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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稻品种选育，助推种业创新发展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科企合作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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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华南优质稻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作为省内唯一一家专门从事水稻研究的省级科研机构，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在水稻矮化

育种、优质常规稻育种、杂交稻育种和超级稻育种等水稻育种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育成一大批水稻品种通
过各级品种审定，培育一批重要亲本材料被种业同行广泛应用，一批优秀品种在我国南方籼稻区大面积推广应
用，为南方稻区乃至全国水稻种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奠定了“中国籼稻，广东种芯”的地位。
2011 年以来，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 号）等文件的相继实施，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杂交稻品种区试指标等商业化育种方面逐步受到限制。为适应新的形势，广东水稻所通
过品种转让、委托育种和技术服务等形式加强科企合作，寻求与紧贴市场、推广能力强的种子企业合作，发挥
各自优势共同开展品种转化和推广，并取得较好成效。培育壮大了一批种子企业，促进一批品种在生产上大规
模应用，推动了水稻科技创新和种业发展。并就未来水稻育种和科企合作主攻方向进行了分析展望。
关键词：品种选育；种业创新；科企合作；种子企业；广东丝苗米；稻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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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only provincial-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specializing in rice research, the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RRI) of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ed of rice
breeding, such as breeding for dwarf rice, high-quality conventional rice breeding, hybrid rice breeding and super rice
breeding. It has cultivated numerous rice varieties approved through all levels of inspection, including a batch of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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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materials widely applied by the seed industry peers, and a number of outstanding indica rice varieties widely used in
southern China. It has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ice seed industry in southern rice regions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has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China Indica Rice, Guangdong Seed
Core”. Since 2011,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rop Seed Industry (state issue〔2011〕No. 8) and other docum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radually been restricted in commercial breeding researches, such as regional test indicators for hybrid rice varieties. In
a bid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the RRI strengthen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varieties, entrusted breeding and technical services so as to seek collaboration with seed enterprises which owns
strong promotion ability and is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these enterprises play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to jointly carry out
variety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and good results are achieved. It has fostered and developed a number of seed enterprises,
promoted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a batch of varieties in production, and enhance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r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ed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 main direction of rice breeding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enterprise in the future is analyzed.
Key words: variety breeding;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seed enterprise; Guangdong
Simiao Rice; rice brand

农业生产，良种先行；粮安天下，种子为基。
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是国家战略性、基
础性、高科技核心产业，种子（品种）是种业的“芯
片”，种子的优劣，不仅关系农产品质量和农民
收入，也影响着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种业发展，提出“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我国虽是农业大国，但资源禀赋处于劣势，
种源技术更是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
水稻是广东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年种植面积
186.7 万 hm2 左右，年产量占粮食作物总产量 76%
以上。广东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保存有
丰富多样的稻种资源，为水稻科技创新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作为我国水稻育种研究的中坚力
量，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以下简称水
稻所）在水稻矮化育种、优质稻育种、杂交稻育
种和超级稻育种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育成一
大批品种在我国南方籼稻区大面积推广应用、一
批重要亲本材料被种业同行广泛应用，优质稻育
种成绩广为业界称道，审定的水稻品种数量位居
全国科研单位之首，为南方稻区乃至全国的水稻
种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奠定了
“中国籼稻，广东种芯”的地位。
科企合作是推动科研单位成果转化，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为加快水稻品种的转化
应用，1996 年水稻所参股成立广东华茂高科种业
有限公司，2001 年组建成立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
公司，作为水稻所品种应用的主要平台，共同促

进品种的转化应用。2011 年开始，随着《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
发〔2011〕8 号），《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
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 号），
以及 2015 年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种
业“事企脱钩”的通知》等文件的相继实施，要
求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1］，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杂交稻品种区试指标等商
业化育种研究方面逐步受到限制。为适应新的形
势，水稻所不断寻求与紧贴市场、贴近产业、推
广能力强的种子企业合作，在科企合作方面进行
了探索与实践，并取得较好成效。

