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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故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要讲话中总结 2022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23

年经济工作。

连日来，全国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大家表

示，会议对于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要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部署要求，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勠

力同心、勇毅前行，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成绩殊为不
易值得倍加珍惜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

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保持了经济社

会大局稳定，取得了殊为不易的成就。

（下转第三版）

坚定信心、奋发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走出傣家寨的竹影花丛，65岁的岩哈花，

心同冬阳一样暖。

傣家寨边，他看到云南大学科技小院多

年生稻试验田再次泛出绿意——那是农家人

不断增长的希望。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遮镇曼拉

村民小组，岩哈花和儿子流转了 50 亩稻田。

半个月前，今年的二季稻颗粒归仓，加上夏季

收成，每亩年产量早过了 1000公斤。

“多亏了胡老师，多年生稻不用重复育

秧、耙犁。”岩哈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年

两季，单是种子和人工费，每亩可以省六七百

元。省下的，就是净赚的！”

岩哈花所说的“胡老师”，是云南大学农

学院院长胡凤益。此刻，他正穿着雨靴，在田

野里俯身查看一处处物联网装置，从地下管

道“内窥”稻子收割后的根系变化。

12 月 16 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

志公布“2022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胡凤益团

队创制的多年生稻研究成果入选榜单，成为

今年中国唯一入选、也是农业类唯一入选的

科学突破。

农家少年有个梦

胡凤益长在云南玉溪农村，从小参与四

季劳作。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他常

想：有没有像甘蔗一样的庄稼，种一次就能年

年收割？

一颗农业科技的种子，无声地落在少年

心头。

高考那年，胡凤益填报的所有专业都带

着“农”字。1991 年从西南农大毕业后，他来

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与陶大云研究员团队

一道，从事陆稻选育和推广的工作。

那时，团队获得了一种常规水稻与来自

西非野生稻的杂交后代。这种野生稻雄蕊格

外长，还具有强壮的地下茎无性繁殖特性。

带着这些材料，胡凤益前往位于菲律宾

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围绕野

生稻地下茎无性繁殖和多年生特性，他探寻

着遗传生物学的一个个问号。

回国后，胡凤益继续盯着多年生稻遗传

育种和应用研究不放。然而，早期培育的杂

交稻，完全不像“作物”，根茎像竹子、折耳根

一样，哪里适合就往哪里窜，结出的种子也几

乎与杂草无异。

而他要选育的，是头季稻收割后，下一个

生长季地下茎腋芽又能长出新苗，且每棵苗

都有独立根系、可多次收割的品种。

“这种谷子可以直接
留作种子！”

