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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晓明

辽东湾畔的熊岳古镇，一个具有百年历

史的果树研究所，如今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李

杏田间基因库，首次系统揭示李杏种质资源

多样性本底、起源演化关系与驯化历程，绘出

李杏高效育种路径图，发明了“种子处理—实

生苗培育—分子标记预选”三步高效育种技

术体系，攻克了果树育种周期长、效率低的世

界性难题，突破性地育成我国新一代“国”字

头李杏系列新品种。

12 月 6 日，辽宁省农学会组织相关专家

对该所完成的“李杏种质资源发掘、新品种培

育与应用”成果进行评价，认为该项研究整体

上达到同类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1909

年的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熊岳果

树所），现隶属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其前身为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熊岳城苗圃”，至今已有

111年的历史，是我国建所历史最久、科技队伍

最大、研究领域最全的果树专业研究机构。

从我国第一个苹果品种的育成，到李杏

新品种的迭代，一批批“果树人”坚守辽南小

镇，实现了李杏栽培良种化、标准化和省力

化，推动了我国李杏生产技术的变革，彰显

“果树人”的初心与情怀，创新与奉献。

由于经常深入田间地头，熊岳果树所党

委书记、所长刘威生与当地农民交流时很接

地气，看到树上的枝杈随手就开始指导示范，

果农们也很是喜欢与这位“国际咖”唠家常、

聊果树。

“上大学就开始跟泥土打交道，常年与这

些枝枝杈杈交朋友，咱跟果农有啥区别。”刘

威生说，科研成果离不开果园，每一篇论文也

离不开脚下这片黑土地。

长久的付出与漫长的等待，一批适宜北

方栽种的如“岳艳”“岳阳红”系列苹果、“早金

酥”梨等果树新品种，已成为北方果品生产的

“大当家”。

一树新栽益四邻。林果研究方面取得的

成绩，奠定了熊岳果树所在我国乃至全球的

学术地位。特别是作为李杏研究的龙头单

位，其研发的 5个新品种更是获得国家植物新

品种权保护。

李、杏原产于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分布

广泛，特别适宜贫困山区种植。随着生活水

平提高，人们开始关注蓝莓、樱桃、李、杏等营

养价值高、风味独特的小品种水果。然而，受

制于“摊大面广”、产业化程度低、缺乏综合性

状好的李杏品种，我国高效水果的种植推广

进展缓慢。

早在 1917 年，熊岳果树所便开始零星引

进、收集杏品种并开展品种比较试验。1979

年，在原农业部和辽宁省政府的支持下，果树

所系统开展了李杏种质资源考察、收集、保

存、鉴定、评价工作。2000 年，刘威生成为李

杏研发团队的负责人并成长为全国李杏研究

方面的领军者。

创制综合性状优良、耐存贮的品种，是解

决李杏产业规模化的关键。近 20 年来，熊岳

果树所科研人员以“金太阳”杏和“龙园秋”李

等为骨干亲本，配制李、杏杂交组合 152个，从

9440余株杂交实生苗中培育出“国丰”“国强”

“国富”“国之鲜”杏和“国美”“国丽”“国峰”李

等系列自主研发并适宜在我国不同生态地区

种植的 15个新品种。

看似简单的数字，承载的却是一家国际知

名科研机构在小镇上的坚守与创新。经过20余

年的研究，李杏研发团队硬是把“酸涩”转化为

“浓香”，也保留下水果“本真”的味道。

从大到小，“选育”路上的新长征

作为全国主要果品产区，辽宁果业产值

占全省种植业产值的约 25%，是当地农民收

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同时也面临着树种间、

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效益不突出等问题。

由弱渐强，小水果孕育大产业
“ 原 来 地 产 李 子 成 熟 后 果 实 软 、色 泽

差、贮存时间短，现在这些新品种特别受市

场欢迎，旺季售价也远高于大宗果品。”经

销“小众”水果尝到甜头的江苏高端果品销

售企业—鲜果传奇总经理杨波已着手布局

全国市场。

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仅要让果

农看得见、学得会，关键还得见效快，这是新

品种推广的关键。

提起当年砍树、换树的情景，辽宁省盖州

市小石棚乡杨树房村种植户李德峰很是感

慨：“以前主要种苹果和葡萄为主，收入很难

再有提高，想换新品种又担心销路不好，不敢

轻易换树，多亏果树所的新品种和技术指导，

现在看，这树换得太对了！”