1
1.1

水稻育种取得的主要成就
水稻矮化育种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水稻生产上传统高秆
品种倒伏现象普遍发生，中南沿海地区，台风暴
雨频繁，倒伏问题尤为严重，成为当时水稻高产
的主要障碍。为此，以黄耀祥为首的华南农业科
学研究所粮食作物系（水稻所前身）专家们通过
利用引进的矮秆资源与生产上推广的高秆品种杂
交与系选，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迅速大面积应用
的籼型水稻矮秆高产品种——广场矮，实现了水
稻单产的第一次突破和飞跃，并由此开创了一条
水稻矮化育种的新途径，使我国矮化育种走在世
界前列，从此拉开了水稻矮化育种序幕，引领着
农业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水稻所成为水
稻矮化育种的发源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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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水稻所先后育成珍珠矮、广陆矮 4 号、
广解 9 号、窄叶青 8 号、双桂 1 号、双桂 36、桂
朝 2 号和特青 2 号等一大批早、中、迟熟配套齐
全的矮秆新品种。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南方
稻区陆续引种广东早籼矮秆品种，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70 年代，全国水稻品种均已矮秆化，水稻
单产、总产大幅度提高。据统计，全面矮秆化后
的 1979 年，全国籼稻品种平均每 667 m2 产量达
到 283.0 kg，每 667 m2 增产 103.5 kg，按 1990 年
全国籼稻种植面积 2 934 万 hm2 计，60 年来，矮
秆水稻品种累计种植面积 11.7 多亿 hm2，增产稻
谷超过 1.8 万亿 kg，为解决新中国人们温饱问题
发挥了巨大作用［2］。同时，矮化育种为杂交稻育
种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杂交稻早期最重要的
亲本珍汕 97A、V41A、Ⅱ -32A 等，都是黄耀祥
及其团队育成的矮秆品种广场矮、珍珠矮以及其
衍生品系杂交选育而成的［3］。
1.2 优质常规稻育种
随着矮化育种的成功，人们温饱问题得到解
决，优质化育种研究开始受到重视。1966 年广东
省农业科学院育成塘竹 7 号、双竹占［4］两个矮秆、
谷粒细长、米粒透明、无腹白的上等优质米品种，
江西邓家埠良种场从双竹占中还系选出优质米品
种江西丝苗。这些广东小粒丝苗型优质米品种的
稻米深受港澳等市场欢迎，20 世纪 70—80 年代，
广东优质稻米大量销往港澳地区，并经香港出口
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西欧、北美、非洲等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成为当时广
东挣取外汇的主要商品［5］。
从 1980 年代中期起，水稻所以优质、高产
为目标，在国内率先开展常规稻优质高产育种攻
关，拉开了我国优质稻育种的序幕，至 1990 年
代末先后育成了一批优质、高产、多抗的优良品
种，主要有七山占、珍桂矮 1 号、胜泰 1 号、绿
黄占和粤香占［6］ 等，有些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
66.7 万 hm2。进入 21 世纪，水稻所优质稻育种研
究发展迅速，不仅培育出大批高产、抗病、品质
好的优质常规稻品种，如中二软占、粤丰占、丰
八占、齐粒丝苗、银晶软占、丰华占、黄华占［7］、
五山丝苗、粤晶丝苗 2 号、粤农丝苗和粤禾丝苗等。
同时还选育出一批外观和食味品质好，适合加工
用的高档优质香型丝苗米品种，如美香占 2 号、
19 香、南晶香占、莉香占、香秀占和象竹香丝苗

