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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科技部会

同相关部门、地方，充分调动全国科技界、企业界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四化同步”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创新农业科技体制机制，

超前谋划，系统布局，农业科技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十二五”期间，农业科技整体水平

大幅度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2010年的 52%提高到 2015 年的 56%以上，自主创

新能力显著增强。依靠科技进步，中国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显著提

高，为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蓬勃兴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生物育种、农机装备、智能农业和食品制造

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为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05 月 31 日） 

一、科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十二五”以来，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围绕资源收集与基因挖掘、灾



害防控、农业生态系统与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深入探索，创新突破，获得了多项重大科学

发现，研究成果在《Nature》《Scienc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

大影响。 

国家农业种质资源收集保藏体系 

建立了完善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体系，保存量已位居全球第二，同时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畜禽动物体细胞库、特种动物种质资源库和初具规模的农业微生物资源保藏库。

创制了一大批新种质材料，推动我国从种质资源大国迈向基因资源强国。 

水稻胚乳细胞生物反应器及其应用 

突破了国际上重组人血清白蛋白表达量低、纯化工艺复杂和规模化困难等技术难题，水

稻种子的人血清白蛋白表达量达到 0.96%糙米干重，一亩地生产的稻谷可以获得相当于 275

人献 200 毫升血浆的人血清白蛋白含量，标志着我国植物生物反应器技术研究与应用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对生物制药带来革命性影响。 

阐明独脚金内酯调控水稻分蘖和株型的信号途径 

在解析独角金内酯信号转导分子机理研究中取得了奠基性的突破。发现了独角金内酯信

号转导中的重要负调控因子 D53。研究表明 D53 协同转录抑制因子共同抑制独角金内酯信号

通路下游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该信号通路。独角金内酯可以诱导 D53 蛋白的降解，从而

导致其去抑制化，并激活独角金内酯信号转导，精确地调控侧芽的伸长。《Nature》高度评

价该项工作的理论意义和潜在应用价值，成果入选了 2014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小麦 D 基因组序列框架图绘制 

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小麦 D 基因组供体种——粗山羊草基因组草图的绘制，结束了小

麦没有组装基因组序列的历史。成果发表在《Nature》杂志上，标志着我国的小麦基因组研

究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贝类基因组图谱绘制及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体系的建立。 

完成了牡蛎和扇贝基因组图谱绘制，填补了冠轮动物基因组学研究的空白，成果发表于

《Nature》。在组学关键技术研发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研发了新型全基因组分型技术和算法，

成果发表于《Nature Methods》。建立了国际上首个贝类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分析系统，培育

了两个国审贝类优良新品种。 

毛竹基因组草图 

第一个由我国科研人员自主发起并完成的重大基因组计划。首次阐明了毛竹于 5000 万

年前从禾本科中分化出来并演变成现代二倍体的进化历史，获得了 31987 个高度可靠的基因

及其表达谱，这对研究禾本科植物的基因功能、分子育种、进化等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动物流感病毒引起人流感大流行的潜力及其遗传机制 

发现决定 H5N1 病毒致病力的分子标记，揭示 2009 年甲流病毒和 H5N1 病毒重组后可

产生多种对哺乳动物高度致死、高效传播的后代病毒，具有引起人流感大流行的巨大潜力，

揭示人感染 H7N9 病毒的来源，发现对家禽呈低致病力的 H7N9 病毒在人体内复制后可获得

对人致病力增强且有助于在人之间空气传播的突变。 

双生病毒种类鉴定、分子变异及致病机理研究 

鉴定出 30 种双生病毒新种，解析了双生病毒在植物体内的种群遗传结构和变异进化规

律，阐明了双生病毒及其伴随的卫星 DNA 的致病机理。研究成果在双生病毒病预测预报和

抗病毒育种中得到了应用，为制定安全高效的双生病毒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既可提高产量又可降低环境成本的种植模式 

