融入江西南繁基地建设，集中力量
攻坚，围绕扩大规模、提升质量、补齐短板等重点，加速生产
要素集聚和产业升级，切实推进种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稳
定粮食生产、打好种业翻身仗贡献萍乡力量。各级各部门及
种业企业将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一方面要持续增面
扩面，巩固好“大”的优势，以湘东区创建国家现代种业产业
园为契机，重点加强湘东、莲花、芦溪、上栗等优势区域良种
繁育基地的规划建设；另一方面要持续扶优培强，培植好

“强”的根基，积极培育引进一批制种龙头企业和制种大户，
逐步形成以制种企业为龙头、制种公司和专业合作社为纽
带、制种专业户为基础的制种产业体系。

下一步，全市将集中力量重点解决好平台问题，大力整
合农业科研院、所、站资源，加紧成立市级农业科学研究中
心，补齐技术上的短板；着力解决好人才问题，引进高层次人
才，完善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机制，让科研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用得好；着力解决好经费问题，用好用足制种产业扶持政
策，促进金融供给与农业惠农通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不断
吸引外商外资投资种业发展。加强新品种的市场化推广，提
高品牌知名度，早日形成品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萍乡制
种业在全国种业界的影响力。 （何 越）

“洪发，啥时候从海南回来的？”
“前几天，正好赶上插秧。”6月 13日，在

湘东区排上镇桥头村，笔者见到高洪发，他
正光着膀子在田里干活，古铜色的皮肤在阳
光下闪闪发亮。

古铜般的肤色，是28年“候鸟”生涯给高
洪发留下的身体痕迹，也是湘东成千上万

“候鸟”的集体印象。每年冬天，他们奔赴海
南，在那里耕种一季稻种，第二年夏天，他们

“飞”回家乡，赶上一季农作。
排上镇是有名的“杂交水稻制种之乡”，

家家户户有人制种。1993年，17岁的高洪发
和村里的一群年轻人跟着镇上南繁制种队
来到海南，成为一名制种工。

整田、育秧、防虫赶鸟、扯草、放水、守
穗、喷农药……一天劳作 10多个小时，住茅
房、睡地铺，这不是最苦的，“最难受的海南
的日头，一天晒下来，身上脱一层皮，火烧似
的疼。”高洪发说。

一同去的年轻人不少知难而退了，但高
洪发坚持了下来。家里指望他挣钱养家。
刚去的时候，他一个人负责管理5亩稻田，每
天工资 3 元。由于他能吃苦、肯学习，第二

年，他就开始管理 10亩稻种田，工资也涨到
了8元一天。

“不仅要挣工资，还要学技术。”高洪发
认定了自己将以制种为生，特别注重学习，
平时除了吃饭睡觉，一有时间，他就跑到田
间转悠，观察水位、花穗，或者向他人请教。

自身的努力，加上老一辈制种能手的传
帮带，高洪发的制种技术渐渐成熟。由他管
理的稻种田也从10亩增长到上百亩。如今，
高洪发成了团队中的技术骨干，担任生产大
队长，带着 11个人管理 540亩稻种田。一季
下来，收入近5万元。

制种让高洪发家摆脱贫困，生活有了大
起色。他顺利娶妻生子，2018 年建起了新
房。

近几年，排上镇不少村民不再做“候
鸟”，而是选择在家门口就业或创业。桥头
村成立共创专业合作社，村民们入股合作
社，既能在合作社务工，年底还能分红。

高洪发也动了这心思，他说：“现在政府
对制种业扶持力度大，出台了不少优惠政
策，我也想试试。以前都是为别人打工，今
后我想自己当老板。” （温风娇）

“候鸟”印象 萍乡水稻种业发展明确方向

形成品牌核心竞争力

湘东区排上镇为纪念南繁制种制作的雕塑湘东区排上镇为纪念南繁制种制作的雕塑

海南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的工人打包种子

湘东区麻山镇天涯种业杂交水稻科研基地湘东区麻山镇天涯种业杂交水稻科研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颜龙安院士颜龙安院士（（右右
一一））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水稻种子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水稻种子。。

第一批第一批““南繁南繁””人合影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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