等，这些优质稻品种成为“罗定稻米”“增城丝
苗米”“台山大米”“马坝油粘米”“连山大米”
和“蕉岭富硒稻米”等品牌大米的主要原料［5］，
为米业企业产品品牌、地方稻米区域公用品牌创
建和提升提供重要支撑。
水稻所育成的常规稻品种在生产上大规模推
广应用，根据“国家水稻数据中心”网站统计，
全国累计推广面积前 10 名的常规稻品种中，有 6
个为籼稻品种、4 个为粳稻品种，6 个籼稻品种中
桂朝 2 号、广陆矮 4 号、双桂 1 号和黄华占 4 个
品种均由水稻所育成，另外 2 个籼稻品种含有由
水稻所育成品种的血缘。
1.3 杂交稻育种
20 世纪 70 年代初，李必湖等在海南三亚发
现了含有胞质雄性不育（CMS）基因的普通野生
稻，这一发现对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通过全国协作攻关，1973 年实现不育系、
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1976 年中国开始大面
积推广三系杂交水稻［8］。水稻所作为早期杂交稻
全国协作组的成员，在杂交稻三系配套方面，测
交筛选出第一代三系杂交稻恢复系“泰引 1 号”。
此后，水稻所在弱感光型迟熟三系杂交稻、早中
熟三系杂交稻、红莲型杂交稻、杂交稻高产与超
高产育种和优质化育种等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大
突破［9］。定向创制出天丰 A、五丰 A、荣丰 A、
泰丰 A、广 8A、贵 A、协禾 A、香禾 A 等一大批
高配合力、高异交率或品质优良的三系不育系，
以及广恢 3550、广恢 122、广恢 998、广恢 308、
广恢 1002 等一批具有理想动态株型的优良、抗
病恢复系，并广泛应用于测交组配，育成一大批
类型丰富的三系杂交稻品种通过审定。在两系法
杂交稻研究方面，不仅育成了一批光温敏核不育
系，建立了自己的冷灌繁殖基地与高产制种技术
体系，而且育成一批优质、抗病、高产新组合。
水稻所育成的杂交稻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
推 广 应 用。 其 中， 汕 优 3550、 Ⅱ 优 3550、 博
优 3550、博优 998、秋优 998、培杂双七、天优
998、五优 308、淦鑫 203 和泰优 390 等累计推广
面积超 66.7 万 hm2。据农业农村部统计的数据，
当前生产上年种植面积前 10 大杂交组合中，有 7
个杂交稻是水稻所主持或参与育成的。其中，泰
优 390 连续多年为国内年种植面积最大的三系杂
交稻。根据“国家水稻数据中心”网站统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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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应用面积最广的前 10 个不育系，除两系不育系
外，其他 8 个三系不育系均含有水稻所育成亲本
的血缘。这表明中国应用面积最大的“三系杂交
稻”不育系均含有“广东种芯”。此外，育成的
优质稻五山丝苗、粤禾丝苗、粤农丝苗、黄华占
等作为杂交稻父本，已组配育成一大批优质抗病
杂交稻，其中晶两优华占、晶两优 534 和隆两优
华占等推广面积位居全国杂交稻推广面积前列，
体现了“广东种芯”在全国杂交稻育种中的作用。
1.4 超级稻育种

主持或参与育成的超级稻品种 25 个，占全国确认
的超级稻品种总数的 18.8%，数量位居全国水稻
科研单位之首。合美占、金农丝苗、天优 998、
五优 308、淦鑫 203 和吉丰优 1002 等这些超级稻
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对广东乃至南方
稻区水稻产量提升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
要作用。

