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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rop seed industry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have been elevat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importance. It urgently needs to improve the crop se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The crop seed industr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mature
industrial innovation system dominated by enterprises; however, China's crop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system is large but weak, the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s low, and the innovation ecology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is immature,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Based on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lobal crop seed
industry and identifying the problems and obstacles restric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it is suggested to fully consider the unique laws and needs of
agricultural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optimize and integrate the national seed
indust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and build a market-oriented, enterprise-centere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government integration, and whole industry chain integration. The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lly utilizes the advantages of a unified large national
market on the basis of fully consider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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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形势下做大做强农作物种业、保障粮食安全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当前迫切需要完善农作物种

业国家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相对于农业科技强国已形成以企业为主的农作物种业国家创
新体系，我国农作物种业仍面临着国家创新体系大而不强、科技创新效能低下、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创新生
态尚未形成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种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文章在分析全球农作物种业创新
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剖析种业国家创新体系制约我国种业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问题和障碍。建议要充分考虑
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的独特规律和需求，加强顶层设计，宏观统筹优化整合全国种业科技力量，构建以市场
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政结合、全产业链一体化的中国特色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在充分考虑
区域差异性基础上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
关键词 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产业链，创新链，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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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是基础性农业生产资料，是保障国家

技发展，特别是重点科技领域（如生物育种方面的基

粮食安全的根本，是农业的“芯片”。新形势下，推

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已取得突出进展，论文发表和专

进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对提升农业发展效率和实现

利授权数量快速增长。通过检索 Web of Science 核心

“自主可控”、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数据库和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从论文发表和专利授权

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我国在农作物种子科

的数量上看，美国和中国以绝对优势处于第一梯队。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科学技术部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ZLY20213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904185），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7202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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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国农作物种子核心技术仍明显受制于人：一

展”态势 ①。“两超”是指德国的拜耳（孟山都）公

方面，表现为我国科研成果质量不高，在全球高被引

司和美国的科迪华农业科技公司，“四强”是指先正

论文、全球有高价值核心专利及海外专利布局等方

达集团、巴斯夫公司、利马格兰公司和科沃施公司。

面，都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

高度集中的产业态势使得种业创新资源高度汇集在大

等发达国家已形成以跨国龙头企业为主导，以育种、

型种业企业中，以种业龙头企业牵动创新链产业链融

制种、销售三大环节为主线的较为成熟的农作物育种

合。全球前五大种业科技公司构筑了种业研发技术的

产业创新体系，而我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不完

壁垒，在种业研发人才和研发能力、专利申请、种质

善，具体体现在：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体系和创新生

资源库、技术转移转化、产业化等方面形成独特优

态不完善，存在创新主体“小、散、乱”、育种体系

势。

创新效率低、种业企业创新能力弱、种业创新链产业

（ 1 ）构建全球研发网络基地，汇集全球研发力

链脱节及种业监管体系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

量。 拜耳（孟山都）公司形成以研发战略部为主的

了我国农作物种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加强农作物

“项目管理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研发网络基

种业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建设，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

地，雇佣大约 1.6 万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的科学

深度融合、解决种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提升种

家投入其研发项目中；同时，聚焦前沿数据科学创

业国际竞争力、推动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

新，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以实现“高科技 +

径，有助于满足我国农业用种量需求巨大且人均耕地

大数据”的精准农业研发战略。

面积不足的现状，从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 全球化高效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已

形成

（2）研发全球先进种业生物育种技术，建立全球
最全种质资源库。生物育种的专利分析表明，全球生
物育种研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愈
加突出。从全球专利申请人的排名看，科迪华、原孟

当前，全球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体系以跨国龙头

山都、先正达、拜耳、巴斯夫五大跨国公司占绝对优

企业主导的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体系与国家农作物种业

势，1926—2020 年合计专利申请数达到 14 060 件，占

科技创新体系之间相互嵌套的形式呈现，形成了全球

全球专利申请量的 14.3%②。从创新资源上看，科迪华

化的高效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

拥有全球最齐的全种质资源库，同时也有种子研发团

1.1 全球已形成跨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创新链产业链

队专攻农业领域，以及适用最广泛的基因编辑技术和

在全球范围，农作物种业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1.2 主要农作物种业发达国家实现了国家创新体系

