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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调度会在京召开

2019 年 1 月 23 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主持召开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调度会并总结

讲话。张桃林副部长在会上强调，要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有机整合各种资源力量，持续稳定支持攻

关平台建设，加快构建高质量、高水平、高效能的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开展

良种联合攻关，聚焦生产重大问题，凝练目标任务，种业基础理论与前沿

技术创新取得新成绩，绿色优异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与育种新材料创制取得

新成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优质品种选育取得新突破，新品种规模

化推广示范取得新进展，农科 728、泽玉 8911 等品种成为我国第一批通过

国家审定的适宜籽粒机械化收获玉米新品种，郑麦 7698、鲁原 502 等一批

新品种推动了我国优质抗逆小麦生产再上新台阶，隆两优华占、晶两优丝苗、荃优丝苗和荃优 153

等正成为南方稻区优质主栽品种，大豆出现了“亩产 400 公斤可复制，300 公斤成常态，200 公斤大

面积”的可喜局面，为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要着眼解决种业科研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突

出问题，坚持在政府有效引导中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坚持在科企深度合作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坚持在改革开放中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不断丰富良种联合攻关内涵，不断强化体制机制创新、组

织模式创新和政策制度创新，汇聚种业上中下游各方力量，整合系统内项目资源，加快构建高质量、

高水平、高效能的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

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攻关首席专家盖钧镒院士、戴景瑞院士、万建民院士、许为钢研

究员、秘书长及部计财司、科教司、种植业司、种业司、农机化司、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科技发展

中心、全国农技中心、农机鉴定总站、全国畜牧总站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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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良种攻关协作组喜获 2018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01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对为我国科学技术

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奖励大

会并为获奖科学家们颁奖。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秘书长

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立会研究员牵头

完成的“小麦与冰草属间远缘杂交技术及其新种质创制”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该项目历时 30 年，创立了小麦

远缘杂交新技术体系，破解了小麦与冰草属间杂交及其改

良小麦的国际难题，创制育种紧缺的高穗粒数、广谱抗病

性等新材料 392 份，培育出携带冰草多粒、广谱抗性基因

的新品种，驱动育种技术与品种培育新发展。

邱丽娟团队荣获 201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大豆良种攻关协作组秘书长单位作物科学研究所邱丽娟研究员牵头完成的“大豆优异种质挖掘、

创新与利用”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项目创建了大豆种质资源表型与分子标记相结合的鉴定技

术体系，在国际上率先构建和解析了大豆泛基因组，挖掘抗逆、高油等重要性状 QTL/基因 72 个，建

立分子标记育种技术体系，选育出抗病、优质、高产新品种 17 个，2006-2017 年累计推广 1.25 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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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种技术创新研讨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

2018 年 11 月 24 日-25 日，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中国农业科学院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共同主办，国家良种攻关种业理论创新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黑龙江省作物学

会联合承办的以“作物育种技术创新与应用”为主题的作物育种技术创新研讨交流会在黑龙江省农

科院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巡

视员孙好勤，黑龙江省农科院院长李文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新海，黑龙江省农

科院总农艺师闫文义研究员出席会议开幕式。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处长厉建萌主持开幕式。

种业理论创新组组长万建民院士在致辞中分析了当前种业

发展的形势，特别是作物育种技术的发展态势，对常规育种技

术和分子育种技术融合发展提出希望和要求。孙好勤副司长在

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国家良种攻关种业理论创新组取得的成绩，

深刻阐述了加强种业自主创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明确指出了

国家良种攻关种业理论创新组要在强基础、抓战略、促转化等

方面凝心聚力，做好种业发展的谋划和落实。

交流会上，万建民院士、李自超教授、赖锦盛教授、徐明良教授、马有志研究员、李新海研究员、

张学勇研究员和何中虎研究员等学术大咖就作物育种技术最新进展做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探讨

未来发展方向，为推动我国植物分子育种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通过学术研讨，普遍认为为了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植物育种学科的发展，需要进行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统筹规划，应加强植物

基因资源和新基因发掘的理论基础与

技术创新，加强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基

础及功能途径研究，加强育种新技术新

方法与高效育种技术研究，培育适合不

同用途的优质高产新品种，整体提升我

国植物育种研究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会议期间，多名国家育种领域顶级

专家介绍了当前作物诱变育种、单倍体

育种、转基因育种、分子育种、基因编

辑等现代育种技术在水稻、大豆、杂粮

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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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育种理论和前沿技术论坛暨国家水稻良种