国际水稻研究所 1989 年开始实施理想株型
（Ideal plant type，俗称超级稻）育种计划，试图
利用热带粳稻新种质和理想株型作为突破口，通
过杂交和系统选育及分子育种方法育成新株型品
种（New plant type）［10］。但由于产量、抗病虫
性和稻米品质不理想等缺点，没有在生产上大面
积推广。我国水稻育种在经过矮化育种和杂交稻
育种两次重大突破后，为了实现水稻育种第三次
大突破，在黄耀祥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杨守仁教
授等专家的倡议下，经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论证
后于 1996 年正式启动“中国超级稻育种研究”计
划，拟通过“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
合”的技术路线，培育出产量上有大幅度提高，
并兼顾品质与抗性的新型水稻品种。同时，设计
了各生态区超级稻百亩片产量目标，其中，华南
早晚兼用稻品种每 667 m2 产量高于 720 kg，华南
感光型晚稻品种每 667 m2 产量高于 660 kg。
1999 年，黄耀祥院士带领育种团队通过“早
长、根深”的高产耐肥新株型塑造，利用早长超
高产种质，成功育成了第一代产量潜力每 667 m2
超 700 kg 的优质、超高产品种胜泰 1 号［11］。此
后，育种团队通过分析当时高产品种的株叶形态
及穗粒结构特征特性，率先研究并构建出早长、
根深、叶片厚直、穗粒结构合理的“华南优质广
适性超级稻株型模式”（包括“大穗广适型”和
“多穗广适型”两种模式）［12］。创制出金桂占、
丰美占、广恢 615 等一批超高产优异新种质，培
育出桂农占、玉香油占、合美占、金农丝苗等 4
个被农业部确认的广适性优质常规超级稻，占同
期全国确认的籼型常规超级稻总数的 50%。杂交
稻天优 998、天优 122、五优 308、淦鑫 203、五
丰优 615、吉优 615、吉丰优 1002 和天优 3618 等
21 个品种被认定为超级稻，至 2022 年，水稻所

2.1.1 面向企业需求，开展水稻新品种选育 在
选育水稻新品种时，要深入了解企业生产需求、
市场动态，从中掌握有效需求信息，在品种选育
过程中不断调整育种方向，以服务企业发展和生
产需求为目标，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新品种选育
和推广。近年来，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和
广东丝苗米产业发展，水稻所育种家们迅速调整
育种方向，加大对外观和食味品质好的丝苗型优
质稻品种的选育，育成 19 香、南晶香占、象竹
香丝苗、协禾 A、扬泰 A 等优质常规稻和杂交稻
亲本，这些品种深受省内外种子企业青睐，通过
品种使用权转让或授权许可，多家种子企业获得
品种使用权，推动了品种转化应用进度，品种迅
速在生产上大规模应用。如广东丝苗米品种 19
香 2020 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粤审稻
20200065），同年被广东丝苗米产业联盟认定为
广东丝苗米品种。因 19 香外观和食味品质好，同
时又是优良的水稻恢复系，2019 年广东鲜美种苗
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该品种的使用权，经过几年
开发，该品种现在生产上大规模应用，成为广东
省主栽品种。广东丝苗米品种象竹香丝苗 2021 年
通过广东省品种审定（粤审稻 20210036），同年
被认定为广东丝苗米品种。通过品种授权许可，
梅州市建丰粮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德天农业有
限公司先后获得该品种使用权，目前，象竹香丝
苗已成为多款丝苗米产品的主要粮源品种，也是
蕉岭、惠州、增城、连山等地区多个丝苗米产业
园的主栽品种之一，正成为广东高档优质米品牌
的主栽品种［13］。
2.1.2 加强科企合作，推动品种转化应用 科技
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发挥对产业发
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
主力军，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此，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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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企合作实践与成效
科企合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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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针对性地加强与相关企业合作，以水稻品种
转让和技术服务为纽带，创新品种合作转化方式，
努力把更多水稻品种转让给相关企业。通过协议
定价将品种使用权或部分使用权一次性转让是目
前采用的最主要方式。受让方企业支付知识产权
转让费后，获得品种在某区域独占的生产、经营
权，该方法有利于企业经营，但有时会限制品种
的推广应用。如 2017 年签署的优质常规稻美香占
2 号的转让合同，2018 年签署的优质水稻不育系
泰丰 A 的转让合同。其次，与企业本着“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原则合作开展转化，如提成的方
式、初始转让费加提成的方式和定金加提成的方
式等。提成的方式主要针对于本单位参股的企业，
合同约定根据年种子生产量或销售量提取知识产
权费，如每年与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签署的
杂交稻授权使用协议。初始转让费加提成的成果
转让方式，在合同签订时支付一定费用作为初始
门槛费，后面每年根据销售量收取一定比例提成，
如 2019 年签署的优质不育系广泰 A 的转让合同。
定金加提成的方式主要是针对还未正式投入市场
的水稻新品种，合同签署后，受让单位预先支付
一笔定金，并约定转化年限和种子基本销售量，
如约定时间内受让单位无法完成基本销售量，转
让合同终止且不退定金；如约定时间内完成销售
任务，按提成收取知识产权费，定金可抵消部分
提成，如 2021 年、2022 年分别签署的优质不育
系广帝 A 的转让合同。通过多种合作转化方式的
共同实施，最大限度让每一个品种都得到充分转
移转化，实现品种的自身价值与社会效益，并将
品种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最大化［14］。
2.1.3 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开展委托育种研
究 水稻所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密切合作，根据不
同生态区域种植特征和企业发展规划，瞄准市场
需求，不断开展水稻新品种选育与配套技术研发，
相继成功开发出高度切合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要
求的贵 A、贵优 55、丝香 A、五乡 A、南晶香占
等优质水稻品种。2017 年水稻所与广西兆和种业
有限公司签订《杂交水稻新不育系及其组合选育》
合同，第一阶段合同期限为 5 年。委托培育粒型
细长、中低直链淀粉含量优质水稻不育系，和丰
产性、中抗稻瘟病且适应性广的优质杂交稻组合。
经过多年的攻关，水稻所成功培育株型紧凑、粒
型细长、有香味的水稻三系不育系丝香 A 作为标