融合体系

种业企业规模迅速扩大，龙头企业发展日益国际化，

相关的赋能技术。

与龙头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创新体系的嵌套

种业产业链一体化态势日趋明显。全球种业企业正朝

全球种业发达国家集中在欧美，以美国、德国为

着多元化、集团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目前，全球排

代表，呈现以跨国企业带动的“种质收集和技术研发

名前 20 的种子企业销售额呈现“两超四强、差异发

全球化、产品本土化”的态势，并不断在全球范围内

① 王莺 . 他山之石，复盘全球种业巨头成长路径看种业未来 . (2021-01-25). https://www.weihengag.com/Home/article/detail/id/8557.html.
② 检索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8 日，专利时间范围为 192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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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产业链，积极融合全球创新链，提升竞争力。同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 3 层创新主体[2]，包括：① 由

时，主要种业发达国家的政府从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

美国政府或公共基金资助的原创性种业基础研究，主

角度部署项目并给予政策支持，构建以龙头企业为主

要由大学、公共科研机构和美国农业部（ USDA ）所

导的国家种业科技创新体系。政府围绕创新链产业链

属试验站执行；② 由大型种业企业或生物科技企业

融合视角部署的研发项目具有 4 个特点：① 资助项

资助技术研发，大学团队、生物科技企业和大型种业

目旨在促进大学、政府研发机构、行业组织之间的合

企业的研发部门是主要执行主体；③ 由大中型种子

作；② 以项目带动人才培养，人才根据产业需求流入

企业投资的商业化育种。其特点表现为：企业是创新

不同环节；③ 项目的选题大部分源自种植问题或市场

主体。种业龙头企业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统领美国种业

需求；④ 针对小麦、玉米等单个农作物育种开展项目

创新链和产业链，直接参与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和

部署。

服务；它们虽然不直接开展基础研究，但面向需求提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全球第一种业大国，美国的

出科学问题，并组织科研力量开展研究。政府起推动

种子市场份额占全球 35% 。这得益于美国逐渐形成

作用。 政府在种业发展初期起主导作用，后期起推

的以龙头企业为主的种业创新体系。美国种业发展

动作用。美国种业的政府主体主要是美国农业部。

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历经了政府主导期、立法过渡

自 1862 年美国农业部成立就设立种子处，负责收集

期、垄断经营期到全球经营期的发展历程。政府主导

新的种子和种苗，并进行适应性种植试验。美国农业

期（1900—1930 年）：创新主体是美国州立大学和农

部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所（NIFA）设立植物育种协调

业试验部门，主要技术是外来品种试验后本地化；由

农业计划（CAPs）等支持种业育种科技创新的资助计

于缺乏良种法律保护，很多品种很快出现混杂退化现

划，鼓励面向需求、公私合作、资源整合、开放创新

象。立法过渡期（1930—1970 年）：美国通过立法对

的种业科技创新。在农作物育种的论文检索中，美国

品种进行保护，种业逐步市场化，私有资本开始进入

农业部成为美国甚至全球发文最多的机构 ④。 高等教

生物育种研发 [1]，创新主体从以公立机构为主转向私

育机构为种子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提供必要的人力资

立机构为主。垄断经营期（1970—1980 年）：私营种

源。尤其是《莫雷尔法案》及其随后相关法令的颁布

子公司成为美国种业的支柱；这一时期，重组 DNA 技

实施，促进了美国农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发展，

术等生物科技的发展推动种业快速发展 ③。高新技术

为美国农业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促进了

的应用和超额利润吸引了大量资本，通过市场竞争和

美国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

科技创新，形成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一体

2 我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大而不强、

化的垄断经营模式。全球经营期（1990 年至今）：美

效能不高

国种业快速发展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从垄断美国国
内市场向垄断全球市场迈进，跨国龙头企业带动全球
产业链发展。
美国种业创新体系通过不断演化，逐渐形成了围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种业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
种业企业培育。仅 2011—2019 年在种业提升工程中就
投入了近 18 亿元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并撬动了