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现场观摩交流会在杭州召开

根据农业农村部 2018 年“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总体部署，为全面总结 2018 年上半年工作、

积极推进农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委托“育种理论创新组”和“水稻良种重大

科研联合攻关组”，于 2018 年 9 月 22-24 日，在中国水稻研究所召开“农作物育种理论和前沿技术

论坛暨国家水稻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现场观摩交流会”。胡培松研究员主持会议。农业农村部种

业管理司副巡视员孙好勤、马志强处长、厉建萌副处长，部分专家委员会委员及各成员单位代表 70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大攻关理论创新组秘书长李新海研究员做了《作物育种技术：挑战与机遇》汇报。南京农业

大学江玲教授、福建省农科院张建福研究员、隆平高科代表、中国水稻研究所胡培松研究员、湖南

农业大学唐文帮教授、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分别做了抗稻飞虱共享平台、稻瘟病抗性共享平台、高

温抗性共享平台、品质共享平台、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等各方面的平台建设情况和运行情况汇报。

孙好勤副巡视员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首先要近一步深化对联合攻关重要性的意识，良种攻关

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攻关项目，作为深化种业改革的一个抓手，其核心还是要坚持市场导向，瞄准突

出问题，通过平台建设，来聚焦共性突出问题，从创新链的前端到后端进行系统的分工，明确责任，

狠抓落实；机制创新方面形成生产出题、专家解题、企业跟进、主体参与的联动机制，创新资源与

信息共享的机制，创新有利于提高政企协作效率的有效机制；发挥四大作物的引领作用，构建以市

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参与和融合，实现由品种到品质，品味到品牌的一体化创新体

系。第二，加强基础研究，突出重大科学问题，实现重大理论创新。基础研究成果不能仅着眼于论

文的发表，应更多地应用于生产实际，解决基

础应用的脱节问题。第三，推进种业权益改革，

近一步强化品种权保护，探索科学合理的利益

分享机制。前一阶段种业改革从政治层面上基

本实现了突破，设立了绿色通道及一系列优惠

政策。下一步可以考虑继续探索在联合体内部

率先实行九一文本；探索品种获益权分权制，

从资源收集到鉴定评价，到材料创制和品种选

育，实行分段赋权机制。第四，加快国外水稻

品种权的保护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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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新品种试验 2018 年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新品种试验 2018 年工作会议于 2018 年 12月 18-19 日在河南郑

州召开。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肖世和研究员，国家小麦

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首席科学家、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许为钢研究员以及各组试验主持人等

30 余人参加。会议由小麦良种攻关新品种试验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闫

长生主持。2018-2019 年度，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新品种试验在黄淮冬麦区、长江中下游

冬麦区、长江上游冬麦区设置品种比较试验、大区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共计 15 组、参试品种 288 个

（次）（不含对照品种）、承试点 217 个（次）。会议三方面内容，一是各组试验主持人分别介绍

本组试验的播种、冬前苗情、问题及措施；二是安排布置春季及中后期田间管理、考察，参试费的

收缴、支出等管理工作；三是试验中遇到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与会人员通过交流和讨论，

对试验记载标准、农事操作、档案管理等工作形成一致意见。良种攻关首席专家许为钢研究员在总

结中对试验管理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强调做好广适性品种试验工作的重要意义。

国家荔枝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2018 年度总结会召开

2019 年 1 月 16 日，国家荔枝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2018 年度工作总结暨 2019 年工作部署会在

广州召开。会上，国家荔枝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的 27 个团队各自汇报了 2018 年有关工作和 2019

年工作计划。首席专家胡桂兵教授部署了 2019 年攻关联合体的主要工作，介绍了 2018 年有关项目

申报和经费分配情况，并通报了 2019 年计划申报项目情况。国家荔枝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项目是

农业农村部组织的全国 11 大特色作物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项目之一，由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组织实施，自 2018 年 6 月 28 日正式启动以来，签

订了攻关联合体“权益共享协议”，制定了实施方案并由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正式发文，先后落实了多个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基地，提出广东主推 10

个荔枝新品种等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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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 2018 年工作进展

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在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等主管部门领导下，在以戴景瑞院士