驯化、改良水稻，我们的祖先用了近万年。

胡凤益深知，把水稻从一年生培育成多

年生，是“从 0 到 1”的突破。“搞清生物学上的

遗传规律，用杂交的办法，辅之以分子生物学

的技术手段，把以地下茎为主多年生的性状，

快速转到水稻里来，育成多年生稻！”他的思

路越来越清晰。

最初，胡凤益和队友把研究基地放在海

南三亚，租地搞研究。

他们初步明确了地下茎的遗传规律，走

出创新的第一步。基于此选育出的很多后代

群体，都保持了长雄野生稻地下茎多年生的

性状。这项研究在 2004年获得云南省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

但周围很多人，并不理解这关键一步的

意义。看着野草一样乱长的“稻子”，当地村

民更是疑惑：这不是在糟蹋田、糟蹋钱吗，种

出的稻子都不够这几个人吃！

一年又一年，目标在前，但不见终点。最

困难时，项目年经费不足 3 万元，有时出差都

要自己贴钱。中途，胡凤益又被交换到昆明

市农科部门任职，“官越做越大”，几乎要与一

线科研失之交臂。

但工作之余，遥望东南，他心心念念的，

还是年少时的那个梦。

2015年，是一个转折之年，胡凤益加盟云

南大学农学院。他把研究基地搬回云南，用已

经选育多年的材料，反复与常规水稻进行杂

交，先后突破了控制野生稻地下茎“野蛮生

长”、又保留多年生遗传属性的诸多关键技术，

选育出一系列“长得像回事”的多年生稻品种。

2016年，大田试验开始，多年生稻的适应

性、稳定性、丰产性和病虫害抗性等不断得到

验证。

在云南新平、孟连、勐海等基地，连续 7年

的试验和测产数据表明，新选育的云大 25、云

大 107 等几个优势品种，每年 6 月至 7 月产收

头一季稻谷，平均亩产超过 600 多公斤；当年

10 月再收一季，平均亩产超过 400 公斤，和当

地一年生常规水稻品种产量相当。

“这种谷子可以直接留作种子！”像岩哈

花一样，许多农民朋友奔走相告。

高产和“绿色”一个都不能少

现在，胡凤益团队选育的3个多年生稻品种，

已获得云南省级审定，其中两个为优质稻品种。

看到多年生稻的优势，短短几年间，云南

已有 12 个州市、76 个县市区种植推广，面积

达 15万亩。

在我国南方丘陵山地区域，农业机械化

作业难度大。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南方种

植水稻收益下降，势必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有了多年生稻，再加上无人机植保技术

和小型水稻收割机，包括梯田在内的小块稻

田，都能较好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云南省科

技厅二级巡视员王立新告诉记者。

如今，不仅是我国浙赣湘鄂等地，在“一

带一路”沿线及非洲部分国家，试种多年生稻

的好消息也在一波波传来。

奔走在元江、金沙江、澜沧江等干热河

谷，胡凤益团队还开展了一系列有益试验：多

年生稻可适应高温气候，免耕、免栽培可减少

水资源消耗，降低劳动强度；多年生根系能锁

牢单薄的土层，避免水土流失；诸多优良抗

性，减少了农药、化肥施用量。

不久前，在云南省科技创新奖励大会上，

胡凤益代表团队戴上大红花，摘得 2021 年度

科技发明一等奖。

“我们团队最大的优势是成员都很年

轻！”团队骨干、博士后张玉娇骄傲地说。

无论在讲坛上还是实验室里，这些年轻

人早已独当一面。眼下，团队正在加紧新品

种选育，探究稻田碳氮磷钾迁移规律，培育更

“绿色”的稻种；同时，与华大集团合作，推进

多年生稻智慧农业试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这令胡凤益倍感使命光荣。

站上实验基地的观察平台，远眺平畴，清

风拂面。“以多年生稻为模式作物，我们基本

掌握了禾本科多年生的遗传规律。”胡凤益对

记者说，“下一步，培育多年生小麦、多年生玉

米，还有多年生菜蔬，或许都不是梦！”

“ 像 收 甘 蔗 一 样 收 稻 子 ”
—— 多 年 生 水 稻 研 发 纪 实

从贴地爬行到直立行走，是生物进化

史上的重要一步。这一步究竟是何时出现

的，一直没有定论。

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了一块 2.52亿年前

的小型主龙类化石，该化石是主龙类的新

属种，被命名为高昌醒龙。相关研究成果

在线发表于《自然科学》杂志。

“我们的研究表明，生活在二叠纪末期

的高昌醒龙已经能够半直立行走，为厘清主

龙类从贴地爬行到直立行走的演化史提供

了重要证据。”近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俊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主龙类在中生代开始繁盛，演化出了

鳄鱼、恐龙、翼龙、鸟类等丰富的类群。“主

龙类的演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即由

原始的类似蜥蜴贴地爬行运动方式演化出

善于奔跑的四肢直立运动方式。”刘俊说，

这个变化为主龙类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从而

导致辐射演化，包括后期演化成可以飞行

的鸟类，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以往有学者认为，由爬行到直立的变

化，在主龙类和哺乳动物中独立出现，可能

是适应三叠纪时地球升温事件的结果。

“然而，近年来，二叠纪末期的足迹研

究表明，直立行走可能在二叠纪末期就已

经出现。”刘俊说，遗憾的是，以前发现的二

叠纪主龙骨骼化石数量稀少，这些化石没

有保存后肢的关键信息，不能提供确凿的

定论。

主龙类究竟是什么时候演化出直立行

走能力的？新发现的高昌醒龙化石为我们

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关键信息。

“高昌醒龙化石发现于我国新疆吐鲁

番市大河沿的上二叠统锅底坑组地层，保

存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后肢。”论文第一兼通

讯作者陈建业博士解释道。

早期的主龙类多数都是身材巨大的顶

级捕食者，比如身长超过3米的俄罗斯主龙、

袁氏古鳄等。“然而，新发现的高昌醒龙却十

分小巧纤细，后肢不过十几厘米长，但其却

具有典型的主龙类形态特征。”陈建业说。

特别有趣的是，高昌醒龙的第三趾是

最长的脚趾，而不是第四趾；同时，它的第

五脚趾极其退化。“这与后来中生代的主龙

是一样的，在形态上为高昌醒龙能够直立

行走提供了基础。”陈建业表示。

此外，高昌醒龙的膝关节也是典型的

直立行走型，关联方式为直上直下的，而不

是像贴地爬行类群那样，有一个在外侧的

关节面。新标本的胫骨明显粗于腓骨，而

且腓骨紧附于胫骨附近，小腿受力几乎全

部落在胫骨上，这也是典型的主龙特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后来更加进

步的直立行走的主龙相比，这件标本的脚

踝依然保留了较为原始的特征，脚踝的关

节方式指示这件标本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直

立行走，而是表现出一种由爬行到直立的

过渡状态。”陈建业说道。

2.52 亿年前化石揭秘——

主龙类何时由爬行变为直立行走

最近，盐池成了宁夏的“明星县”——作

为自治区唯一被科技部认定的全国首批创新

型试点县（市），顺利通过验收。

“西北门户，关中要冲”，说的就是盐池。

这里地处陕、甘、宁、蒙 4 省区交界处，曾是游

牧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之地。兼容并蓄、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由此而生。

近年来，盐池县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着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科技支撑民生改