③ 重组 DNA 技术随着 20 世纪 50—60 年代生物学进步而发展，经过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讨论与论证，20 世纪 80 年代加速发展。
④ 检索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17 日，检索数据库：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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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金 12.8 亿元 [3]。然而，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种

（3）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不足，同质性强。

业创新体系相比，我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大而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改良品种的基因来源。虽然我国农

不强，核心技术落后于人，种业资源配置不合理，企

作物种质资源长期保存总量超过 517 299 份[4]，保存总

业创新能力弱。

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只有不到 10% 进行了初步

2.1 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存在短板，核心技术

精准鉴定 [5]，鉴定的广度和深度不足，离实际生产应

落后于人

生物育种是推动现代种业发展的基石，我国生物

用有较大差距。与此同时，在新品种培育方面，我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同质化严重，优异种源创制上和美国

育种研究取得快速发展，在论文和专利数量方面已紧

等存在较大差距。

逼美国，但在质量和核心技术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2.2 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内创新主体协同不

（ 1 ）农作物育种研发质量存在短板。 虽然我国

够，创新力不足

发表的生物育种相关论文累计占全球论文的 14%，已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拥有农业院校 84 所，农科

成为仅次于美国（论文比例为 36% ）的生物育种创

院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有 34 个直属研究所和 9 个共建研

新大国 ；但是，在全球 1 713 篇高引用论文中，我

究所⑦，种业企业 3 421 家（2018 年数据），此外，还

国仅占 403 篇，而美国有 921 篇。此外，虽然目前我

有 17 个农业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16 个种子相关国家

国当年申请专利数已经超过美国，但在全球高价值 ⑥

工程技术中心、34 个国家认定的种业企业技术中心；

的 8 379 件生物育种核心专利中，我国仅有 461 件，而

但是，农作物种业创新链、产业链隔离，种业创新体

美国却拥有 6 035 件。上述情况说明，我国农作物育种

系大而不强，种业创新效率低下。

⑤

（ 1 ）我国农作物种业资源配置不合理，产学研

研发虽然在数量上表现良好，但是在质量上仍然存在
短板。

协同性差。我国育种资源（包括种质资源、育种人员

（ 2 ）农作物育种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等）80% 以上集中在国有科研院所和高校，种业企业

我国种业缺乏原始创新和领先性创新，基因编辑和调

占有的育种资源不足 20%。然而，种子研发经费 80%

控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仍然由国外机构掌控。例如，

以上主要投入在农业科技应用技术研究上，只有不

在基因性状功能鉴定和等位基因发现方面，美国拥有

足 20% 的经费真正投入在育种过程中 [6] 。科学技术

高达 12 930 件专利，而我国仅有 3 409 件专利，差距较

部 2016—2018 年持续部署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农

大。又如，已经有大量的种子重要功能基因被发达国

作物育种”重点专项，目前已知部署 50 多个项目，总

家的种业企业发现并注册申请专利。因此，中国将来

资金将近 10 亿元。但这些项目主要承担单位为科研机

若要提高农作物的某方面性状，则不可避免地受到国

构和高校，企业在其中的作用甚微 。此外，我国农

外知识产权限制，从而陷入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

作物种业科技人才、种质资源等科技资源配置长期过

境地。

于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 [7]，导致研究成果与市场需

⑧

⑤ 检索时间：2021 年 1 月 8 日；检索数据库：IncoPat 专利数据库。
⑥ 本研究中将专利价值度星级为 10 的专利认定为高价值专利。价值度星级融合了专利分析行业内最常见和重要的技术指标（如技
术稳定性、技术先进性、保护范围层面的 20 多个技术指标）并通过设定指标权重、计算顺序等得到。
⑦ 笔者根据《2019 年高等教育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统计。
⑧ 笔者根据科学技术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资助结果统计。