的品种，并利用丝香 A 组配出多个组合，其中丝
香优龙丝苗、丝香优香丝等品种通过审定。2018
年水稻所与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华南运营中心
签订《杂交水稻新不育系及其组合选育与开发》
合同，合同期限为 5 年。要求育成 1 个通过省级
技术鉴定的新不育系，并由该不育系配组育成 1
个具有商业化前景且通过省级或国家农作物品种
审定的杂交稻组合。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完成，育
成细长粒型、稻米外观品质好、中低直链淀粉含
量优质不育系贵 A 作为标的品种，并组配出稻米
品质达部颁优质二级的优质稻贵优 55 通过国家农
作物品种审定。此外，与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
司签订委托育种项目，育成米质好、产量高、稻
瘟病抗性好和抗倒性强的丝苗米品种南晶香占，
该品种 2020 年被评为首届广东国际名米（籼稻）
十大金奖品种，同年被认定为广东丝苗米品种，
2021 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目前，南晶香占已成
为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在湖南、湖北、江西等
长江中下游地区省份种植面积逐年增加［15］。
2.1.4 以农业产业园为抓手，为企业提供科技支
撑 丝苗米是广东最具优势和特色的优质稻，为
推动广东丝苗米产业发展，实施广东丝苗米振兴
工程，2018 年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成立
了“广东丝苗米产业联盟”，并通过建设丝苗米
跨县集群产业园、丝苗米特色产业园和丝苗米专
业镇村，制定丝苗米全产业链技术标准等，多措
并举推动丝苗米产业发展。目前，全省组建了丝
苗米跨县集群产业园 2 个，丝苗米特色产业园 32
个，除珠三角自筹资金建设 4 个产业园外，其他
每个产业园省政府财政资助 5 000 万元。作为省
内唯一一家专门从事水稻研究的省级科研机构，
水稻所育成通过认定丝苗米品种美香占 2 号、19
香、南晶香占、莉香占、香秀占、象竹香丝苗、
恒丰优油香和青香优 19 香（合作育成）共 8 个，
占认定的广东丝苗米品种总数的 50%。为更好支
撑各丝苗米产业园的发展，水稻所与 15 家产业园
签订合作协议，在品种选育、提纯复壮、示范推广、
品牌打造提升和栽培技术等方面提供科技支撑。
丝苗米品种有效支撑丝苗米产业园各实体
主体发展的同时，也支持传统优质大米品牌升级
换代和地方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如罗定市丝苗米
产业园实施主体广东罗定市丰智昌顺科技有限公
司，100% 应用美香占 2 号作为稻米原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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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的有机种植技术，生产出高端有机米产品“亚
灿米”，先后获得中国、日本和欧盟有机认证，
“亚
灿米”畅销港澳，并探索出一条引领传统粮业转
型升级的新路［16］。惠州市博罗县丝苗米产业园
牵头实施主体惠州伴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与周
边农户实行“订单农业”合作种植美香占 2 号和
19 香，年种植 0.33 万 hm2 以上，生产出高端丝苗
米产品“罗浮山御品贡米”；市面销售认可度高，
在提升自身稻米品牌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种植
户的种稻效益。广东韶关粤友粮农业产业有限公
司是广东韶关南雄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一家
民营企业，产业园建设初期引进美香占 2 号，结
合南雄独特的富含磷、钾紫色土壤，采用“黄烟－
水稻”水旱轮作和“鸭稻共作”的种植方式，通
过早造种烟施用有机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晚造放养鸭子，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合理利
用了当地资源，从而种植出与众不同的美香占 2
号，稻谷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打造独具特色的“南
雄丝苗米”地方品牌［17］。
2.2 科企合作成效
2.2.1 推动相关种子企业的发展 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品种是种子企业发展的基石，一个品
种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通过品种使用权的
转让或授权许可，相关种子公司获得优势品种的
支撑，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了一批种子企业
的发展壮大。广东华茂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水稻所为参股单位之一，2012 年前后公
司经营一度陷入困境。2013 年与水稻所签订杂交
稻吉丰优 1002 和吉丰优 512 合作开发协议，有了
优质品种的支撑，公司盈利能力逐年上升，由亏
损企业变成盈利能力较强的种子企业。2018 年以
来，吉丰优 1002 在广东省以突破百万斤的销量创
造奇迹［18］。2020 年吉丰优 1002 省内年推广种植
面积 5.0 万 hm2，是广东省年种植面积最大的杂
交稻品种。之后该公司相继购买了广恢 1002、广
10 优 1002 和香禾优 1002 等品种的使用权，打造
“1002”名牌产品，系列产品迅速占领粤西、桂
南、海南市场，公司得以快速发展，迈入广东水
稻种业第一梯队。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是由
水稻所 2001 年 9 月组建成立的，现为中国种业骨
干企业之一，也是广东省内最大的水稻种子公司，
公司成立至今开发的主要品种以及目前主推的品
种泰丰优 208、广 8 优 165、广 8 优金占和泰优

