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亚楠 高新昊 张斌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2013
年底，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启动实施强院
建设提升工程，提出到2020年实现“一
个领先、六个更加、五个翻番”，全面
建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国内一
流”的省级农业科技强院。

4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主动作
为，强化担当，砥砺奋进，创新争先，全
院事业发展不断涌现新的亮点，成为山东
乃至黄淮海区域农业转调升级、提质增效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通过国家或省级审
(鉴)定新品种172个，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56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69
项，其中主持获得国家奖励4项、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12项，实现院士零的突破，
2015年荣膺全国文明单位。

提高站位

主动服务大局

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如何发力？省农
科院积极作为，主动寻找切入点服务大
局。与烟台市共建山东省农科院胶东半岛
创新中心，会同省科技厅、东营市政府、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创新机制共
建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研究院，在济阳新
建试验基地……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进
程中，总能看到省农科院积极创新、主动
作为的脚印。

“以全省农民为本，为尽早实现共享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是我们的责任、也是
我们的价值。”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周林表
示。该院上下就“为谁而干”高度统一认
识，提高站位服务大局，推动农业科技强
院建设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

2015年12月31日，省政府第69次常务
会议同意省农科院组织实施“农业科技
创新工程”，
这是全
国

首个省级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旨在探索
解决制约山东现代农业发展关键共性问
题。省农科院以此为契机，开门办科
研，与中国农科院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全
面对接，推动科研创新“接地气”、科
技攻关“大协作”、科技成果“集成
化”，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支撑能力不
断提升。

组织实施“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
膀”腾飞行动，以服务我省“两区一圈
一带”区域发展战略和培育壮大全省主
导农业产业为目标，着力建设博士科研
工作站、企业研发中心等6类公益性科技
服务平台，形成对全省农业生产全覆
盖、零距离、立体化科技服务网络，提
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

问题导向

科研扎根大地

今年，省农科院科研立项经费、层
次再度实现新突破，其中，主持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新增岗位数量均居全国省级农科院首
位，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实现零的突
破、2人成功入选，1人获全国创新争先
奖状殊荣，15个新品种通过国家或省审
(鉴)定，24项技术列入国家农业部与我省
主推技术。省农科院院长万书波表示：
“这一连串的数字，正是省农科院坚持
问题导向，扎根大地搞科研，把创新成
果写在大地上、写在农业问题破解进程
上的真切写照。”

聚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创
新突破。“济麦”家族新品种不断涌现，
其中“济麦229”成为近十年来我省增产
幅度最大的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多项品
质指标优于目前主推品种。创建“玉米花
生宽幅间作技术”，较传统“小麦—玉
米”种植模式亩减少化肥农药投入10%以

上、亩增效益500多元，为机械化条
件下解决我国粮油协

调发展问题蹚出新路。建立国内唯一、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种公驴站，完成国际
首例驴全基因组测序，利用DNA分子鉴
定手段从源头把控质量，助推山东阿胶
特色产业健康发展。牵头成立了“国家
天敌昆虫科技创新联盟”，天敌昆虫(赤
眼蜂)和授粉昆虫(熊蜂)规模化繁育与示
范应用技术已经成熟，平均每亩可减少
农药使用1公斤左右，从源头上防治农业
面源污染。

建立山东农业科技智库，为省委、
省政府农业重大决策提供支撑。组织编
制《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技术路线
图》，梳理解决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的
技术壁垒和制约因素，谋划短期、中期
和远期科技发展路线，推动山东农业新
旧动能转换，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力推转化

当好扶贫后盾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省农
科院积极履行服务“三农”的公益职能，
狠抓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扎实对接精准扶
贫，成为我省扶贫攻坚重要的科技后盾。

主动开展对市县农技人员和新型经营
主体的技术服务与培训。4年来，建立全
省首个家庭农场科技联盟，51处博士科研
工作站、8处企业研发中心、37处科技成
果示范基地、3处农科讲堂、3处农业新主
体双创科技联盟、100多处农业信息网络
服务站点，初步构建起以科技服务(扶贫)
月、科技开放周和“12396科技热线”为
抓手、6类公益性科技服务平台为重点的
农业科技服务格局。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
平台和“12396科技热线”成为该院服务
“三农”的闪亮名片。