从最初的试种逐步发展到 20 多亩的果

园，每到丰收之季，满园芬芳，供不应求。如

今，这里已成为熊岳果树所新品种示范推广

基地，也让农民“换树”有了“定心丸”。

果品生产市场化、特色化、生态化和消费

多元化是果品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

新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仅在辽宁的推广应用

面积就达 50 万亩，并在贵州、四川、重庆、陕

西、山西、浙江、江苏、新疆等地得到广泛应

用，近 3年新增经济效益 69.86亿元。

“好管理、卖价高，‘国之鲜’的杏子收入

是一般果树的 5—10 倍。”地处朝阳市北票镇

贫困山区的王国栋也是李杏特色水果推广示

范的受益者之一，“国之鲜”让他家迅速摆脱

贫困走上致富路。

深耕一方水土，致富八方百姓。对辽宁

省果树研究所而言，提升果农收益奔小康之

外，李杏新品种选育推广的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尤为重要。

刘威生表示，李杏系列新品种的独特优

势，对北方地区乃至全国果业供给侧改革、产

业结构调整，以及偏远贫困地区林果业发展，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满足市

场多样化消费需求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也是果树所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

脱贫致富，践行“两山”理念

本报记者 史俊斌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刘
明明）当了解到杜郎口镇丁刘村贫困户赵

延华想换个新轮椅的想法后，山东省聊城

市茌平区科技局“民情书记”服务队积极向

相关部门反馈情况，为他申请到了新的轮

椅；茌平诗音纺织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产

品销售不畅，该区工信局“民情书记”了解

情况后，开出了“减少中间环节，打通线上

线下营销渠道，提高销售率”的药方。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聊城市了解到，在

该市开展的干部作风整顿工作中，茌平区

第一时间启动了“遍访企业、遍访村居、遍

访群众”活动，组织 1200 余人参与“民情书

记”服务队，深入 5300 多家企业、732 个村

庄、267 个城市小区走访，聚焦群众需求纾

难解困。“三遍访”以问题为导向，为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赢得了广泛好评。

据悉，该市茌平区创新民意征集方式，

除了面对面征集群众意见建议外，还通过

组建微信群、QQ 群等线上交流方式，认真

听取群众诉求。同时，该区对收集的问题

第一时间进行梳理汇总、建立台账、分析研

判。可以现场答复的，第一时间做好解释

答复工作；需要分级办理的，通过 12345 市

民热线平台统一转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落实。

山东聊城

1200名“民情书记”深入基层为民解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解决好种子和

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大粮仓”。记

者日前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全省农业龙

头单位的黑龙江省农科院一直高度重视种

子问题，始终坚持把良种创新作为农业科

技创新的核心，不断丰富寒地农作物种质

资源类型。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黑龙江省农科院

目前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在全省覆盖面积

稳定在每年 1 亿亩左右，占全省播种面积

50%以上。在黑龙江省各育种单位中居于

首位，为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

丰”作出重大贡献。

在农业科研界有一句话，一粒种子可

以改变一个世界。毫不夸张地说，种子就

像是农业的“芯片”，它占据了农业产业链

前端的重要位置，关乎国家农业生产和粮

食安全的命脉。

在黑龙江省农科院专家看来，“藏粮于

地”就是要解决耕地问题，而“藏粮于技”的

关键在于解决好种子问题。打“种业翻身

仗”的提法反映出高层对中国粮食安全的

高度关注，推动种业升级让“农科人”对育

种研究前景充满了信心。专家纷纷表示将

研究出更多优质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里

装上更多中国粮。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显示，国际粮

食总产增长的 20%依靠播种面积的增加，

80%依赖于单产水平的提高，而单产增加

的 60%至 80%又来源于良种的科技进步。

由黑龙江省农科院育成的水稻品种，在外

观品质、食味口感上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在

全省覆盖率超过 78%。全省种植面积 100

万亩以上品种有 10 个出自黑龙江省农科

院。“龙粳 31”和“绥粳 18”种植面积均超千

万亩；育成的大豆品种全省覆盖率超过

64%。在兼顾高产、抗病的同时，黑龙江省

农科院开展了高蛋白、高油、豆浆豆等食用

大豆和高产高油大豆新品种选育。丰产优

质抗逆广适应性大豆品种“黑河 43”连续 4

年成为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大豆品

种。黑龙江省农科院重点开展优质高产、

多抗广适、适宜机械化收获及加工型玉米

新品种选育，育成的玉米品种全省覆盖超

过 28%，推广面积超 2000万亩。

黑龙江省农科院还储备了一大批作物

新品种，新一代水稻品种优质化水平有整

体性提高，“龙稻 21”种植近 200万亩，气候

不利之年未见倒伏。“黑科 60号”以其稳产

丰产优势成为黑龙江省大豆主产区有推广

潜力的苗头品种。“黑农 87”“黑农 84”“合

农 85”“绥农 76”“绥农 42”等一批大豆新品

种达到了 250 公斤以上稳产水平，高质量

育种成效逐渐显现。

如果把种子比作农业的“芯片”，那么

种质资源则是芯片的“芯片”。早在 1982

年，黑龙江省农科院就建立了农作物品种资

源库，是全国较早建立的省级种质资源库之

一。目前，黑龙江省农科院已经拥有一支具

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种质资源研究队伍，承担

国家种质资源道外观测实验站、农业部寒带

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科学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寒地作物种质资源库和黑龙江省重