提出并验证了一种既可提高产量又可降低环境成本的种植模式，通过一种综合的新型土

壤—作物系统管理，在不增加氮肥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水稻、小麦和玉米的大幅增产。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05 月 30 日） 



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头等大事。“十二五”时

期，以科技创新为手段，以主攻产业环节重大技术难题为核心，以区域产品生产为特色，重

点实施了“种业科技专项”“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等一批粮食科

技创新工程，显著提升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科技支撑能力。始终坚持把种业自主创新放在

保障粮食安全的首要位置，在主要农作物强优势杂交种育种技术、作物分子育种新技术与品

种创制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对我国现代种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保障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创新与规模化应用 

    超级稻第四期攻关项目实现重大突破，百亩亩产达到创纪录的 1026.7 千克。其独创的

两系法杂交水稻，累计种植超 7 亿亩，增收近 400 亿元：连续创造世界单产纪录，有力保障

了国家粮食安全。 

    后期功能型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及应用 

    以提高水稻生育后期光合能力为目标，创建了后期功能型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体系，直

接育成国稻 1 号和国稻 6 号等 7 个“国稻”系列杂交稻品种，多个品种被认定为超级稻，在

南方稻区累计推广 3358 万亩，创社会经济效益 14.1 亿元。推动了我国超级稻的发展。 

    高产耐密抗倒玉米新品种“中单 909” 

    玉米新品种“中单 909”，高产稳产、耐密、广适、结实性好、出籽率高、籽粒品质好、

抗病性好等优点，一般亩产 600—800 公斤，在西北和黄淮海等多点试验中亩产超过 1000

公斤。 

    “郑麦 366” 

    “郑麦 366”籽粒蛋白含量高，面包烘焙体积大、评分高，被粮食和加工企业誉为国产

优质麦原料的首选品种，也是农业部推荐的全国小麦主导品种之一。目前已累计推广超 1

亿亩，为近年来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获 2014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京科 968”等系列普通玉米品种选育与推广 

    创新育种技术和杂优模式，具有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易制种等综合优点。2012

—2015 年，“京科 968”连续被农业部推荐为玉米主导品种，在全国累计示范推广种植 3510

万亩，共增产玉米 24.57 亿公斤，增创产值 4914 亿元，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目前成为我国

玉米生产主栽品种之一。 

    广适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中黄 13”的先育与应用 

    “中黄 13”蛋白质含量高达 45.8%，具有适应性广、高产、优质、多抗等特性，商品性

好。通过创新的推广模式，实现了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2007 年以来年种植面积连续 8 年

居全国首位，累计推广 8000 多万亩。 

    “豫综 5 号”和“黄金群”玉米种质创制与应用 

    具有中国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玉米核心种质，建立了杂种优势利用的新技术和新模式，

培育出一批玉米新品种在我国三大产区推广应用，实现了我国玉米种质创新和品种的创新，

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杂谷”谷子杂交种 

    选育成功“张杂谷”系列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 10 个，创造了世界谷子亩产 8119 公斤的

最高纪录。累计种植 1400 多万亩，并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种植成功。标志着我国谷子

杂种优势利用技术走向成熟。 

    “中薯 18 号” 

    “中薯 18 号”  丰产、稳产，适应性广，生长势强，块茎大而整齐，薯形好，抗病毒



病、退化慢，是优质抗病丰产的中晚熟鲜薯食用品种。适宜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华

北地区以及云南、广东等南方和西南地区种植。 

    马铃薯产业技术支撑与产业升级 

“十二五”期间，制定了八项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生产国家标准，使马铃薯种、收、储、

运、分级等各个生产环节实现了标准化和产业化。由上述国标构成的生产技术规程科学实用，

既有标杆作用又符合行业现状。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05 月 31 日） 

三、推进食品产业升级 

“十二五”以来，重点开展了重大共性关键工艺技术与核心装备制造技术的研究，着力

解决了制约食品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有力推动了食品产业的转型升级。经过科学家的

