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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
造一个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
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
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仓廪充实、餐桌丰富，种业安全是基础。21日
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如
何让小种子迸发大能量？记者在各地进行了调研采
访。

亦喜亦忧的种子

雨水节气已过，在山东省农科院的试验田里，
研究员刘建军正在查看即将通过国家审定的两个小
麦新品种的苗情。虽然前期经历了低温寒潮，但在
高产品种“济麦22”基础上选育的这两个新品种，
耐寒抗冻、长势稳健。

近年来，山东不仅注重选育高产品种，还选育
出了“济麦44”等能替代进口的超强筋小麦品种，
较好地解决了兼具高产和优质的矛盾。

数千里之外，在玉米制种量约占全国40%的甘
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瑞源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国
斌惊喜地看到了科技之变——基地制种玉米的去雄
环节去年7月实现机械化作业。以前人工去雄需要

“用手一根一根掐掉每一株雄穗”，如今大大提升了
效率。

从华北平原到河西走廊，育种、制种环节的变
化是种业链条悄然变化的缩影。

两个多月前，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解
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调要开展种源“卡脖子”
技术攻关，此后召开的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
做出相关部署。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现代
化，种子是基础，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
攻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
庆近日表示，未来对口粮的品质需求将持续提高、
对饲料粮的数量需求将持续增加，面对我国人多地
少的现实，保障粮食和食物安全，必须从良种方面
挖掘潜力。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以来，对粮食市场带来影响再次印证了这句
话。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避免关键领域“一剑封
喉”，必须加快种业自立自强。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水稻、小麦单产在世界上处于比较好的位置，
但大豆亩产只有约130公斤、玉米约420公斤，相当
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分之二。而在养殖业，生猪、
奶牛、白羽肉鸡等种源不同程度依赖国外。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
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一些品种、
领域和环节，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虽然不会

“一卡就死”，但确实会影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和
效益。

打赢“翻身仗”关键何在？

歌曲《松花江上》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
粱。”

大豆曾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但据国
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大豆产
量1960万吨、同期进口大豆10033万吨。国内大豆消
费的大头依赖进口。同时，玉米进口也在增加。
2020年，我国进口玉米1130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135.7%。

专家分析说，除了耕地、水等条件有限外，我
国长期以来在水稻、小麦等口粮方面的科研和人力
投入多，大豆和玉米方面投入资源相对有限，生物
育种等技术应用不充分。玉米起源于南美，我国玉
米种质资源并不丰富，缺乏好的育种材料进行重
组，需要在资源收集、科研力量、技术应用等方面
下功夫。

对于短板问题，科研一线正在抓紧“破卡”。
虽然正值冬闲时节，吉林省农科院的科研人员

依然很忙。去年他们选育的大豆杂交品种“吉育
611”制种产量达到每亩113.87公斤。科研人员正抓紧
整理数据，挑选分装种子以备接续试验。吉林省农
科院大豆研究所研究员张春宝说，我国已选育大豆
杂交品种20多个，部分品种平均增产幅度接近15%。

采访中，有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表示，打赢种
业翻身仗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种质资源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有
差距。我国保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总量突破52万
份，但目前完成资源精准鉴定的不到10%，在挖掘真
正有用的基因方面，有待进一步努力。

——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待进一步落实。科研人
员缺少产业化推广的精力和能力，而种子企业普遍
小而散，科研水平不高。“我们倡导以企业为主导的
创新体制，但目前资源、人才、资金等是向科研单
位倾斜的。”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登
安说。

——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如果这个工作没
有到位，科研人员有后顾之忧，不愿与企业合作；
而企业也不愿投入，担心遭遇侵权假冒。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尚未形成种质资源利

用、基因挖掘、品种研发、产品开发、产业化应用
的全链条组织体系。

变局之中“蓄势待发”

不久前，在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
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和杂粮等作物的老中青三
代育种人员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考核评估会，报
告各自带领的创新团队在种质资源、基因与分子设
计、遗传育种、栽培与耕作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并
接受多名院士及专家的提问，现场答辩“火药味”
浓郁。

“玉米种业能否‘蓄势待发’，大豆种业在新的
产业政策下能否‘一触即发’，都是要亮出成绩单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科所所长钱前
表示，要用科研大比武的方式鼓励围绕产业重大需
求进行创新，鼓励揭榜挂帅，集中攻克“卡脖子”
技术。