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的研发任务。建立了

一个总面积 540 平方米的种质资源低温保

存库，并保存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 5 万余

份，其中野生大豆、春小麦近缘种属、寒地牧

草等是黑龙江省乃至全世界所独有。

黑龙江省农科院的科研人员表示，目

前种质库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完成后种质

资源保存能力和研究水平都将进一步提

升，为黑龙江省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提

供重要资源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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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位于秦岭南麓、鄂豫陕三省

结合部，是全国 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该市6县1区均为革命老区县，曾都是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5个为深度贫困县。这里

贫困人口曾占到陕西省的15.5%，贫困面积大、

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全国少有，有建档立

卡贫困村701个，其中深度贫困村175个；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17.34万户57.63万人。

脱贫摘帽开新篇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商洛大力开展

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就业扶贫、医疗扶贫、教

育扶贫、移民搬迁扶贫、旅游文化扶贫等，使

古老的商山洛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占全市

人口五分之一的 50 多万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并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 2 月 27 日，陕西省最后一批 29 个贫

困县（区）正式退出，涉及商洛市商州区、洛南

县、山阳县、丹凤县、商南县、柞水县。

4 月 20 日，商洛市秦岭牛背梁国家森林

公园和柞水县金米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首站到访。总书记点赞这里木耳脱

贫产业是“小木耳、大产业”。

商洛林下经济产业自此全面走进公众视

野，走向千家万户。

青山绿水优势变现“真金白银”

商洛市立足青山绿水，把发展产业作为

治本之策，按照大产业、大扶贫、大带动的思

路，坚持种养结合、长短结合、三产融合，统筹

各类科技人才，聚力追赶超越和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十三五”以来，商洛市从 1472名

科技特派员、650 名三区人才中，选拔 84 名优

秀人才组建科技特派员产业技术服务团，分别

服务全市食用菌、核桃、设施蔬菜、种植、养殖、

中药材、农产品开发、马铃薯等8个主导产业。

据了解，进驻七县（区）200多个产业基地

和 50多个龙头企业，之后，建立科技示范基地

和示范点 30 个，实施科技开发项目 540 余项，

引进新品种 500 多项，推广新技术 460 项，举

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1000 多期 20 万人次，发放

技术资料 30万份，培训农民骨干 6万余人次，

服务农民 14万户，辐射带动农民 50.68万人。

按照“1+1”“1+N”模式，以科技特派员为

主体的科技人才助力脱贫攻坚，以“公司+科

技+基地+农户”“科技人才+基地+贫困户”

“科技特派员+党支部”等形式，大力发展扶贫

产业，为贫困村提供技术服务、人才服务和示

范推广，实现了科技特派员贫困村全覆盖。

科技特派员驻点村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达 10%

以上，在工作实践中总结推出“三联三帮三

带”科技扶贫“商洛模式”，受到科技部领导的

高度评价，要求在全国予以推广。

与此同时，商洛市充分利用“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市”的金字招牌，持续做大做强菌果

药畜特色扶贫产业。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已拓

展到七区县 123家龙头企业，建成现代农业园

区 122个。

以核桃、板栗、中药材、食用菌等特色农

业为载体的专业合作社已成为产业扶贫的主

力军，形成各类产业大户 4387 户，带动 1.5 万

户贫困户融入产业脱贫大军。为贫困户、专

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提供贴息贷款，累计撬

动信贷资金 22亿元，为 4.4万贫困户投放贴息

贷款 4.29 亿元，支持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园

区发展，扶持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937 个，

带动贫困户 4.3万户。

目前，全市已发展食用菌 3.19 亿袋、核桃

341.8万亩、板栗 269.36万亩、中药材 208.54万

亩，并培育了森弗、君威、华茂、恒瑞等 253 家

农业龙头企业，共带动 15.5 万户 54.2 万人收

益增加。

科技领跑，陕西商洛山货带来“金山银山”