970 2022 年 . 第 37 卷 . 第 7 期

完善我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求相脱节、新品种选育和产业化相脱节。同时，在现

导致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大而不全、效能低

行考核评价体系下，科研院所和高校由于更注重理论

下的主要原因。

发现、论文、专利等成果，导致技术研发不能主动对
接种业企业或农民需求，进而导致产学研协同性差、
农作物种业创新体系整体创新效能不高。
（2）我国农作物种业企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弱。

3.1 我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治理不完善

我国“作坊式”的育种方式导致种业创新体系区

域分散严重，生物育种相关政策不健全，难以形成规
模效应和创新生态。

我国现有种业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推广公司，其中具备

（ 1 ）我国生物育种技术的政策壁垒阻碍了其产

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少，掌握的科技资源不足；同

业化发展。我国促进生物育种技术发展的政策尚不完

时，种业企业本身研发投入严重不足，研发效率低

善。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例，我国缺乏配套的产品产

下。① 我国种子企业规模偏小，行业集中度低，难以

业化政策，现行很多政策并不适应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形成规模效应。从全球数据看，2018 年世界前三强种

及产业化，育种技术的应用被自己“卡脖子”。美国

子企业的市场份额约为 50%，企业规模大、行业集中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保障了育种技

度高。而我国种业市场中，2018 年注册资本在 3 000 万

术开发从公共部门转向私有部门，极大推动了生物育

元以上的种业企业（约有 1 186 家）却仅占 34.7% 的市

种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应用。而我国对于育种技术和

场份额，前 50 强的种子企业仅占约 35%的市场份额。

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示范推广政策和机制存在一

虽然我国正在通过海外兼并等方式塑造龙头企业、提

定缺陷。虽然自 2020 年以来我国开始出台政策以大力

升产业集中度，如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集团；但

推动生物育种技术，但离产业化和形成良好的创新生

是，我国农作物种业领域仍存在很多小而散且研发能

态还存在一定差距。

力不强的企业，行业分散，无序竞争频发，抗风险能

（2）缺少调动资源和衔接基础研究与育种应用的

力和国际竞争力尚不足。 ② 企业规模偏小导致研发

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尚未显现，创新

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弱。美国农作物种业相关专利的

链与产业链脱节。育种资源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

申请主要以企业为主，而我国累计的专利申请中主要

校，而种子品种需求更多的是企业或农民。基础研究

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约为 60%），企业占比较少

与育种应用脱节，良种商品化率低，难以推动种业发

（约为 33%）；我国全部种业企业在 2019 年研发投入

展。龙头企业对于推行行业标准、完善全产业链创新

总计 39 亿元人民币，而拜耳一家公司每年在种业上投

有较大带动作用，并能形成较大范围的种质资源和专

入即达 20 亿美元。由上述可知，我国种业企业规模较

利资源，而这对于形成产业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我国

小，在国际市场份额占比很低，研发投入不足且创新

自 2016 年采用兼并收购的方式塑造种业龙头企业。例

能力弱，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与国际种业集团相比类

如，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全球领先植保公司、高价值种

似“小舢板”和“航母”的差距。

子领域排名第三的先正达；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3 我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治理不完善

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也正在加大发展与并购

是导致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难的主要原因

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种业产业生态，但效果
还有待进一步显现。目前，国内现有种业企业未能形

我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治理不完善，以及

成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缺少完备的品种选育、种子

面向全创新链的农作物种业产业监管体系不健全，是

生产、示范推广、营销一体化的产业化体系，难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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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