如何打赢翻身仗？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
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在中国农科院新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建设现
场，相关工作正抓紧推进。新的资源库今年建成后
可保存150万份种质资源，保存能力位居世界第一，
在智能化、信息化方面也将有显著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表
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推进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重点攻克并建设高
通量、规模化表型及基因型鉴定平台，发掘携带优
异基因资源种质材料，定向改良创制高产、优质、
抗逆、养分高效利用的新种质。

农业农村部已确定，把种业作为“十四五”农
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保
持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竞争优势，缩小玉米、大
豆、生猪、奶牛等品种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生物工程技术是育种产业的一把利剑。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
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促
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我们期待相关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能够加快
启动实施，以产学研用相融合的创新机制推动产业
化。”万建民说，国家支持种业的政策已经明确，

“需要科研人员多一些创新精神和责任感，企业家多
一些雄心壮志，共同打赢种业翻身仗。”

（记者 于文静 薛钦峰 王朋 张志龙 姜刚 王
晖 吴慧珺）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改变世界的一粒种子
——从中央一号文件看打赢种业翻身仗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 （樊曦 窦皓） 今年春
运，受疫情防控常态化影响，出行客流较往年回落
不少。尽管出行压力减小，但出行安全“不打折
扣”。各部门始终坚守春运岗位，加强疫情防控和安
全管理，努力为旅客守护平安顺畅出行路。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计显示，
春运以来，铁路部门深入实施客运提质计划，精准
调整运力安排，精细实施“一日一图”，增加短途客
运产品供给，满足各地百姓出行需求。春节假日7
天，国家铁路发送旅客2332.7万人次，其中铁路局
管内短途客流较2020年同比增长19.9%。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各车站严格落实体温
监测制度，对售票厅、候车室、电梯、卫生间等重
点公共区域，每4小时不少于1次消毒，为旅客出行
提供安全环境。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增派工作
人员在火车站售票厅、候车室等处所轮流值守，为

旅客提供购票候车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保障旅
客出行。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增派工作人员及党团
员青年志愿者，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

“引导、咨询、送站”等志愿服务，同时积极与属地
交通部门对接列车开行时刻，协调动态增加公交开
行频次，保证公交运营时间满足铁路首末车旅客出
行需要，方便旅客随到随走。

安全出行，电力保障是关键。国网平邑县供电
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对日兰高铁沿线供电线路展开
拉网式巡查，加强输电线路覆冰情况观测，做好
春运期间供电线路防寒工作。国网龙口市供电公
司积极对接当地铁路管理部门，组织党员服务队
协助检查铁路用电设备、制定供电设备事故预案和
春运期间停电应急预案，确保春运期间供电安全可
靠。

春运以来，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对辖区内
主要火车站、客运站和机场等26处春运重点保供电
场所的供电设备展开持续用电监测检查，从电网运
行、设备运维、客户服务、应急准备等方面细化制
定和严格落实春运保电举措，确保电力运行平稳可
靠。

民航方面，北京大兴机场持续加强旅客测温、
健康码查验等工作，严格执行高频次环境及设备设
施消毒处理；积极推进“无纸化”出行，强化服务
热线、APP及小程序等多渠道问讯服务保障，确保为
旅客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为守好春运期间厦门市疫情防控的“空中大
门”，厦门机场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入厦旅客，实施
机上旅客分批下机、引导特殊旅客到候机楼进行核
酸检测与登记等相关工作，同时对所有进出候机楼
旅客实施健康码查验工作。

铁路等部门守护春运平安出行路

2月21日，在兰州
西开往福州的 G1901
次列车上，乘务员为务
工人员贴上接站标识
牌。

当天，500 多名来
自甘肃省定西市的务
工人员搭乘 G1901 次
列车抵达福州。这是闽
陇两省间 2021 年首趟
返闽务工专列。

（新华社记者 宋
为伟 摄）

2021年首趟闽陇
两省间务工专列开行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 刘夏村）记者21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针对近期多地森林火灾频发，国家森防指当日
下发通知要求切实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

国家森防指强调，各级森防指要切实加强源头管控，坚
持打控结合，在做好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组织专业力量抢抓
有利时机精准扑打火线，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
穿扑火全过程，依法惩处火灾肇事者。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日，北方地区升温明显，
华北、黄淮、江淮、江南北部等地急剧升温，华北、华中、西北
地区火险等级快速升高；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持续无有效降
水，火险等级持续走高，森林火灾频发，广东、广西、福建、山
西等省区尤为突出。