努力，成功培育出一系列高产优质新品种，创新出一批高效、健康、清洁的栽培技术和健康

养殖技术，实现了良种良法配套，为我国蔬菜、水果及肉蛋奶等产品的周年稳定供应提供了

重要的技术支撑。目前，我国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禽蛋等产品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优质乳生产的奶牛营养调控与规范化饲养关键技术及应用 

针对优质乳不足的产业难题，揭示了我国奶牛生产实际中乳脂肪和乳蛋白偏低的内在机

理，开发出粗饲料利用优化组合、蛋白质饲料高效利用等奶牛营养调控关键技术，使乳脂肪

和乳蛋白含量分别达到 3.5%和 3.1%。研发出提高生鲜乳中共轭亚油酸（CLA）含量的调控技

术，实现产业化生产。制定了优质乳生产全过程控制的《良好农业规范奶牛控制点与符合性

规范》（GAP）等标准 11 项，成为奶牛养殖规范化的重要技术支撑。 

“农大 3 号”小型蛋鸡配套系培育与应用 

相比其他高产蛋鸡，“农大 3 号”小型蛋鸡的饲料转化率高，体型小，饲养密度可以提

高 10%以上，节省了饲料和空间：鸡蛋品质好，适合加工为优质品牌鸡蛋：抗病力强，成活

率高，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展开推广应用。 

北京鸭新品种培育与养殖技术研究应用 

创建了以数量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北京鸭育种新技术。成功培育了 2 个优质、

高效北京鸭新品种，其 39 日龄体重达到 3.50 千克，饲料效率提高 35%以上：突破了北京鸭

传统饲养方式，解决了我国原始北京鸭生长慢、饲料转化效率低、填鸭等问题，显著提高了

劳动效率：创建了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育种新模式，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鲤鱼优良品种选育技术与产业化 

采用多性状复合选育与分子育种相结合的技术，培育出适于不同生境生长快、品质优、

抗逆强的 4 个优良新品种，解决了国内鲤鱼优良品种少、种质混杂、品种退化严重、养殖产

量低、越冬死亡率高的问题，完成了鲤鱼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 

干腌肉制品风味品质调控现代工艺及装备成套技术 

研制形成火腿自动撒盐一辊揉腌制自动化生产线，及智能化控制气候模拟发酵成熟系统

装备，低盐 K 盐替代协同“强化高温成熟”现代工艺风味品质调控和涂膜抗氧化新技术，开

发高端产品一橡子猪火腿及中式培根等系列新产品，显著降低产品盐含量、缩短生产周期，

并有效控制脂肪氧化物、亚硝胺等形成，提高了风味品质和安全性。 

花生加工适宜性评价与专用品种筛选 

建立了花生原料品质及其制品品质的相关性模型与加工适宜性评价方法和标准，筛选出

加工专用品种（油用、蛋白用、酱用），将筛选出的加工用品种作为原料应用于企业生产，

提高了产品品质，降低了生产成本。 

杨梅、枇杷果实贮藏物流核心技术研发及其集成应用 



杨梅、枇杷是我国重要特色果品，但由于其贮藏物流难，损耗常高达 25%—50%。本技

术明确了红肉枇杷果实质地生硬是组织木质化所致，发明了安全绿色防腐、温湿度实时远程

监测、非制冷低温维持等核心技术，集成制定了杨梅和枇杷果实贮藏物流技术标准，推广应

用后使商品果率提高了 30%—80%，吨平均利润增加 3500—5000 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 24.4

亿元，有效支撑了产业的发展。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05 月 31 日） 

四、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十二五”期间，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着力强化现代

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农业信息化、智能农机装备与设施、现代海洋农业等领域取得重大

突破，获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效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我国农业生产向信息化、

智能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供有效技术支撑，农业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 

在农业信息化、智能农机装备等实用技术和创新产品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自主农机产

品市场供给能力达到 90%以上，多项成果在全国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有效提升了我国农业智