业链融合的基础。我国需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

此外，育种人才、种质资源等科技要素向种子企

全出发，基于农业种业发展规律，在有效发挥政府

业流动的机制不畅，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研

引导基础上，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

发创新体系尚未形成，也导致整个创新体系缺乏活

产学研政结合的中国特色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

力，整体研发水平难以提升。

系，以创新体制机制、推进良种联合攻关，充分发

3.2 面向全创新链的农作物种业产业监管体系不健全

挥龙头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积极作用。打通

种业全产业链涉及科研院所和高校、种业生产企

上、中、下游创新链条，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

业、种业加工企业、种业销售企业和农户等多种主

融合，形成全产业链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加快培育

体，包含品种研发、培育和销售等多环节，涉及资

和推广高产稳产、绿色生态、优质专用、适宜全程

金、技术、人力等多方投入。当前阶段，我国种业科

机械化的新品种。

技创新体系的监管还存在诸多问题，相对薄弱：在研

4.1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府引导，发挥新型举国

发、生产、销售 3 个阶段均未形成完备的监管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运行混乱。
在研发阶段，专业化主体（如科研院所、种子公
司）对新品种的争夺较为激烈，提高了新品种审核的

体制优势

强化统筹谋划，加速创新资源优化整合，推进创
新主体协同合作，共同推进健全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

报送比例，但质量并没有提高；生物育种技术的植物

（ 1 ）制定种业发展战略和细分行业的创新发展

新品种审批机制不完善，导致创新品种的技术转化迟

规划。建议在《“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

缓；监管和审查机制效率低下导致规模化、组织化的

划》的基础上推进“国家种业发展战略”及农作物种

育种研发相对较少，进而造成同质化研发增多，严重

业的创新发展规划，以明确种业发展路径，以及相关

浪费科研资源。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主体责任；从国家层面加大

在生产阶段， 大多数种子生产繁育是通过分散的

对种业关键环节研发的支持力度，更新完善国家重点

农户在露天环境下进行的，规模相对较小的繁育体系

研发计划“七大农作物育种”专项，建议从促进创新

与理论上所要求的严格隔离、单品种（组合）成片种

链产业链融合视角加强项目部署和管理，同时完善农

植标准相悖。加强生产环节的监管有利于推广统一化

作物种业产业发展政策。

的生产标准，保障种子生产的质量。

（2）利用大国优势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机制。

在销售阶段， 由于销售阶段的利润空间相对较

① 加速育种领域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国家

大，销售公司与代理商异常活跃，使整个种业销售市

和区域性育种中心，提升我国种业科技条件的基础支

场无序竞争；相互欺诈、哄抬价格、囤积堵售的无序

撑和保障水平。② 充分发挥国家种业技术创新中心作

化商业竞争行为时有发生，暴露了监管环节的缺失。

用，集中科研院所的育种资源优势和种子企业高效的

4 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

成果转化优势，充分实现科研成果商业价值。

的政策建议

高效能农作物种业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我国农
作物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保障，也是促进创新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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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利

用大国优势发展壮大种业产业，优化整合种业科技力
量，扭转种业市场“小、散、乱”局面，有效调动科
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种子企业积极性。
（3）引导建立从“基因组研究”到“田间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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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集成工具和平台。最大限度集成研发和生产环

项目中部署创新链的资助方式，以市场为导向，围绕

节的各类主体，解决非常规育种中存在的技术难点，

产业链系统部署种子科技创新攻关项目，涵盖材料创

加强非竞争性主体资源和信息的共享，解决实验室研

制、品种培育、良种繁育及产业化应用等多方面；整

究与田间育种有效对接问题，以及育种平台的权责与

合集成上中下游力量，建立应用与研发、市场与研发

归属问题，从而发挥平台在种业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作

的信息反馈机制，以问题促研发，以需求促进选育品

用。

种，实施种业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重点培育和转

4.2 打造龙头企业，带动上中下游、产学研用深度

化重大突破性新品种。

融合，完善现代种业创新生态

种业企业是推动国家种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主

4.3 完善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资源流动机制，提高

种业创新能力输出

体，尤其龙头企业对带动整个产业生态具有重要作

（ 1 ）实现科研院所、高校与种业企业资源市场

用。在种业产业主体培育中，要着力打造航母型领军

化共享共用机制。 科研院所、高校应积极对接种业

企业、特色优势企业、专业化平台企业等，最大限度

企业，加强产学研融合，鼓励种业科研单位人才、技

发挥企业作为主要创新主体的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

术及资源储备等向企业转移；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科研项目，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究并举，推进科研与生产、品种与市场的有机深度融

