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

南繁硅谷将为育种工作者提供国家级平台

“一株野生稻‘驯化’成为人们
可吃的粮食，一般来说，可能需要
经历7000年到 1万年。”李家洋
说，面对快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不
断变化的全球气候，如此久的驯化
时间难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求。

为解决这一难题，李家洋团队
首次提出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
头驯化新策略，旨在最终培育出新

型多倍体水稻作物，从而大幅提升
粮食产量并增加环境变化适应性。

当前人类栽培稻由“祖先”二
倍体野生稻经过数千年的人工驯
化而来，驯化过程在改良其重要农
艺性状的同时，也造成遗传多样性
的大量减少、优势基因资源缺失。

“如果我们对异源四倍体野生
稻进行‘改造’，让它变成我们理想

的作物品种，将驯化时间从成千上
万年缩短到几年或十几年，那将是
一个创造新主粮作物的壮举。”李
家洋说。

《细胞》杂志刊登此项科研成果
时评价：该研究对未来应对粮食危
机提出一种新的可行策略，是该领
域的一项重大突破性进展，有望给
世界粮食生产带来颠覆性的革命。

世界人口高速增
长使得粮食安全面临
巨大挑战。

未来天气剧烈变
化将给农业生产带来
巨大威胁。

那么，我们如何
应对未来农业面临的
巨大挑战？

3月 20日上午，
2021 年中国种子大
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主
论坛，中国科学院院
士李家洋作题为《生
物育种发展报告——
通向未来作物之路》
的发言，讲述了他和
研究团队探寻解决粮
食增长需求、适应环
境变化的可行路径。

1997年，李家洋就来南繁从事
水稻育种科研工作，他的团队在海南
陵水建有科研基地。从事育种科研
工作20多年，他带领团队培育出20
多个广受农民欢迎的水稻新品种。

“在中国育种科研事业发展
中，南繁基地发挥了基础性、支撑
性、平台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水稻

新品种培育过程中，海南岛的条件
是不可取代的。”李家洋说，我国主
要农作物虽然在内地种植，但大部
分种业新品种经过海南培育，国家
建设南繁硅谷，将为育种科研工作
者提供一个国家级平台，打好种业
翻身仗，建设南繁硅谷是不可缺的
一环。

李家洋表示，生物育种是未来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方
面，未来将通过南繁硅谷，进一步
应用生物育种技术，培育更多的高
产、优质、抗逆、高效的种子，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让大家吃得饱、吃
得好、吃得健康。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

李家洋1956年出生于安徽，
在安徽农业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
进入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攻读硕
士。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进
入康奈尔大学汤普逊植物研究所
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1994年李
家洋回国进入中科院遗传所，从事
水稻研究至今。

李家洋通过图位克隆方法，分
离鉴定决定水稻理想株型的主效
基因IPA1，为系统性研究水稻特
定性状的分子机制作出开创性贡
献。2018年他与水稻育种专家袁
隆平和张启发，共同获得未来科学

大奖的生命科学奖。
3月20日下午，在2021生命科

学前沿与种子创新高峰论坛上，李
家洋作题为《高产优质水稻设计育
种与未来种子创新》的主旨演讲。

当前吃饱已经不是主要问
题，但很多人依然面临隐性饥饿
问题，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缺乏
某种维生素及人体必需的矿物
质，同时在其他营养成分上过度
摄入，从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
饥饿症状。

“分子设计育种是解决隐性
饥饿问题的有效途径。”李家洋

说，分子设计育种是指根据条件
与需求设计聚合优异性状基因，
综合优化调控各种重要农艺性状
的优异基因及其网络，从而高效
培育综合农艺性状优异新品种的
技术体系，特点是精准、高效、综
合、安全。

李家洋认为，分子设计育种是
未来的技术，实际上有些根据大众
需求定制的大米已经做到了，比如
口感比较好、优质、长粒的大米。
目前他的团队正考虑设计研究抗
性淀粉含量合适的水稻品种，可以
让糖尿病人安心吃米饭。

应对粮食危机 创造新主粮作物

分子设计育种 解决隐性饥饿

打好种业翻身仗 南繁发挥平台支撑作用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 （记者李梦楠）
“保护海南地方猪种五脚猪意义重大。”3月
20日，在2021生命科学前沿与种子创新高
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指出，地
方猪种是宝贵的遗传资源，因此加强对海南
本土传统猪种五脚猪的保护、开发及利用就
显得极为重要。

印遇龙说，我国地方猪种具有肉质优
良、抗逆性强等优点，但随着引进品种的增
加，地方猪品种数量呈减少的趋势。与此
同时，生长慢、瘦肉率和饲料转换率低等劣
势也在一定程度制约其有效保护和产业化
生产。