能化生产水平。 

 国家级农情信息遥感监测技术 

 国内首个长期服务农业的农作物遥感监测运行系统和首个高精度、大尺度和短周期的旱

涝灾害遥感监测系统建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和防灾减灾提供了大量决策信息和参考依据。 

    植物—环境信息快速感知与物联网实时监控技术及装备 

    围绕农田信息快速感知、稳定传输和精准管控三大瓶颈难题，在植物养分／生理／病害

信息快速感知，土壤水／盐／养分特性多维快速测试，农田复杂环境下信息无线稳定传输，

物联网环境调控和肥水药精准管理等核心技术及系列产品取得了重大突破，已在 20 多个省

市推广应用，取得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00 马力无级变速重型拖拉机 

    突破了无级变速传动系统、智能化控制管理系统等重型拖拉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

了国内首台 400 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适用于变负荷、爬行速度、

速度精确控制、PTO 输出速度恒定等作业工况，可从事深耕、深松、联合整地等重负荷农田

作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机行业技术进步。 

    花生联合收获技术装备 

   创制出新型花生联合收获装备，可拓展功能、兼收大蒜，现已成为我国花生收获市场主

体和主推产品。     

 新型智能谷物联合收割机 

    国目前自主研发的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脱粒分离技术、高效清选技

术、液压驱动底盘技术，以及整机田间作业状态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技术，被评为 2013 年全

国农机化十大新闻、2014 年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创新奖。 

    海洋生态牧场构建技术 

我国利用 10%的滩涂与海域面积，获取了 3000 多万吨的海产品，提供了 25%的健康优

质蛋白，创造了 1.3 万亿元的年产值，占海洋经济总产值的 26%，约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 10%。

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集成多项生境修复、资源养护、环境监测、安全保障、综合管理等技

术，在特定海域形成环境优良和生物资源丰富的人工渔场，对渔业资源进行科学培育和管理，

实现海洋环境的保护与生物资源的安全、高效和可持续利用，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重要技

术支撑。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05 月 31 日） 



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面对资源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双重约束，“十二五”农业科技更加强调绿色发展，在农业

生产投入品、资源高效利用、农业生态环境、生物质能源、绿色宜居村镇等方面展开布局，

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生态治理取得新突破，美丽宜居村镇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为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饲料用酶技术体系创新及产品创制 

针对饲用酶的性能差和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建立了完整的酶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技术体

系，打破国际大公司的技术垄断，提高我国饲用酶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三赢”。 

延庆新农村万户绿色燃气示范工程 

通过利用秸秆、畜禽粪便等混合原料，经过预处理、厌氧发酵、生物燃气提纯等技术生

产沼气，沼气经膜提纯装置处理后，生产出甲烷浓度高于 95%的生物燃气，经 CNG 槽车运

送到村级气柜实现新农村清洁能源供应，一个项目可以实现 1 万户农户清洁能源自给自足。 

生物质快速热裂解制取生物油技术 

建立了具有年产万吨级生物燃油能力的热裂解示范工程，装置已正常运转。获得了一种

复合添加剂配方（乙醇 60—70 份，乙酸甲脂 5—15 份，乙腈 20—30 份），提高了生物油的

稳定性，为生物质的能源化利用提供了有效途径。 

 万吨级秸秆汽爆炼制生产液体燃料产业化技术与示范 

针对航空领域碳减排的重大需求，开发出秸秆等生物质水相催化合成生物航空燃油新技

术，建成国际首套百吨级秸秆生物航空燃油中试示范系统；秸秆生物航空燃油产品经国家油

品检验中心检测，达到航空燃油品质 ASTM 国际标准，建立了“分散降解为中间体—集中加

氢制油”的规模化发展模式，成为国家应对航空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技术方案。 

精确喷灌技术与产品 

以低能耗、多功能、精确灌溉为研究目标，开发出低压均匀喷洒等喷头，高比转速多工

况自吸等灌溉机组、高效智能太阳能抽水灌溉系统及高均匀度变量施肥装置，构建了适用于

集约化农田的低能耗精确喷灌技术体系。已推广至内蒙古、江苏等地，累计应用面积超过

22 万亩。 

中国森林资源价值核算 

建立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为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了重要依据，对科学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