科技日报讯（张文君 董昌 记者刘廉
君）12 月 18 日，河北省平山县营里乡东七

里河村，营里供电所所长陈立元正在巡视

线路。村党支部书记刘拴明笑着打招呼：

“立元，自打建成虚拟变电站后，村里停电

少了，产业更兴旺了，你翻山检修线路也少

了，真好！”

刘拴明所说的“虚拟变电站”，不是传统

意义的变电站，而是国网石家庄市供电公司

在河北南网首创的一个电力“智能管家”。

它虚拟了一座变电站，将营里乡5座扶贫光

伏发电站接入能量管理系统，运用分布式电

源、储能与通信技术，为配电网末端供电提

供双重保障，实现网、源、荷、储协调优化。

光伏电能消纳难、末端电压质量提升

难、故障停电恢复时间长的“三难”是影响

贫困深山区扶贫产业发展的“绊脚石”，营

里乡尤为明显。“全乡 10 千伏供电半径高

达 29.58公里，还处于配电网末端。”陈立元

说，线路过长，用户末端电压质量差，检修

故障翻山越岭不说，还耽误乡亲用电，光伏

电能就地消纳难，电压超限断网现象时发，

影响扶贫收益。

今年 6 月在营里供电所内建成虚拟变

电站后，营里供电“三难”迎刃而解。由

675 块储能蓄电池组成的储能装备，可将

光伏发电高峰时多余电能充入储能系统，

就地实现消纳，保证电压不超限；发电低谷

时释放电能，提升末端电压，保障供电可靠

性。在遇到主线停电时，虚拟变电站的开

关站自动与主线断开，10 千伏一键“黑启

动 ”启 动 ，能 保 障 用 户 2—3 小 时 应 急 用

电。“遇到故障，也不用全乡大停电，开关站

及时关闭故障线路开关，保障其他线路供

电，配网边缘控制服务中心可进行配网可

靠性分析。”陈立元说。

“与投资 4000 万元建设传统变电站相

比，这座虚拟变电站节约投资 73%、节省土

地67%，还能解决光伏电能消纳难题。”国网

石家庄市供电公司发展部主任戎士敏说，

在对虚拟变电站能量管理系统进行持续优

化的同时，他们将把这项技术推广应用到

赞皇、灵寿等偏远深山区，实现扶贫光伏电

能的充分有效利用，助力贫困群众增收。

河北平山

“虚拟变电站”助贫困群众致富增收

山阳县翠屏山公园及商业综合体项目位于县城东南部，规划总面积 5016亩，项目总投资
5.38亿元。 商洛市委宣传部供图

深耕一方水土深耕一方水土 致富八方百姓致富八方百姓

百年果树研究所走出李杏创新路百年果树研究所走出李杏创新路

“北方水果产业多以苹果、梨、葡萄等大

宗果品为主，而经济效益较高的特色化、小众

化的李杏等精品果品发展相对滞后。”刘威生

介绍，缺乏自主育成的综合性状好的新品种

以及简约、高效的栽培技术体系，是李杏产业

在贫困地区推广受到制约的主要原因。

李杏较为适合山区、寒冷、干旱、瘠薄等

生态脆弱地区发展，既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

生态环境，又能避免耕地“非粮化”。同时，李

杏具有适应性广且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

素和微量元素，有美容养颜、抗癌保健等作

用，李树又被称为“美容树”，杏树被称为“长

寿树”，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备受市场青睐。

让高附加值的果树根植贫瘠的土地，成

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好帮手，这成为“果树人”

不懈的追求。在辽西北贫困地区，他们不断

进行着新品种、新品系的大面积试栽。

“试点区域进行了二年生大苗定植，定植

第二年即可见果，三年后就进入丰产期，第四

年亩产量可达到 1000 公斤，最高可达 2000 公

斤。”熊岳果树所李杏团队张玉君介绍。

随着红彤彤的“国色天香”李，深紫色的

“国馨”李，色泽诱人的黄色李新品系等的成

功研发，风味浓郁、耐贮运、抗寒性强、早果性

和丰产性好的“国”字系列李子开始在全国试

种。

2019 年，辽宁援疆专家邢维杰在新疆塔

城农科所生产基地试种 15 亩“国之鲜”杏，第

二年就开始结果，果大、色红、味美又耐贮运，

这引起当地人的“围观”，也为推广新品种起

到示范作用。

结合本土品种风味浓郁和国外品种货架

期长、着色好的特点，同时又克服了国外品种

鲜食品质欠佳、抗病性差的缺点，“国”字系列

李杏新品种脱颖而出，上佳口感和诱人色泽

让国外同行刮目相看并给予高度评价。

科技人员在
田间调查“国色
天香”李子果实
品质。

郝晓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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