“猪在遗传背景、生理病理学、营养代
谢和疾病特征等方面与人类高度相似，因
此也成为生物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模式生
物，海南的五脚猪正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动
物。”那么，海南如何有效开展对地方猪种
的保护？印遇龙院士认为，海南要建立符
合条件的现代化保种场，采取多种育种技
术联合应用完善育种体系，对地方猪种资
源进行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运用特色饲
料资源调控并改善地方猪胴体性状与肉品
质、以地方粮养地方猪。

猪的流行性疾病是养猪场的最大威胁，
针对非洲猪瘟导致生猪存栏量下降的问题，
印遇龙院士指出，完善相应的疫情防控机
制，降低感染率是关键。

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

建设现代化保种场 强化地方猪种保护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 （记者徐慧玲）
3月20日，2021生命科学前沿与种子创新
高峰论坛召开。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张
亚平以《家养动物的驯化与基因组多样性》
为题，解读研究家养动物驯化的历史对人
类社会发展的意义。

家养动物是人工驯化的产物，各种家畜

家禽品种是经过人工选育形成的。品种选
育过程中对经济性状（表型）的选择，促进了
品种的遗传分化。重构家养动物驯化的历
史，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基因组多样性及基因
组在人工选择下的进化，是解析复杂性状的
遗传机制，是寻找经济性状相关基因的有效
途径。

家养动物向人类提供了稳定的动物蛋
白来源，为人类生活方式由渔猎型向农业型
转变奠定了基础，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之一。以家鸡为例，家鸡是重要的农
业经济动物，由红原鸡驯化而来，是驯化最
早的鸟类之一，根据不同的需求，人类已经
培育数百种不同用途的家鸡品种。

野生动物被驯化成家养动物后，其扩散
是依赖于人类的迁移而实现的。因此，在张
亚平看来，研究家养动物的起源与驯化相关
问题，不仅对家养动物能进行有效保护和利
用，对于了解人类自身的进化历史和疾病发
生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 （记者徐慧玲）
作物种质资源在推动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国种质资源面
临哪些问题和挑战？3月20日，2021生命
科学前沿与种子创新高峰论坛在三亚召
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
所所长钱前作题为《国家作物种质库现状
和未来的思考》的交流分享。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质资源
是芯片的核心。”钱前说，国家作物种质库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国重器，是作物种质资源
的“人才库”，也是打赢种业翻身仗的“弹药
库”。目前，国家作物种质库保存种质资源总量
突破52万份，稳居世界第二位，涉及粮、棉、油、
果等340种作物及相关的野生近缘植物，共
2000多个物种。

论坛上，钱前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的“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
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剖析目前我国种质资
源面临的关键问题与挑战。他认为，目前我
国还存在种质资源保有量与精准定量不够，
革命性、颠覆性基因发掘进展滞后，种质资
源关键核心技术原创性不足等问题。

在育种行业，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和环境资源。钱前透露，以中国农业科
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作为依托单位的国家
作物表型研究设施（海南）已于去年11月启
动建设，建成后将打造规模化、智能化、精准
化的作物表型与基因型鉴定平台，将我国种
质资源优势转化为基因资源优势。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 （记者李梦楠）
3月20日，在2021生命科学前沿与种子创
新高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围
绕“当前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生产带来的
极大挑战”发表演讲。她指出，加强对光合
作用的研究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粮食、
能源和环境资源等问题意义重大。

当前，全球二氧化碳浓度的不断升高，

造成植物中锌和铁的含量下降、农作物产
量品质受到影响、草原生物多样性降低等
后果。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南如何有效
提升农作物产量及品质，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

匡廷云认为，海南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地理气候优势，应在搭建基础研究平台、提
升技术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海南还应关
注如何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提升植物光能转
化率和碳同化效率，进而提升农作物产量。
目前我国的科学家通过改造光呼吸通道提
高水稻光合作用效率，改造后的水稻植株光
合作用效率、生物量、产量显著增加。

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方面，匡廷云说，要通过构建高效的光合水
裂解系统，打造水光解产氢体系，为实现太
阳能裂解水制氢、清洁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
新技术、新方法。此外，她还指出，通过模拟
光合膜蛋白高效捕获、传递和转化光能机
理，模拟构建全模拟感或半模拟感的有机无
机材料杂化的人工光合器件制备，可为打造
生物太阳能电池提供新思路、新途径。

