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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胶东半岛到鲁西平原，从沂
蒙山区到鲁北地区，行走在广袤的
山东农村，不时听到这一类的话
语———

“我家种的优质小麦，成了市
场抢手货”；“我们合作社的苹果
园，用疏花疏果新技术，每亩生产
成本降了5000元”；“我们在玉米
地里用天敌控制玉米螟，每亩少用
了1公斤农药”……

说话者所处地域不同、年龄有
别，然而，他们高兴之余，要感谢
的对象，却都指向同一个单位———
山东省农科院。

“培育新品种、研发新技术，
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乡村振
兴，是我院科技人员应尽的职责，
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
行动。”山东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周
林表示。

周林说：“2013年11月27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院，作出‘给
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的重要指
示。5年来，全院科技人员按照总
书记要求，紧密对接国家和山东重
大战略，实施腾飞行动和农业科技
创新工程，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
果奖励78项，其中国家奖励4项、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4项，通过国家
或省级审(鉴)定品种180个，获得授
权发明专利681项，取得植物新品
种权98个，为推动山东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了有力的科
技支撑。”

培育新品种，

掌握种业主导权

培育优质小麦，让老百姓

吃上国产小麦做的面包

最近，济南市桑园路旁的一家
面包店，买面包的顾客多了起来，
因为这里现在卖的面包比以前卖的
更加松软、有嚼头。

店长刘涛笑着对顾客解释，店
里换了新原料，用的是济麦44、济
麦229磨的面粉。这两种小麦属于
强筋小麦品种，是山东省农科院作
物研究所培育的新品种。

“培育优质小麦，让老百姓吃
上国产小麦做的面包！”中国工程
院院士、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赵振东3 0年前作出郑重承
诺。那时候，国内小麦连年丰收，
但是用国产小麦根本无法做成面
包，生产优质面粉的小麦依然需要
进口。赵振东带领团队历经十几年
艰辛，培育出了我国首个面包小麦
济南17。

在团队成员的努力下，强筋
小麦品种济麦44、济麦229最近几
年接连问世。其中，2018年通过山
东省审定的济麦44具有一半济南17

的血统，是一个品质优良且其它
综合农艺性状突出的新品种。质
量报告显示，该品种达到郑州商
品粮交易所一级优质强筋小麦标
准；其样品的粗蛋白质含量、形
成时间、稳定时间显著高于其它
小麦品种。

前些日子，对原料要求极为苛
刻 的 国 际 知 名 优 质 面 粉 生 产 厂
家——— 香港南顺面粉厂专门发来订
单，要求批量订购济麦44。

负责推广济麦44的鲁研公司副
总经理宋华东说，为满足市场对优
质小麦的需求，2018年秋天，公司
在全省安排种植了10万亩济麦44。
按单产500公斤计算，可年产优质
小麦5000万公斤。这对种植户们来
说，也是一桩好事，每公斤比普通
小麦价格高0 . 2元至0 . 3元，由公司
回收，仅此一项，总收入可增加
1000万元至1500万元。

急棉农之所急，解决产业

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

山东棉花研究中心是隶属山东
省农科院的一个科研单位。翻开中
心的科研历史，一段段急棉农之所
急，解决棉花产业发展中“卡脖
子”问题的往事映入眼帘。

20世纪80年代，我国棉花和棉
制品供应紧张时期，庞居勤研究员
带领团队培育出鲁棉1号。它的育
成和大面积推广应用，结束了美国
岱字棉品种在我国黄河流域棉区长
达20多年的“霸主”地位，结束了
我国进口棉花的历史。鲁棉1号荣
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堪称中国
棉花育种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面对肆虐棉田的棉铃虫，李汝
忠研究员带领团队培育出的转基因
抗虫杂交棉品种鲁棉研15号，是迄
今国内推广面积最大、取得经济效
益最高的抗虫杂交棉品种；王留明
研究员带领团队培育出的抗虫棉品
种鲁棉研28号，连续10年入选全国
主导品种，是推广面积最大的国产
抗虫棉品种。这两个品种先后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面对轻简
化、机械化植棉的需要，张军研究
员带领团队培育出的转基因抗虫棉
鲁棉研3 7号，高产抗逆，株型紧
凑，适合机械化栽培和采摘，得到
大面积推广应用，促进了棉花品种
的升级换代，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