1002 均为水稻所育成。湖南优至种业有限公司（原
名为湖南金稻种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经营水
稻种子的企业，2016 年与水稻所签订杂交稻泰优
390 品种使用权转让合同，公司以该品种为重点
开发产品，年种子生产量与销售规模逐年增加，
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促进了公司的发展。
江西现代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西省第一家具有
全国育、繁、推一体化经营资质的高科技种子企
业，公司重点经营的产品淦鑫 203、泰优 398、泰
丰优 208 均为水稻所育成的品种。此外，粤禾丝苗、
广 8A、粤农丝苗、五优华占和五山丝苗等一批品
种也助推了四川台沃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兆
和种业有限公司、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荃银高科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一批农业龙头企业、上市企业的发展。
2.2.2 促进水稻品种在生产上大规模应用 黄华
占是水稻所育成的早中晚兼用型优质稻新品种，
先后通过广东、湖南、湖北、广西、海南、浙江、
重庆、陕西等 11 个省区审定和江西 7 市的引种许
可，是我国首个同时适合华南早晚种植和长江流
域作晚稻和中稻种植的广适型优质稻品种［19］。
为扩大品种的推广应用，水稻所先后与多家种子
企业合作，由种子企业协助中试、示范，生产提
供高纯度、高质量的水稻种子，共同推动黄华占
在南方籼稻区大面积推广种植，近 10 年稳居我国
籼稻种植前列，其中 2013—2017 年名列我国籼稻
种植面积前两位，2018—2021 年雄踞我国籼稻品
种种植面积首位，迄今在南方稻区累计推广种植
667 万多 hm2。泰丰 A 是水稻所通过分步聚合与
穿梭育种途径培育出的粒型细长、整精米率高、
垩白少的优质不育系［20］，获第二届广东农业科
技创新大比武总决赛冠军。经广东省金稻种业有
限公司等种子企业共同开发推广，泰丰优系列品
种全国累计推广种植 186.7 万多 hm2，其中泰优
390 2020 年种植面积达 19.7 万 hm2，连续多年成
为全国年种植面积最大的三系杂交稻品种。美香
占 2 号是通过连续回交育种法成功引入 Lemont 优
良品质特性育成的广东丝苗米品种，米粒细长，
心腹白少，米饭香滑、柔软可口，在以世界公认
的优质米泰国茉莉香 105 稻米为对照的全国优质
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中超越对照，2018—2020 年
连续三届获得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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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籼稻品种［21］。以核心技
术成果优质稻美香占 2 号为基础，种子企业和米
业企业协作联动，推动了美香占 2 号在生产上大
规模产业化应用。自 2016 年起，美香占 2 号连续
6 年雄踞广东省种植面积首位，迄今在广东、江西、
广西和湖南四省区累计推广种植 178.6 万多 hm2，
成为全国第五大常规籼稻品种。此外，省内外多
家种子企业通过购买水稻所优质常规稻品种作为
杂交稻的优质恢复系，育成大批品种在生产上使
用，其中晶两优华占、晶两优 534、隆两优华占、
隆两优 53 和荃优丝苗等品种均为年种植面积前
10 名的杂交稻品种，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
重要作用。
2.2.3