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红树林快速恢复与重建技术 

提出了红树林快速恢复与重建关键技术及其评价指标体系，为沿海滩涂消浪防护林体系

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低覆盖度防风治沙的原理与模式 

开创了低覆盖度（15%—25%）固定流沙的新领域，基本解决了我国固沙林在中幼龄期

大面积死亡的问题，解释了荒漠化地区生态用水与植被恢复密度对稳定性的影响问题；实现

了人工造林对植被修复的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荒漠化治理技术的进步。 

“三北”地区水源涵养林体系构建技术研究与示范 

形成了典型水源区水源涵养林构建技术示范样板，可直接用于指导“三北”地区水源涵

养林建设，充分发挥其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洪减灾等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水源涵养

林体系建设进步。 

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塘东村保护发展规划 



留住乡愁，搭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文化交流新平台。塘东村是闽南红砖建筑演变活态

标本，知名侨乡。规划严控保护底线，搭建文化交流桥梁。力求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切实改善原住民生活”活态传承。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05 月 31 日） 

六、构建基层科技服务体系 

“十二五”期间，科技部加强资源整合，促进人才、资金、科技等要素向基层集聚。大

力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加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科技特派员制度源于基层探索、群众需要、实践创新，是科技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发展

的重要成果。自 2002 年起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试点、2009 年全面启动农村科技创业行动，

科技特派员工作已覆盖到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90%的县市

区，为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城乡统筹做出了积极贡献。自 2012 年开始，科技特派员工

作连续 5 年写入中央 1 号文件，并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作为中国

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介。目前，活动在农业一线，农村基层的科技特派员达到 72.9 万

人，是 2010 年的 5 倍，法人科技特派员单位 3.87 万家。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助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十二五”期间，科技部联合农业部、水利部、林业局、中科院、中国农业银行等部委、

部门进一步加大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14 年，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累计建成技术核心区 300 万亩、示范区 5000 万亩、辐射区 2 亿亩。先后在粮食主产

区部署了近 20 个园区，建设了一批新品种培育示范基地，累计引进培育新品种 4.09 万个，

推广新品种 1.46 万个，带动了园区及周边地区粮食增产增效。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扶持

了一批龙头企业，园区累计引进培育的企业总数达 6376 家，其中国家和省级龙头企业总数

达到 2642 家；年产值 4827 亿元，上缴税额为 95.5 亿元，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结构转

型进程。建成了一批产学研结合的平台，累计引进推广各类农业新技术 1.7 万项，科技成果

转化率超过 70%。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成为基层农技服务的生力军 

深入推进 39 家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建设，形成了以大学为依托、农科教相结合、教科

推一体化的大学农技服务体系。在全国建成各类基地 414 个，1400 余名专职人员投身农村

基层科技服务工作，面积 44753 亩，覆盖粮油、经济林果、蔬菜等行业领域，探索形成了多

种形式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培育创业主体 415 家，孵化创新

型企业 147 个，安排学生教学实习、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52500 次；开创了多种形式的农民

培养培训模式，累计培训农民 61.72 万人次，培训地方基层农技人员 77220 人，培养了一批

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科技扶贫为贫困地区发展换装新引擎 

由原国家科委积极倡导的科技扶贫始于 1986 年，经过 30 年的不断实践，取得了显著成

效。一是转变了贫困地区传统扶贫的“等靠要”思想，树立了依靠科技创新创业提升内生动

力的扶贫理念；二是加快了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推广，促进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培育和农民

增收，强化了“造血”机能；三是推动了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了贫困地

区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解决；四是加强了贫困地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了贫困群

众科技素养，提升了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五是通过科技园区对贫困地区创新要素的聚集

示范带动，为贫困地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夯实了基础。 

（来源：科技日报，2016 年 05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