构建了“省—县—户”三层立体扶
贫模式，把无棣、东平、费县作为科技
扶贫重点县，联合17市18个分院，组建
了330多人的科技服务(扶贫)专家团，通
过送科技下乡、选派科技副职、对户帮
扶等形式，有力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的
科技水平，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受到

科技帮扶的新泰市山东泰茶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成为带动周边农民脱贫致富的全
省典型。

“第一书记”作为我省叫响全国的
扶贫模式，目前两轮已帮助1193个贫困
村实现脱贫。省农科院积极响应全省部
署，充当全省“第一书记”的科技后
盾，搭平台、送技术、促产业，搭建起
专家与农民沟通对接的平台，支持农村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脱贫，促进农民实现
持续增收。

走向国际

“一带一路”显身手

粮食安全、农业发展是人类发展面
临的普遍课题。省农科院积极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以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为
抓手，不断提升对外合作层次和水平。

积 极 推 动 农 业 科 技 成 果 “ 走 出
去”，惠及更多人民和地区。在苏丹、
印尼、缅甸等国家开展了科技合作和示
范园区建设项目。援助苏丹建设的国家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成为我国援非项目的
典范，在商务部和农业部组织的我国首
批“援非”14家示范中心评估中位列技
术评价第一位，省农科院棉花品种———
鲁棉研28号通过苏丹国审，开创了苏丹
转基因抗虫棉合法种植的历史，目前已
占到苏丹棉花种植面积的90%。

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
合，吸引国际科研资源开展科技攻关。目
前，已与印度半干旱研究所、北卡罗纳州
立大学等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与合作研究
中心8处，合作建设了山东中韩现代农业
示范园，累计引进国外优良种质资源2000
余份、新技术50余项。

去年9月，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
际农业科技合作高层论坛，今年6月，又
举办了“中国山东—中亚五国农业科技合
作高层论坛”，深化了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推动国际合作不断向
纵深发展，为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走出
去”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化担当 砥砺奋进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王亚楠

“我从没想到能把9个孩子都送去上学，还有两个到首都
上大学！”巴比科尔是苏丹拉哈德灌区第6村的村民，也是
“中国1号”的铁杆粉丝。靠着种植这株神奇的棉花，巴比科
尔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崭新的砖瓦房，新买的
皮卡车，孩子们上学也有了保障。看到巴比科尔家的变化，
第 6 村的村民们几乎都重新种起了棉花，种起了“中国 1
号”。

近年来，“中国1号”已经占到苏丹棉花种植面积的90%以
上，惠及23万农户户，，平平均均每每户户年年增增收收88440000苏苏丹丹镑镑。。这这株株神神奇奇的的棉棉
花花，，其其实实就就是是省省农农科科院院育育成成的的““鲁鲁棉棉研研2288””，，由由该该院院棉棉花花专专家家将将
其其引引入入苏苏丹丹经经重重新新审审定定命命名名。。

苏苏丹丹气气候候条条件件十十分分适适宜宜棉棉花花生生长长，，但因当地品种和栽培技
术落后，产量很低，多年前棉花种植已几近消失。2009年，省
农科院与山东外经集团联合承担了我国援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
心项目建设。示范中心依据苏丹实际，积极引进先进品种、技
术。“中国1号”于2012年3月通过苏丹国家审定并定名，同年
12月，实收达399公斤/亩，创苏丹棉花单产纪录。大田种植产
量每亩高出当地品种约3—4倍，可观的效益带动棉花重新绽放
在苏丹大地。

示范中心负责人、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尹庆良说，“中
国1号”还为苏丹带来了棉花加工产业链条的投资。一批中中国国
棉棉纺纺企企业业前前来来投投资资建建厂厂，，其其中中示示范范中中心心引引荐荐的的22家家中中资资企企业业在在
苏苏丹丹已已累累计计投投资资22亿亿元元。。这这也也为为我我国国成成功功开开辟辟了了一一个个质质优优价价廉廉
的的海海外外棉棉花花生生产产基基地地。。

“中国1号”绽放苏丹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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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积积极极响响应应““一一带带一一路路””倡倡议议，，大大力力开开展展国国际际农农业业科科技技合合作作
②小麦专家刘建军在田间做杂交实验

③③农农牧牧废废弃弃物物无无害害化化工工厂厂化化处处理理利利用用模模式式引引来来多多方方““取取经经””
④“中国1号”在苏丹进行实收测产
⑤玉米花生宽幅间作新模式受青睐