近期多地森林火灾频发
国家森防指要求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 刘诗平）黄河内蒙古巴彦
高勒水文断面21日解冻，开河通过三盛公水利枢纽，千里冰
封的黄河进入开河关键期。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相关负责人说，受气温回
升影响，黄河内蒙古河段开河持续发展。今年巴彦高勒水文
断面开河时间较常年（1970-2015年均值为3月13日）偏早20
天左右，较近十年（3月6日）偏早13天左右。

目前，黄河开河水势整体平稳，黄委正密切跟踪开河进
展，做好应对突发凌情、险情、灾情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黄
河防凌安全。

黄河进入开河关键期

新华社西安2月21日电（记者 孙正好）来自我国西北大
学的科研团队正依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猴脸识别技
术”，用于识别秦岭地区的数千只川金丝猴。

与人脸识别技术相似，猴脸识别技术通过提取金丝猴面
部特征信息，建立秦岭金丝猴个体的身份信息库，最终扫描、
比对、识别。“猴脸识别技术完全成熟后，我们可将其装在野
外布设的红外相机中，系统可自动认猴、命名，搜集它们的行
为。”研究团队成员张河说。

目前，猴脸识别技术处于实验推广阶段，可识别约200
只秦岭金丝猴。“每只金丝猴，我们采集了七八百张图像样
本，识别成功率达到94%。”张河说。

相比人脸识别，猴脸识别技术的不同在于，金丝猴的脸
部皮肤区域带毛区域多，且毛发区域相对更明显，纹理特征
更复杂，对识别系统的深度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需要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个体图像样本，来提高
识别率。”研究团队负责人李保国说，“野外环境很复杂，金丝
猴不会主动配合，拍到好的图片和视频比较难。我们的目标
是拍摄到每一只秦岭金丝猴的图像样本，对秦岭金丝猴都能
通过猴脸识别技术完成识别。”

目前秦岭地区生活着大约4000只金丝猴，属于川金丝
猴的独立亚种，常年栖息于海拔1500米至3300米的森林中，
是典型的森林树栖动物。

我国科研人员用“猴脸识别技术”
识别秦岭金丝猴

新华社南昌2月21日电（记者 陈春园）记者从江西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2021年江西将聚焦种植业结构调整，加快种
植业提质增效，力争全省优质稻订单面积达到1400万亩，新
增设施蔬菜面积35万亩。

2021年，江西将大力发展优质稻生产，建设一批优质稻
新品种综合展示区，搭建加工企业选种、农民用种、科研育种
的综合交流平台，支撑优质稻产业发展，重点建设一批富硒
大米、有机大米生产基地。

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江西将重点抓好省级农作物种质资
源库建设，组织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加快培育和推
广一批高产稳产、品质好、抗性强、耐贮藏、产销对路、适宜机
械作业的粮食优良品种。

为确保“菜篮子”供应稳定，江西将加快设施蔬菜建设，
大力发展茄果类、菜用豆类等短缺品种，提升蔬菜自给率。同
时，重点做大做强脐橙、蜜橘、甜柚等柑橘优势产区，持续巩
固“一主多特”果业结构布局。

江西将大力推动种植业升级

新华社突尼斯2月21日电 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民族
团结政府内政部长法西·巴沙加的车队21日在首都的黎波里
附近遭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袭击，一名警卫人员受伤，巴沙
加本人安然无恙。

当地时间15时，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从一辆装甲车上向
巴沙加的车队开火，当时警卫人员正护送巴沙加返回位于的
黎波里西部詹祖尔区的住所。巴沙加的警卫人员随后开枪回
击，打死一名武装人员，并抓获另外两人。一名警卫人员在事
件中受伤。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长躲过暗杀袭击

新华社墨西哥城2月21日电（记者 吴昊）墨西哥国防部
21日说，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墨西哥东部韦拉克鲁斯州坠
毁，造成6人死亡。

据墨西哥国防部发布的通告，当天上午，一架庞巴迪军
用飞机从韦拉克鲁斯州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市伦塞罗机场起
飞后不久坠毁，造成6名军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飞机在机场附近坠毁后剧烈燃烧，机
身损毁严重。

墨西哥国防部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国防部将
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支持。

墨西哥一架军用飞机坠毁致6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