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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好种子 激活“芯”动力
——市农科院引领种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实习生 王
若琮）7月10日下午，伴着明媚阳光，烟台市福建商会
开展了党建活动，集合商会成员，并邀请烟台市多个
异地商会及安溪茶叶协会专家代表，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探讨商会党建、会建责任。

本次党建活动包括参观家美妇产医院和座谈会
两部分。在参观环节中，现场解说员介绍了医院各处
设施及党建成果。其中，医院专设一条党建走廊，通
过张贴照片与文字的方式，展示党的辉煌百年历程，
吸引与会者驻足观赏。

座谈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会商会人员密切交流、
各抒己见，为烟台市福建商会实施的“以党建带会
建、以会建促党建、以共建求发展”机制提出了意见
与愿景，对加强建设众商会组成的党建联盟积极建
言献策。各商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建活动
为动力，继续密切联盟联系，深化合作，响应党和国
家的号召，勇担社会责任，服务为民，在新征程上作
出更大的社会贡献。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
员 刘向东 马小妹 摄影报道）在莱州市金诚
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禁止滞留区、门上的
防撞标识、车间的安全规定、限高标识及车间
门牌号标识等都张贴在车间门前的醒目位
置。“经过辅导后，我们将人行通道单独划线
规范，使人员、车辆做到有序、分流，这样更加
安全。”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在员工作业区，他
们还张贴了防碰撞、防触电及设备操作的禁
止事项、警告事项及必须事项，通过颜色及标
识，充分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作业标准化。

企业管理升级工程是莱州市护航企业发
展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年工程启动以
来，该市选取各行业规上工业企业100多家进
行重点扶持。目前，第三期企业管理升级工
程正在有序开展，随着工程的扎实有力推进，
企业的蝶变成长清晰可见。

“过去我们企业发展一直没有一套完整的体
系，很多流程存在不规范、不安全等问题，通过参

加工程后，大家工作有了模式和机
制，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规避
了安全隐患，员工的精气神也
更加饱满了。”莱州润星采
油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旭东告诉记者。记
者看到，从厂区到车
间，处处干净整洁，
生产现场划线及
安全标识格外醒
目，工厂设备操作流
程图规范张贴，工人们
正在有条不紊地作业。

“最开始整改的时候
确实花费不少精力，但是我们
相继制定了奖惩措施，大家的
积极性都上来了，企业十分受
益。”莱州市蔚仪试验器械制造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耀义表示，最鲜明的变化就是工

具的使用，以前工具随处
乱扔，使用时既费力又
耽误时间，如今都是按
照工具形状放归原
位。在专家的指
导下，企业能够
规范性作业，
提高了效率
和时间，在
主营业务实

验分析仪器制
造上不断取得新

成就。
企业管理升级

工程由政府全额买
单，采用独家知识产权

MCIT模式，由国内专家
授课、带队指导，围绕管理

制度、生产规范、商业模式、安全体系、质量管

理等核心内容，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指导、专项
治理等系列措施，把教、学、用紧密结合，全面
推动企业管理升级。企业一致反映见效快、变
化大、效果好，比以往任何学习形式更加受
益。目前，累计组织集中学习12次、培训人员
2500余人，开展现场指导300余次，为企业实
施内训100余次，举办现场观摩座谈会3次。

通过管理升级，企业管理体系得到快速
建立优化，由过去未建立、碎片化实现了升级
后的系统化、规范化，企业文化、工作流程、部
门职位、管理制度、薪酬绩效等体系均得到大
幅完善。与此同时，企业现场管理快速实现
了规范化，质量和成本管控水平明显提升。
企业人员应对数字经济、资本经济的能力提
高了，培育出了一批懂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
企业管理人员专业能力显著提升，为企业管
理、工艺、安全、环保、人才等各项工作科学、
系统开展，以及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储备了人才、拓展了空间。

莱州市护航企业发展——

企业管理升级 政府全额买单
党建联盟聚力服务为民
烟台市福建商会赴家美妇产医院开展党建活动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苏佳明 姜法祥 摄影报道

市农科院西部扶贫科研人员指导自主选育的黄瓜新品种栽培技术市农科院西部扶贫科研人员指导自主选育的黄瓜新品种栽培技术。。

烟农烟农12121212品种小麦实收测产达到每亩品种小麦实收测产达到每亩847847..11公斤公斤。。

市农科院与南京农业大市农科院与南京农业大
学共建研究生工作站学共建研究生工作站。。葡萄专家现场培训新葡萄专家现场培训新

品种栽培技术品种栽培技术。。

莱州工信局与专家一起走进莱州工信局与专家一起走进
企业指导企业指导，，提升企业管理体系提升企业管理体系。。

种子
是农业的“芯片”，

种业发展水平关乎农业生产和粮
食安全。

长期以来，市农科院以种业科技创新为己
任，着力提升现代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助力高质
量农业稳产保供，在品种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
权培育及配套技术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种质资
源保护、育种科研攻关、种子种苗良种繁育等方
面均取得新成效，现代种业技术体系加速成型，
有效激发农业“芯”动力。