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

加强光合作用研究 支撑可持续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

将种质资源优势转化为基因资源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

研究家养动物驯化史具有重要意义

2021生命科学前沿与种子创新高峰论坛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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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20日电（记者
周月光）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贺小荣出席2021中国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他表示，
国家将加强人民法院植物新品种
审判工作，严格依法保护种业自
主创新。

据了解，2014年以来，国家先
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南设立
4家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在各地设
立22家专门知识产权法庭，负责
集中审理包括植物新品种案件在
内的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
案件。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挂牌成立，负
责在国家层面统一审理包括植物

新品种案件在内的技术类知识产
权上诉案件，裁判标准有效统一，
审判质效明显提升。

贺小荣说，我国种业已进入
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发展阶
段，2018年起我国植物新品种申
请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位。种业自
主创新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基础性、
决定性的战略意义。人民法院要
站在落实国家战略和维护国家安
全的高度发挥好植物新品种审判
职能作用，依法促进种业自主创
新迈上新台阶。

贺小荣表示，为落实好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未来人民法院将从3个方
面，与有关部门推动形成严格依
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更强合力，以
加大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作为重
点领域。

一是进一步明确植物新品种
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广
泛听取业界、有关部门和专家学
者意见基础上，在年内出台一部
新的审理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司法
解释，进一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加大司法保护力度。

二是进一步促进植物新品种
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
一。人民法院将加强与行政主管
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机制性的

人才交流和业务培训，完善植物
新品种鉴定机制，健全行政执法
和司法衔接机制，不断创新中国
特色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三是进一步发挥专门人民法
院特色优势。去年党中央决定设
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
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
要突出对“南繁硅谷”种业知识产
权的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将
指导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
院充分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探
索积累更多实践经验，进一步加
大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力度，从
源头上增强种业自主创新内生驱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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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打好种业‘翻身仗’，企业是
重要一环。”3月20日，在三亚举
行的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谷论坛主论坛现场，诸多专家、学
者和企业代表一致认为，要充分
发挥企业等市场主体作用，推动
种业资源、人才、资本在市场中有
效配置，实现优质品种的持续产
出与推广，让企业成为种业创新
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种业企业数量增
长，研发投入明显增多成为行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
民在主旨演讲中提到，我国农作
物种业市场规模持续提升，达到
1201亿元，为全球第二位。同时

种业企业快速发展，“育繁推”一
体化企业达到98家，企业整体研
发投入为42.3亿元。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
到，我国种业企业育种创新能力
仍亟待提高。”万建民在主旨演
讲中表示，科研院校、高等院校
仍是种业科技创新主体。虽然
我国目前已有种业企业5000余
家，但仍存在着数量多、育种规
模小，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技术
力量分散且创新能力弱等不足，
尚未形成种质资源、品种创制、
种子繁育、市场营销等全产业链
创新链条。

万建民说：“相较而言，经历
200余年发展，美国、法国等国家
形成了政府投资公益性、基础性
研究，企业投资种业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的格局。这对我国的种业
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这一观点，成为在场诸多与
会嘉宾的共识。“企业要成为种业
创新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张桃林在当天主论坛的致辞
中表示，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市场
主体的灵活作用，以企业参与推
动种业优质资源在市场中有效整
合，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使“高
大上”的科研成果走进市场，更好
地助推种业发展。

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企业
该如何成为种业创新的重要力
量？在现场，多位种业企业负责
人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根
植自身资源禀赋，打造‘育繁推
服’一体化产业链条。”海南省农
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晓军在现场介绍，该集团
依托三亚南滨地区 20 万亩土
地，成立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
团，为广大科研机构提供“一站
式”南繁服务的同时，加快科研
队伍和项目配套建设，打造种业
育繁推一体化全产业链。

“我们依托丰富科研资源，坚
持行业协同创新，合作共赢。”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马德华在现场发表主旨演讲中
透露，该公司以“串珠为链”为指
导原则，致力于打造高水平行业
技术整合平台，长期以来与优势
科研院所在种植资源、关键技术、
特性鉴定以及品种创新等方面开
展深入合作，近3年已累计投入经
费1.5亿元。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

多方共议种业发展：

让企业成为种业创新重要力量

3月20日，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在三亚开幕。中国种子大会是中国种业界的权威论坛活动，在主论坛
和平行分论坛中，多名业内知名院士、种业功勋人物及相关领域嘉宾作主题演讲或积极参与讨论，分享前沿科学研究和实践
成果，以及种业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本版报道重点关注与会专家学者及嘉宾的演讲发言和观点言论，聚焦最新科研成果
和对海南自贸港发展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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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

最高法年内将出台
新的审理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司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