推动优质水稻产业发展

广东优质稻育种

研究起步早、技术水平高，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优质稻品种储备丰富，近年来通过与企业合
作，促进一批重要品种在省内外大规模推广种植，
推动并引领着我国南方优质稻产业发展。如优质
稻品种黄华占、五山丝苗（R534）、美香占 2 号、
粤农丝苗、粤禾丝苗、19 香等优质常规稻和泰丰
A 系列品种、广 8A 系列品种等优质杂交稻。多
个品种成为省内外主栽品种，部分品种成为行业
标杆品种，如南方稻区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
黄华占，高档优质稻广东丝苗米标准品种美香占
2 号，获“全国优质稻食味品质鉴评”金奖杂交
稻品种泰丰优 208、泰优 1002，连续多年全国年
种植面积最大的三系杂交稻泰优 390，使得兼细
长粒型和较好的食味品质的丝苗型品种在南方稻
区深受欢迎，引领优质稻产业发展方向。
此外，省内外多家稻米企业利用上述品种作
为主要粮源，为各地稻米品牌的创新升级和锻造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推动了稻米品牌的创建和发
展。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市场主要稻米品牌“太
粮”“华润五丰”“亚灿米”“满心牌”“增城
丝苗”“马坝油粘”和“南雄金友”等主要来源
品种均为美香占 2 号、19 香、南晶香占等优质稻
品种。其中，广东省内的米业企业以美香占 2 号
生产加工 30 多个品牌产品，“亚灿米”和“增城
丝苗”等部分产品还多次获得国内、国际稻米产
品大奖。在广东丝苗米产业联盟认定的 22 款代表
广东高档米的广东丝苗米产品中，有近 70% 产品
是以美香占 2 号或 19 香作为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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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对策