“种业创新工程”硕果累累

6月13日，亩产818.16公斤，突破鲁西地区
小麦单产纪录;16日，亩产830.84公斤，创山西
省小麦单产最高纪录；22日，亩产778.32公斤，
创全国旱地小麦单产最高纪录，打破其2019年
创造的高产纪录……

在今年夏收中，“烟农1212”小麦新品种再
次取得亮眼成绩，展现出良好的高产、抗寒、抗
病、抗倒伏、抗干热风、抗衰老、广适的“一高五抗
一广”特点。2015年以来，“烟农1212”已连续6
年、11次在山东、安徽、山西等地实收测产中亩
产突破800公斤以上。其中，两次刷新全国冬小
麦单产最高纪录（840.7公斤），两次刷新全国旱
地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更可喜的是，小麦品种、品系还在不断推陈
出新。“目前正在国家、省、市各级试验的新品系
有30多个。其中，在国家预备试验中，几个品系
表现非常抢眼。”市农科院科研管理处副处长、小
麦育种专家、高级农艺师李林志说。

沉甸甸的麦粒正是市农科院种业发展的累
累硕果之一。多年来，市农科院持续实施“种业
创新工程”，不断培育优质、高产、高效的新品
种。“十三五”期间，通过国家级和省级审定新品
种累计47个，获得新品种权10个。“烟农”系列
小麦、“烟富”系列苹果、“烟薯”系列甘薯已经成
为烟台种业的靓丽名片。选育的“烟农1212”

“烟农999”小麦新品种多次多地刷新当地小麦
高产纪录；“烟薯25”被称为全国最好吃的红薯，
累计全国推广面积已达到1000多万亩，2020年
达到460万亩，占全国的11.5%，种植面积呈稳
步上升趋势；引进选育的大樱桃品种数量占全国
主栽区品种的80%；“烟富”系列苹果登记数量
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全国苹果苗木80%繁
育自烟台市。

市农科院充分挖掘地方品种特色优势，选育
的优质大白菜新品种“福山二包头”、“烟红103”
番茄、“翡秀”黄瓜等10个蔬菜新品种通过国家、
省级审定与鉴定，选育的番茄新品种“金阳蜜珠”
2017年被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分会评为表现最优
异的樱桃番茄品种。

种业发展基础在种质资源。市农科院高度
重视种质资源的搜集、保护和利用，先后建设小
麦、苹果、大樱桃、蔬菜花卉等种质资源圃7个，
保存前端、前沿优异品种与种质资源5000余份。

提高政策含金量，激发科研积极性

“院里鼓励我们育良种、繁好苗，拿‘烟薯
25’来说，每年收取的100万元品种权转让费，作
为成果主要完成人，我个人能收入几十万元。我
肯定要继续坚守，培育更多的优良品种，给院里
争光、为乡村振兴出力。”“烟薯25”品种选育人
辛国胜说。

2003年，当全国各地甘薯评价标准还放在
产量上时，市农科院甘薯团队已经把品质放在第
一位，品质育种的理念比全国提前10年。辛国
胜采用“鲁薯8号”为母本，选用了30多个优质
种质资源作为父本，进行改良杂交。经过近10
年的努力，最终选育出“烟薯25”，在国家试验
中：产量第一、品质第一、可溶性糖第一、抗黑斑
病……诸多优势让其在全国迅速蹿红。2016年
开始大面积推广，2019年种植面积接近400万
亩，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甘薯品种。不仅如
此，凭借优秀的加工特性，“烟薯25”还衍生了一
系列产品，从薯片到地瓜干，从薯酒到薯泥，产业
链越做越长。

以一个单品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给大家带来
启发：一个优秀的品种必须符合消费者需求，必
须跳出传统思维，着眼市场需求，放眼产业发展。

辛国胜研发“烟薯25”的经验，正是市农科
院提升政策“含金量”，激发科研积极性的生动事
例。为调动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促进
科研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形成与科
研院所创新创业创造导向相呼应的全方位、系统
化的分配激励机制，市农科院结合国家省市有关
政策制定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管理办法》。按
照规定，成果转化收益的50％由成果完成人组
织分配，其中主要完成人的奖励不低于50%，剩
余部分在成果完成团队内分配。20%由院里组
织分配，用于奖励成果完成单位确定的为科技成
果转化做出贡献的行政后勤、科研辅助等单位的
相关人员。剩下的30%用于事业发展，主要用
于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等。
人才是种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市农科院坚