董合忠研究员带领团队开展
棉花栽培理论和技术创新，揭示
了根区盐分差异分布减轻盐害的
机 理 和 轻 简 化 植 棉 的 栽 培 学 规
律，先后建立了滨海盐碱地棉花
丰产栽培技术和棉花轻简化丰产
栽培技术等全国主推技术，累计
推广1 . 5亿亩，增加经济效益150亿
元，促进了棉花种植向滨海盐碱
地转移、棉花生产由传统劳动密
集型向轻简节本型的重大转变，

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研发新技术，

节省成本增效益

突破传统观念，单粒精播

连创花生高产纪录

年过半百的莒南县板泉镇寨子
村村民孟祥伟，过去一直坚信“一
穴 两 粒 播 种 才 能 保 证 花 生 出 苗
率”。但最近几年，他的观念变
了。

2014年春天，他在自家4亩地
里，第一次每穴只播一粒花生种
子，替代传统的两粒播种。结果出
人意料：秋天由山东省农业厅组织
的专家组实打验收，这片单粒精播
技术高产攻关田实收亩产达到752 . 6

公斤，创造了我国花生实收单产新
纪录。

最近5年，我国花生平均亩单
产徘徊在230公斤上下。花生产量
不高，一直制约着产业发展和农民
种花生的积极性。

按照传统观念，花生每穴双粒
种植比单粒种植可有效防止缺苗断
垄。山东省农科院院长万书波研究
员对此提出挑战。在他看来，一穴
双粒不仅用种量大、成本高，而且
在高密度条件下群体和个体矛盾突
出，同穴两株中必然有一株生长和
结荚受到较大影响，个体生产潜力
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群体质量下
降，产量难以提高。据此，他大胆
提出，以单粒精播替代传统的双粒
穴播。

为了验证这个新观点，万书波
与其团队成员在省内外多个地方进
行试验。结果表明，单粒精播优势
明显，它比双粒播种每亩减少用种
4000粒左右，亩用种量减少20%左
右，但增产8%以上。

普通大田里增产效果明显，高
产创建田里的喜讯也接连传来。
2014年，在莒南县板泉镇创造实收
亩产752 . 6公斤的全国高产纪录；
2015年，在平度市古岘镇实打验收
亩产782 . 6公斤，再次刷新花生高产
纪录。

两项技术进果园，每亩降

低生产成本5000元

“今年，我们合作社的这700

亩苹果园，全部采用化学疏花疏果
和免套袋技术，每亩生产成本降了
5000元。”10月下旬，莱州市瑯琊
岭小龙农产品合作社理事长王景波
高兴地向来自全省各地的专家和果
农介绍，同时苹果品质有了提升，
优质果率达到85%以上，虫果率控
制在 0 . 5 %以下，病果率在 1 %以
下。

王景波说的化学疏花疏果和免

套袋技术，是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
究员王金政团队研发的新技术。

9年前，王金政带领的团队开
始研发化学疏花疏果制剂及其生产
应用技术，并进行试验和示范；5

年前，他们启动了苹果免套袋栽培
与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研
发。经过多地多点的试验示范，形
成了一套成熟完整技术体系，得到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韩明玉
等专家的肯定。

据了解，目前我国苹果栽培
面积3700万亩，总产量4400万吨。
人工疏花疏果和套袋摘袋工作量
大、效率低、成本高。其中，仅
山东省苹果人工套袋摘袋成本每
年就高达40多亿元。套袋还会导致
果实品质下降、部分病害加重。
在果园管理中，如何减少用工、
降低成本，已经成为苹果生产增
效的重要课题。

山东省果茶技术指导站研究员
苏桂林认为，在苹果生产中推广化
学疏花疏果和免套袋技术，既可提
质节本增效，生态环保，又能解决
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

研制新设备，

与时俱进向未来

研制玉米收获机械，从收

获果穗到直收籽粒

秋收时节，钻进茂密的玉米地
里掰棒子，然后运回家剥皮、晾
晒、脱粒……这是从前在北方常见
的场景。

为了把人们从手工掰棒子的繁
重劳动中解脱出来，我国从20世纪
60年代开始研制玉米收获机械。山
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是国内最
早从事玉米收获机械研发的科研机
构之一。曾风靡全国的背负式玉米
收获机械，其原型4YW-2背负式玉
米收获机，就是由该院田间收获中
心研究员刘继元在20世纪90年代中
期研制的。