善为主线，让这一精神有了星火燎原之势。

在县委书记王海宁看来，他们的秘籍就

是下好体系建设“先手棋”、亮出生态立县“绿

色牌”、打造产业发展“新引擎”，有力推动县

域经济稳中有进、进中趋优的同时，也让创新

成果全民共享。

营造生态 激发创新活力

每到周末，盐池县奋林农畜交易中心的

热闹总是最早划破黎明，周边养殖户都到这

里交易滩羊。

谁也想不到，它的创办人、科技特派员强

奋林曾经是个放羊娃。从只有 3 间羊棚的羊

场到畜牧养殖和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园区，强

奋林生意越做越大，还在羊圈里搞起了“互联

网+”。目前中心滩羊总交易额达 2600 万元，

带动农民增收 600余万元。

作为“中国滩羊之乡”，盐池县 2021 年滩

羊饲养量达 322.7 万只，羊肉产量 2.86 万吨，

规模化养殖比例 70%，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

来自于滩羊养殖。

“都说我胆子大、脑子活，我觉得跟全县

整体氛围关系很大。”强奋林笑道。

激发创新活力，关键在于营造良好创新

生态。

盐池县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作用，研究出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连续 8年修订“创

新驱动 28条”等政策，创新环境持续优化。

“在政府，我们是个‘特殊存在’。”盐池县

科技局局长屈昊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县四套班子分别成

立了科技创新工作领导专班。扁平化的创新体

系，让创新政策和机制“一竿子插到底”，有效推

动了科技管理和地方特色基础研究及示范推广。

举一纲而万目张。在多元化科技创新投

入体系的撬动下，盐池县财政研发经费投入

保持 30％的年增长率，累计发放“宁科贷”

2480 万元、贷款贴息 300 余万元，兑现企业创

新驱动奖补资金 2.6 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增长率达 30％以上。

（下转第三版）

宁 夏 盐 池 ：沙 窝 窝 再 响“ 创 新 经 ”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出新者进。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认真总结今年经济工作，全

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中央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会议观大势、谋全局，部署了财政、货币、产业、

科技、社会五大方面的政策，提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

强”，为我们凝聚共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做好明年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和路线图。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

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

图。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了经济社会

大局稳定。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外部环境动荡

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科

技政策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大政策部署被提出，再次凸显

了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政策是导向，是动力，是保障。当前，我国鼓励科技创新

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2022 年，围绕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

《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年）》等重要法律和

文件，各有关部门推进各项科技政策扎实落地，进一步激发了

创新活力，完善了创新生态，提升了创新效能。

政策是基底，是支撑，是构建协同创新生态的强力推手。

我们要把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政策举措与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的方针紧密结合。要引导和鼓励国有企业在完善中

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的同

时，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强化原创技术供给，打造原创

技术“策源地”，进行体系化布局、全链条部署，在解决“卡脖子”

问题方面取得更多更大突破，成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推动力。同时，要充分释放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打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全社会科技创

新门槛，为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真正解难题、办实事。良好

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充沛的创新要素供给，都将有助于龙

头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构建产业链的过程中，形成创新链的互

补和协同，从而增强产业整体的竞争力。

在新的征程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新的部署，要让

科技政策更加聚焦自立自强，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推动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锻造新的产业竞

争优势，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供高质量供

给，助力实现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科技政策聚焦自立自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

持系统观念，针对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找准科技

创新方向和重点，全局谋划、整体推进。要有力统筹教育、科

技、人才工作，强化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协同配合、系统

集成，共同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

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和质量，加快引进高端人才，筑牢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人才根基。

万水千山，道不远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己任，勠力

同心、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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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新时代首都美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分为“古城新韵”“双奥之城”“一轴三带”三个板块，展出全国22个省份的美术家创作的中国画、油画、雕塑等精品力作126件。
图为观众观看展出的美术作品。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

二十大后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

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全面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了当

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系统部署了 2023 年经

济工作。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接受新华

社等媒体记者提问，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应当前经济热点

问题。

明年我国经济运行有
望总体回升
问：如何看待明年我国经济走势？

答：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

挑战。从国际看，乌克兰危机延宕发酵，全球

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

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突出，世界经济可能面

临滞胀局面；从国内看，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

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仍然较大，经济社会风险点增多。

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

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资源要素条

件可支撑。综合研判，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

明显下滑，而我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形成一

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一是优化疫情防控

措施将给经济恢复带来重大积极影响，预计明

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会

加快恢复，经济活力加速释放。二是存量政策

和增量政策叠加发力。今年已经出台实施的

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结构优化政策，该延续的

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政策效应将在明年持续

显现。明年还要根据实际需要陆续出台新政

策、新措施。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同向发力，将

积极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三是基数效应。今

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客观上造成今年经济基

数相对较低，明年只要经济恢复正常增长，基

数效应将对明年经济数据形成一定支撑。

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和风雨如晦的外部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

条件有能力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但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必须付出艰苦努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 （下转第二版）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作深入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