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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源大国面临“保种”
困境:地方品种加速丧失 利用率低下

拯救“农业芯片”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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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加速丧失
今年 7 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余欣荣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工作调度会上介绍，各省优
质、抗病、耐瘠薄等特性突出的地方
品种丧失速度明显加快。
我国于 2015 年启动了“第三次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计划用五到六年时间对全国
2228 个农业县进行种质资源全面
普查，对其中 665 个县的农作物种
质资源进行抢救性收集，为现代种
业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提供信
息和材料支撑。
三年多来，目前已完成湖北、湖
南、广西、重庆、江苏等 10 省（市、自
治区）623 个县的全面普查和 117
个县的系统调查。2018 年即将完
成四川、陕西 2 个省 207 个县的全面
普查和 58 个县的系统调查。
一方面，行动效果喜人。目前
已抢救性收集各类作物种质资源
29763 份，并筛选出一批特优特异
种质资源。例如广东省连山县发现
种 植 于 山 坡 地 的“ 地 禾 糯 ”
“地禾
粘”，是古老的旱稻地方品种，种植
历史超过百年，这一发现也纠正了
部分专家认为我国种植旱稻历史不
超过 30 年的说法。广西上思县发
现的野生葡萄，高抗霜霉病和根结
线虫。据介绍，我国目前普遍种植
的栽培品种中，尚未发现高抗这两
种病害的材料，因此这一发现对抗
病葡萄品种改良极具利用价值。此
外，重庆柑橘多种植于海拔 600 米
以下区域，这次在城口县海拔 1400
米山地发现了野生香橙，是强耐寒
的野生资源，有望极大地提高柑橘
类品种的耐寒性。同样在此次普查
收集行动中，浙江省宁海县种子管
理站工作人员发现了清代康熙皇帝
亲自发现和培育的稻种——“御田
胭脂米”，其色如胭脂，米中维生素
B1、B2 含量比普通稻米高，镁、硒、锌
等矿物质含量也远高于普通稻米。
另一方面，我国地方品种和主
要作物野生近缘种呈现出丧失速度
加快的趋势。据初步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的
数目，1956 年有 11590 个，2014 年
则仅剩 3271 个，主要粮食作物地方
品种数目丧失比例高达 71.8%。
以水稻为例，湖南省普查的 79
个县，1956 年有水稻地方品种 1366

个，1981 年为 644 个，2014 年仅有
80 个，只占 1956 年的 6%。据了解，
其他主要作物地方品种的情况也基
本一致。
据了解，
“行动”中，共抢救性收
集各类作物古老地方品种、种植年
代久远的育成品种、国家重点保护
的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及其他珍稀、
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29763 份。
经与国家种质库（圃）保存资源信息
比对，这些资源中的 85%为新收集
资源。其中已完成调查的 10 省 623
个县中，有 68 个县的种质资源从未
被 收 集 保 存 ，占 已 开 展 普 查 县 的
10.9%。
湖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负责
人段永红介绍，她保存了 2 万多份
各类种质资源，但有三分之二都是
在 2000 年之前搜集的，之后便很难
搜集到新的古老地方品种。重庆市
农科院介绍，重庆列入国家一二级
保护名录的 97 种野生植物中很多
濒临灭绝，其中由于三峡工程淹没
等原因，致使宜昌橙、万盛 500 年大
茶树等资源彻底丧失。
湖南省浏阳市永安镇芦塘村农
民于国林曾 30 多次到全国各地收
集 老 种 子 ，目 前 已 保 存 了 2000 多
份。他介绍，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
始，农民就不太种老品种，而开始选
择商业化品种。如今，浏阳当地的
老品种占比不到 5%，只在边远山区
和少数乡村有零星种植。尽管于国
林已收集了不少，但一些珍贵的好
品种还是难见其踪。
“ 比如一种叫
‘三粒村’的稻种，就一直没找到。
我现在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雇当地
农民帮我长期寻找。
”他说。

“保种”
困境凸显
1970 年 11 月 23 日，袁隆平的
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南红农场工作人
员冯克珊的帮助下，在当地一处沼
泽中发现了后来被称为“野败”的雄
性不育野生稻。
“ 野败”的发现与利
用揭示了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但如
今，不仅导致资源丧失速度加快的
原因越来越多，对种质资源的高效
合理利用也不够。
据了解，目前我国种质资源保
护和搜集面临较多干扰。商业化品
种推广、气候变化和城镇化，是三个
主要因素。
“施肥不如换种”，在几年
前粮食生产还是“以量为纲”的时
期，商业化品种的更迭速度十分惊