持“走出去，引进来”，重点选拔一批青年科研骨
干到德国农作物栽培联邦研究中心、波兰园艺研
究所、保加利亚果树研究所、中国农科院等国内
外知名高校院所进行研修，提升科研创新创造能
力与专业技术水平；积极争取引进国内外一流农
业院校的优秀博士，带动特色学科快速、高质量
发展，带动优势科研队伍快速、高素质成长。两
年来，培养正高级农艺师10人，打造粮油作物、
果树、蔬菜花卉、畜牧4个种业创新团队，引进博
士8名，围绕优势主导产业，实施重要种业重点
突破。

“以前是‘吃大锅饭’，大家雨露均沾。现在
我们改变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方式，激发科
研带头人的积极性，营造氛围推动全院戮力创新
创业创造。”市农科院科研处副处长、高级农艺师
张序说。

着眼未来，构建农业学科新布局

做小麦的只研究小麦，做玉米的只研究玉
米，两者互相割裂——“经过60多年的发展，内
部机构设置呈现出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小而全
却不精、条块分割、政出多头、重叠研究、散而无
力等诸多问题，阻碍了长远而强有力的可持续性
发展。”张序分析说。

面对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2019年，市农
科院启动内设机构改革，围绕农业全产业链条布
局学科团队，着眼粮油作物良种、果蔬花卉种苗、
农药肥料、智慧农业和智能装备、畜牧兽医、农产
品检测、贮藏加工与品牌营销等重大科技产业，
构建未来农业发展学科新布局，以更好适应科研
事业和产业发展需要，推动全院各项事业发展再
上新层级。

放大优势，顺应趋势。将育种、栽培、植保
与土肥、分子生物技术等有关学科、人员进行

归并、分类，形成合力，放大传统优势，进一步
做大做强作物、果树、蔬菜花卉学科。顺应5G
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物联网等发展趋
势，开展智慧农业、智能装备、动植物生命科学
等方向研究。

构建大学科、大团队、大产业、大板块的组
团式发展模式。将育种学科归并重组，组建粮
油作物研究大学科；将苹果、大樱桃、葡萄、梨、
小浆果等果树小团队重新整合，合并成苹果·果
业研究大团队；将植物保护和土壤肥料合并为
农药肥料板块，蔬菜和花卉合并为蔬菜花卉板
块，高起点培育畜牧兽医研发板块，集中优势力
量面向大产业，做深做全研究，培育大成果，实
现大转化。

行政后勤服务单位压缩机构，精兵简政。对
现有行政后勤和科研辅助单位进行重新整合、分
配，对人员数量较少、服务职能较弱的中层单位
进行合并、撤销、重组，组建综合服务中心，合并
部分服务职能。

内设机构改革后，各研究所整合资源、优化
专业，进一步完善产业对接、市场衔接体制机制，
全院创新创业热情空前高涨。

“以前小麦所只有3个博士，整合以后粮油
作物研究方向博士数量达到7个，他们的基础研
究可以发挥更大效应。去年，两个分别研究玉
米、小麦的博士联合申报了周年高产栽培课题，
将来可以为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李志林说。

科企深度融合，聚集创新力量和资源

组建推广联合体、共建科技创新平台、联
合开展技术创新服务……科企合作，落地开
花。为加快“烟农1212”小麦新品种转化，市
农科院牵头与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海种业有限公司等大型种业公司，成立

“烟农1212”推广联合体，创新推广模式，全
力推广烟农1212小麦新品种。2020年，该

品种顺利通过
国家南北片审定，是市
农科院首个通过双国审的小
麦品种。观赏与香料植物创新中心、梅花科技创
新示范基地、设施大樱桃创新示范基地、生物关
键技术研究及果园精准施肥体系构建、果品精深
加工试验基地等一批与企业共建的科技创新平
台也相继揭牌亮相。同时，还与涉农龙头企业联
合开展产品技术服务项目，自2020年以来，与拜
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
公司、山东民和生物科技公司等80余个企业联
合在种苗、肥料、农药等方面合作开展技术服务
与试验，完成科技部门认定的技术服务合同110
份，技术服务费总额达450余万元，极大地推动
了科研院所与农业企业立足全产业链需求的深
度融合发展。

市农科院依靠创新平台建设，整合科研院
校、龙头企业研发机构的科技资源和要素，搭建
国家、省、市级三个梯队种业科技创新平台，以及

稳定的良种创新研发战略合作关
系。“十三五”期间，承
建完成农业农村部国
家农作物品种区域试
验站、山东省烟台市国
家苹果育种创新（科
研）基地和投资 3700
万元建设 10560 平方
米的烟台苹果种苗脱
毒繁育中心。2020年，
承建“山东省苹果·果
业产业技术创新创业
共同体”项目，注册成
立山东苹果·果业产业
技术研究院。

征途漫漫，唯有奋
斗。市农科院将坚持品种
引领，项目带动，搭建平
台，聚集人才，构筑种业高
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