（1）整合种业企业资源，打造种业龙头企业。通
过种业企业兼并重组与资源整合，鼓励国有种业企业

合，使种业的研发成果更好地市场化，提升种业的创
新能力。

做大做强，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 2 ）加强产学研之间的人才流动。 积极探索与

提高市场集中度。形成企业间良性竞合关系，增强我

产业界协同培养种业人才的新途径，打通人才流动机

国种业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应对育种风险。保持稳定

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种业科技资源、成果、

的科研育种投入，并拓展其后续经营与服务业务，提

人才在学术界和产业界间有序流动，使种业科技人才

升我国农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9]。同时，

“活起来”，实现各创新主体的协同发展。

通过发展种业龙头企业，打造产学研科企深度融合的

（3）完善种业科研成果向创新链下游转移机制。

种业技术创新体系，发挥跨国央企种业国家队的使命

建立全国性的种子研发应用推广体系，缩短种业分销

和担当。

渠道。鼓励各种业科研单位、各地农科院、各高校院

（ 2 ）聚焦共性技术难题，创建农业科技创新联

所研究成果市场化，使产业基础研究与研究成果市场

盟。 面向种业共性技术和难题，以龙头企业为主建

化有机结合，极大丰富种子企业的种质资源及品种储

立非营利法人性质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培育一

备，为企业后续新品大量推出奠定基础。

批在种业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重点环节上提供专

（4）健全种业企业金融支持机制，保障种业技术

业化技术支撑或服务的平台型企业[10]，联合高校、科

研发稳定投资。支持种业龙头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发行

研机构、企业等种业科技创新主体各方优势，利用互

中长期债券，鼓励金融机构与优势企业对接。针对种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资源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研

业核心技术攻坚难、研发及投资期长、担保资源不足

发。

等问题，研究开发覆盖育种、繁育制种到生产加工、

（3）围绕产业链部署科研项目，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联合攻关。打破原有各自为政的科研方式，以及在

推广销售等环节的金融保险产品，强化投贷联动，探
索融资担保方式，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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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强化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的法规、激励、产权

支撑，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从法律法规、评价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创
新体系监管等方面完善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支撑体
系。
（1）完善法律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种业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variety management of the
seed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rop Research, 2014, 28(1):

81-85. (in Chinese)
3 谭淑豪 . 我国种业健康发展需系统创新 . ( 2021 - 08 - 16 )
[2022-02-10]. http://www.rmlt.com.cn/2021/0816/621968 .
shtml.
Tan S H.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发展的关键期，从贸易、知识产权、标准等多个方面

requires systematic innovation. ( 2021 - 08 - 16 )[ 2022 - 02 -

构建促进种业发展的法律体系。需要完善种业相关法

10 ]. http://www.rmlt.com.cn/2021 / 0816 / 621968 .shtml. (in

律体系建设，包括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上升为

Chinese)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11]，以提高其法律位阶。
（2）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改革现有种业科技成
果评价体系，突出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探索建立适
用于产业界和学术界融合发展的科技评价机制，引导
和鼓励更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4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

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 2020 年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报
告.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
Bureau of Seed Management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Development Cen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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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Deep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y Chai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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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rop seed industry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have been elevat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importance. It urgently needs to improve the crop se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The crop seed industr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mature
industrial innovation system dominated by enterprises; however, China’s crop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system is large but weak, the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s low, and the innovation ecology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is immature,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Based on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lobal crop seed
industry and identifying the problems and obstacles restric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it is suggested to fully consider the unique laws and needs of agricultural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optimize and
integrate the national seed indust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and build a market-oriented, enterprise-centere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government integration, and whole industry chain integration. The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lly
utilizes the advantages of a unified large national market on the basis of fully consider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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