在水稻种业发展历程中，水稻所科技工作者
做出了巨大成绩，育成一大批种类齐全、综合性
状优秀的水稻新品种，一批重要亲本材料被种业
同行广泛应用，通过科企有效合作，推动了水稻
品种在生产上大规模应用，为水稻种业发展和粮
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水稻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萎缩，
水稻种业发展和科企合作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因
此，亟待进一步整合现代育种新技术，提升水稻
种业研发能力，不断创制出适合市场发展新需求
的突破性水稻新品种，创新科企合作模式，拓宽
科企合作广度和深度，为助推水稻种业创新发展
继续发挥“中国籼稻，广东种芯”的领头作用。
3.1 存在问题
3.1.1 现有品种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 水稻品
种只有符合市场、生产的需求，才易于受到企业
的关注和接受。水稻所育成的品种虽然占据广东
水稻种植面积的半壁江山，但随着水稻生产方式
的改变，部分品种审定后就被市场淘汰，现有的
品种不能全面满足水稻产业发展需求，更是缺乏
适合全程机械化及轻简化生产需求的水稻新品种
和与生产相适应的早熟的优质稻品种等。
3.1.2 种子企业合作意愿不强 近年来水稻种业
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水稻优质化加速，种子
企业大量普通杂交稻种子的现有库存成为无效库
存，相关企业转商压力激增，种子企业压力大。
此外，随着水稻种子生产成本的上升，杂交稻种
植面积逐年萎缩，种子销售量难以上升，销售成
本却逐年增加，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种子企业经
营压力大、经济效益低，导致向外购买品种开发
意愿不强。
3.1.3 科企合作模式单一 当前水稻所科企的合
作主要采用品种权许可转让方式，停留在双方简
单的“买卖式”合作。合作层次低，缺乏中长期
合作，更缺少围绕水稻种业发展的重大技术创新
和战略层面合作。
3.2 对策建议
3.2.1 根据企业需求，加强水稻品种选育 科技
创新是促进种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水稻品种选育
应以满足企业、市场需求为导向。随着水稻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要加强适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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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简化、机械化生产的育种研究，选育品质、产量、
抗性、适应性等方面具有重大突破的水稻品种。
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追求，
要深入实施广东丝苗米产业提升工程，加大食味
品质好有香味的丝苗米品种选育，以及适应人们
对健康需求的具有保健功能和营养功能型功能稻
品种选育。
3.2.2 创新科企合作模式 针对近几年水稻种子
企业存在经营压力大、经营效益低等问题，在科
企合作模式上要创新以科企“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为主的模式，如在品种转让方面，要逐步以
提成的方式、初始转让费加提成的方式和定金加
提成的转让方式为主，这样企业前期投入小、风
险低，增加企业投入资金开发品种动力。同时要
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后续提供种子提纯、繁制种
等技术服务支撑，保证企业品种开发的成功率，
提升种子企业经营业绩，培育发展壮大相关的企
业，在科研单位与企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3.2.3 拓宽科企合作广度和深度 水稻所在科企
合作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现阶段种业
发展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须拓宽科企合作的广
度和深度。一是继续发挥水稻所在资源、人才、
平台和育种技术方面的优势，根据企业需求，联
合共同申报科研项目，或由企业投入科研经费委
托育种，共同培育企业需求的水稻品种。二是创
新合作机制，如通过组建“品种转让 + 技术服务”
水稻研发联盟等模式加强合作，水稻所独家授权
或多方授权方式转让品种经营权，并负责授权品
种的繁育、技术改良和人才培训；企业支付品种
经营权费用，提供需求和试验示范基地，负责品
种推广和产业化经营。三是完善通过持股、高薪
聘请等方式的合作机制，快速提升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同时保障育种人员及单位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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