□王亚楠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我国黄淮
麦区，有一个声望显赫的小麦大家族———
“济麦”家族。这个家族创下了很多第一，
尤其是该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东
带领团队育成的“济麦22”更是全国的明星
品种，不仅创造过我国冬小麦高产纪录，自
2009年至2016年秋播连续8年推广面积全国最
大，累计推广2 . 53亿亩，产粮1300多亿公
斤，还带动了一大批以其为亲本育成的新品
种，为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早已实现自给自
足足，，但但目目前前优优质质麦麦品品种种少少、、种种植植少少，，仍仍依依
靠靠进进口口；；而而随随着着近近年年来来冬冬季季变变暖暖和和秸秸秆秆还还
田田等等影影响响，，对对品品种种抗抗病病性性、、抗抗逆逆性性提提出出了了
更更高高要要求求。。

““济济麦麦2222””对对于于省省农农科科院院小小麦麦创创新新团团队队

来说，是成就，更是必须跨过去的高峰。省
农科院将粮食尤其是北方主粮小麦的持续创
新攻关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加强创新能力建
设。如今，“济麦”家族又添3名新成员：
被誉为升级版“济麦22”的中强筋高产品种
“济麦23”、品质可与美麦DNS相媲美的强
筋品种“济麦229”和抗旱节水品种“济麦
262”。各有擅长的济麦“三兄弟”一亮
相，就吸引了来自各地种粮大户的关注。

“要不断创新，促进小麦高产优质高
效地协同发展。”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
员、小麦遗传育种团队学术带头人刘建军
说。据介绍，目前还有一批优质品系正在
培培育育，，未未来来22——33年年““济济麦麦””家家族族若若干干新新品品
种种有有望望通通过过审审定定，，其其中中，，有有望望出出现现全全面面、、
明明显显超超越越““济济麦麦2222””的的新新品品种种，，将将带带动动黄黄
淮淮麦麦区区新新一一轮轮品品种种升升级级，，把把中中国国人人的的饭饭碗碗
牢牢牢牢端端在在自自己己手手上上。。

““济济麦”家族端牢中国饭碗

□王亚楠

“有了这个项目，我们乡村环境有
了质的改善，交通也终于畅通了。”提
起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与沃泰生物公
司在当地合作建设的全国规模最大的利
用蔬菜秸秆和畜禽废弃物制造生物有机
肥的基地项目，青州市谭坊镇党委书记
高乐江就直竖大拇指。

青州是蔬菜生产大市，蔬菜给菜农
带来了财富，也给乡村环境造成了难
题。以前，蔬菜集中上市后，大量秸
秆被随意弃至沟中、路旁，主要干道
也也只只剩剩下下单单车车道道。。

蔬蔬菜菜秸秸秆秆废废弃弃物物里里面面含含有有大大量量塑塑
料料 绳绳 、、 塑塑 料料 薄薄 膜膜 等等 杂杂 物物 ，， 分分 拣拣 难难 度度
大大。。作作为为蔬蔬菜菜种种植植、、畜畜牧牧养养殖殖大大省省的的
山山东东，，年年产产各各类类设设施施蔬蔬菜菜秸秸秆秆22000000多多万万

吨吨，，畜畜禽禽养殖每年约产生排泄物2 . 7亿
吨。

“处理不好是污染和烦恼，处理好
了就是资源。”省农机院研究员齐自成
带领科研团队经过4年探索，在全国首
创出一套新型无害化集中处理技术工艺
及配套装备，解决了农牧废弃物无害化
处理生态循环利用的难题。不受待见的
蔬菜秸秆和畜禽粪污，变身成一袋袋优
质生物有机肥。

齐自成说，通过项目实施，省农机
院已经能够依据各地蔬菜结构差异，为
其规划设计最适宜的工艺、装备，使这
一一模模式式能能复复制制可可推推广广。。位位于于谭谭坊坊镇镇的的基基
地地一一经经投投产产，，就就引引来来许许多多具具有有同同样样困困扰扰
的的蔬蔬菜菜种种植植市市县县的的关关注注，，目目前前，，寿寿光光、、
博博兴兴、、唐唐山山、、合合肥肥等等地地已已陆陆续续引引入入复复制制
这这一一处处理理模模式式。。

农农牧牧废废弃物“变身”破解环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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