收获机械团队负责人周进研究
员介绍，近几年来他们主要进行高
效低损玉米联合收获、籽粒直收、
玉米秸秆收获等装备的研制与试
验，研发的一系列玉米收获装备，
已陆续进行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
形成了相当的产业规模。

“山东省农机院研制的4YZP

系列玉米收获机，先后在我们公司
批量生产，销售总收入超过 1亿
元，给我们企业带来的是实实在在
的效益啊！”说起双方的合作，山
东国丰公司总经理郑振华欢喜之情
溢于言表。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快和规
模化种植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农业机械化作业的要求越来越
高。以玉米收获为例，人们不再满
足于用机械收获果穗，盼着早日实
现玉米籽粒直接收获。

“要实现籽粒直收，收获机械
是重要的一环。我院从2014年就开
始研制玉米籽粒联合收获机了，适
合黄淮海地区使用的系列新装备先
后问世。”山东省农机院理事长兼
党委书记范本荣说，其中4YZL-5

玉米籽粒联合收获机可一次性完成
玉米摘穗、脱粒、秸秆切碎等作
业。据测算，使用这样的收获机每
亩能节省人工成本80元。

运用物联网技术，打造现

代化智能农场

在山东润源众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正在悄
然改变：偌大的果园里，看不见众
多果农一起劳作的宏大场景，取而
代之的是各种智能装备的有序运
转。

谈起使用智能装备的好处，该
公司总经理秦玉英满脸兴奋：“以
前，500多亩的果园怎么也得十几
个壮劳力来打理，光工资这块就是
个大问题，还不好雇人。现在好
了，我们和山东省农科院合作，浇
水施肥用‘云水肥’系统，打药用
喷药机器人，除草则用除草机器
人，只需要一名技术员动动手指就
可以完成。”

研发这套装备的是山东省农科
院互联网+农场团队。团队负责人
尚明华研究员说：“使用智能装备
是解决未来谁来种地问题的有效方
法。”近年来，在山东省农科院创
新工程支持下，互联网+农场团队
针对山东省产业需求，先后研发了
履带式作业机器人、“云水肥”应
用系统等智能装备。农业物联网云
平台被省经信委列入首批省级物联
网示范平台，智农云宝系列农业物
联网前端设备被省科技厅、原省农
业厅等四部门联合列入全省农业农
村信息化应用主推产品。

科技人员历经千辛万苦培育的
新品种、研发的新技术、制造的新
设备，只有经过推广转化，方能变
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方能惠及广大农民。
5年来，山东省农科院十分重视打
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积极开
展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累计
在全省17地市组织有关活动500多
场次，400余项次成果在实践中得
到转化应用。

科技创新无止境，推广转化在
路上。山东省农科院院长万书波表
示，全院科技人员将继续针对山东
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通过科技创新及其成果推广服务，
支撑山东农业走在全国前列，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实施腾飞行动创新工程

省农科院：插上科技翅膀，助推乡村振兴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通讯员 李才林

本报济南11月22日讯 省统计局
最新数据显示，1－10月，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27224 . 5亿元，增长
9 . 2%，增速与全国持平。其中，限额
以上零售额增长6 . 9%，高于全国0 . 3

个百分点。
“假日经济”拉动消费增长。

“十一”长假我省主要景区游客爆
满，接待游客6613 . 0万人次，实现旅
游消费 5 3 5 . 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 . 3%和12 . 9%。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 1－ 1 0

月，全省城镇市场实现零售额7757 . 5

亿元，增长6 . 6%，占限上零售额的

93 . 5%；农村市场实现零售额539 . 4亿
元，增长12 . 2%，增速快于城镇市场
5 . 6个百分点。

在商品零售中，传统刚需商品增
势平稳。1－10月，粮油食品类、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日用品类零售额分别
增长9 . 1%、7 . 1%和7 . 6%，增速均高于限
额以上单位；零售额合计占限额以上
单位的比重为22 . 8%，贡献率为26 . 3%。

石油制品类商品增势良好。网络
零售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10月，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 . 1%，增
速高出限额以上单位18 . 2个百分点。

(代玲玲 董侠)

前10月山东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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