人，一些系列在二三十年间甚至能
够达到 40 次。
“推广商业化品种本身是好的，
但就像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必须
要两者兼顾才好。”湖南省农科院副
院长余应弘还指出，过去大家都在
研究抗寒品种，如今却在研究抗旱
品种，说明气候变了。像湖南省永
州市江永县的一些种质资源原生保
护区，因为干旱已开始萎缩。而城
镇化中大量农田和野外环境被占，
也进一步压缩了种质资源的原生空
间。
普查队伍力量薄弱则导致资源
搜集不全面。
“ 由于财力人力有限，
湖南这次还有三分之一的区县没有
纳入普查范围，这种现象在其他省
份也存在。”本次湖南调查队一组组
长杨建国说，如果条件充裕，能进行
一次全面系统调查，相信还可以收
集到更多珍贵资源。
据介绍，当前我国种质资源的
利用率较低，要么被一些育种家攥
在手里，要么躺在库里“沉睡”。
“资
源很多，用得很少，发挥重要作用的
更少。”湖南省农委种子管理处处长
许靖波介绍，由于目前我国种子企
业“小多乱杂”的局面还未彻底改
观，资源大量分散在育种家手上。
有时候一两份资源材料就能决定一
个企业的生死，因此“宁可烂在手
里，也不愿与人共享”的“私人化”现
象并不少见。
躺在库里“沉睡”的现象也较为
突出。由于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部分企业和科研机构更愿
意去“模仿”
“ 抄袭”别人的新品种，
而不愿意投入精力和资金进行自主
研发，这不仅导致雷同品种一大堆，
也导致大量种质资源都缺少相应的
基础性研究，一个品种好在哪里，有
哪些特性无人知晓。
“也许现在觉得没用，但当我们
觉得有用时，或许已经不属于我们
了。”段永红说，一旦某个材料的“有
用”基因被国外率先掌握，我们就失
去了它的所有权。

拯救
“农业芯片”
我国是全球排名第二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大国，但国内种业十强在
全球市场所占份额还不及国外一家
企业。业内人士建议，要尽快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快对我国种质资源的
保护和利用。
业内人士建议，一要加大投入，
扩大调查范围。此次调查行动除湖
南尚有 40 多个区县未能覆盖外，江
苏省苏州的东山、西山，徐州的铜山
等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也未纳入调
查范围。据了解，至 2020 年，国家
拟投入的总预算为 5.1 亿元，但截
至 2018 年 7 月，行动实施过半，投
入还不到 1.5 亿元，受访者建议应
加大投入力度，
加速方案实施。
二要尽快将已有资源进行扩
繁。段永红介绍，她所保管的 2 万
多份材料很多即将超过保存期限，
其中不乏孤本。但启动扩繁不仅是
一项耗财耗力的庞大工程，更是一
项过程严苛的精密工程。
三要建立共享机制加强开发利
用。许靖波、余应弘等专家建议，国
家应尽快研究出台种质资源共享、
利益分享等管理办法，完善种质资
源信息公开、交换机制，实现利用
效益最大化。同时要加大种质资源
的开发力度，重点加强优质、抗
病、抗逆等重要功能基因的挖掘，
加快优质、抗病虫等骨干育种材料
的创制，为突破性品种选育提供有
力支撑。
四要防止“种子主权”流失。
不少专家透露，中国现有的一些种
质资源，经各种不明途径已流失到
国外。这些资源因未经有关部门的
审核和登记，属非法出境，很难在境
外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直接导致
了中国种质资源的流失。
“比如杂交水稻，国家应该鼓励
中国品种资源从合法、正规渠道出
口，防止和严厉打击非法出境，在目
标国或地区申请当地的植物品种保
护权或技术专利，并严格执行中国
种质资源出口的审核和登记制度，
从而使中国杂交水稻品种资源受到
合法保护。”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一位专家表示。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经济参考
报》
）

【链接】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与利用发展目标
1.珍稀、野生资源得到有
效收集和保护，优异资源得到
有效引进，资源保存总量大幅
提升，结构优化。到 2020 年，
新增种质资源 7 万份，保存总
量达 55 万份，其中国家长期保
存 50 万份，引进资源比例提高
到 25%；到 2030 年，再新增种
质资源 23 万份，保存总量达 78
万份，其中国家长期保存 70 万
份，引进资源比例提高到 30%。
2.攻克一批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的关键技术，发掘一批
有重要育种价值的新基因，创
制一批突破性的新种质。到
2020 年，完成 5 万份种质资源
的重要性状表型精准鉴定、全
基因组水平基因型鉴定及关联
分析，发掘和创制 500 份有重
要育种价值的新种质。到 2030
年，再完成 10 万份种质资源的
重要性状表型精准鉴定、全基
因组水平基因型鉴定及关联分
析，再发掘和创制 1000 份有重
要育种价值的新种质，为新品
种培育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 构 建 由 种 质 保 存 库
（圃）、原生境保护点、鉴定评
价 （分） 中心、信息网络平台
组成的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鉴定评价和共享利用体
系。到 2020 年，基本完成种质
资源保存库 （圃） 和鉴定评价
（分） 中 心 认 定 与 完 善 ； 到
2030 年，基本完成原生境保护
点、监测预警中心 （站） 及国
家种质资源数据库、信息查
询、展示分发体系完善与补充
建设。
——摘自 《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
规划 （2015—203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