为主任的玉米协作攻关专家委员会指导下，联合了 49 家有实力种子企业和科研教学单位，以玉米种

业需求为导向，在优异种质资源发掘与材料创制、优异组合的联合筛选与联盟育种、机收籽粒玉米

新品种的测试与筛选、育种人才培养与信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发掘出一批具有抗逆性好、

抗病性强、籽粒脱水快、配合力高的优异前育种材料；筛选与创制出自身产量高、配合力高、节水

节肥、优质抗病、适宜机收的玉米优异材料；培育出符合绿色发展、适宜全程机械化收获作业等要

求的玉米新品种；已通过国家审定的机收品种在生产上迅速推广与应用；逐步完善了资源共享、利

益共沾的合作机制，搭建了攻关上下游各环节的信息化交流平台，加大品种展示示范力度，为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玉米生产转型升级提供品种与技术支撑。

1 主要工作进展

1.1 优异种质资源发掘与材料创新 2018 年在北京顺义、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山东济

南对 2004 份前育种材料开展了基本农艺性状鉴定评价和基因型鉴定，筛选出 317 份综合农艺性状优

异、遗传背景清楚、具有育种应用价值的种质资源，同时，又对育种上迫切需要解决的耐旱、耐低

氮、抗茎腐病、抗穗腐病等绿色性状进行了联合鉴定，由攻关成员单位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

究所牵头在新疆乌鲁木齐、甘肃张掖、内蒙古巴彦淖尔完成了 7200 份次种质的抗旱性鉴定，筛选出

抗旱性强且综合农艺性状优良的前育种材料 177 份；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组织，在

河南原阳、山西太原、陕西杨凌开展了 8200 份次的耐低氮鉴定，筛选出耐低氮极强且具有育种直接

利用价值的材料 167 份；依托河南农业大学在郑州完成了 1141 份材料的茎腐病鉴定和 2069 份材料

的穗腐病田间接种鉴定，筛选出达高抗水平的抗茎腐病材料 27 份和抗穗腐病材料 15 份，为培育更

多适宜绿色发展的新品种提供服务。最后，为加速攻关联合体内筛选出的优异种质或创制的新种质，

在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秘书处统一组织成员单位申报新品种权，本年度完成了

67 份材料的实质性审查和 DUS 测试，切实保障了攻关联合体内培育优异种质的育种单位利益。

1.2 优异组合联合筛选与联盟育种 本年度在黄淮海玉米主产区对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经

5000 多个组合多点鉴定筛选出的 74 个优异组合进行了集中鉴定与评价，筛选出早熟、耐密、抗病、

抗倒、籽粒脱水快、适宜机械化收获等特性的苗头新组合 26 个。其次，组织有意愿、有条件的单位

继续开展联盟育种，本年度对配制的 1771 个组合在全国 6个生态区进行了联合鉴定与评价，筛选出

98 个苗头组合进入下一年度的大区试验，联盟育种初见成效。继续在 15 家攻关成员单位内新征集了

83 份优异种质进行多点鉴定，并进行基因型鉴定，同时进行每份材料的品种权保护，为联盟育种可

持续征集优异种质提供了保障。最后，在绿色品种鉴定与筛选方面，依托甘肃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和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筛选出 7个品种在两个环境下均达到耐旱性中等以上水平，

并摸索出全生育期减半灌水的方法有助于品种的耐旱性鉴定；依托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筛选出至少在两个试验点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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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较强的品种 6个。

1.3 机收籽粒玉米新品种测试与筛选 为满足新时期玉米生产对机收籽粒新品种的需求，攻

关联合体继续在东华北和黄淮海开展籽粒机收品种的测试与擂台赛，在东北中熟组区域试验和品比

试验各测试了 34 和 52 个苗头品种，共筛选出 30 个参试品种进入第二年区域试验；在黄淮海夏玉米

组区域试验和品比试验各测试了 29和 56个苗头品种，共筛选出 30个参试品种进入第二年区域试验，

东北中和黄淮海共有 9个品种完成了两年的区试和生产性试验，拟报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2 简要成果展示

2.1 《玉米氮利用和耐低氮鉴定评价技术规程》的制定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牵

头，组织攻关联合体中的科研单位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搭建了耐低氮鉴定平台，建立

了耐低氮规模化精准鉴评技术方法和标准。在此基础上，联合制定了河南省地方标准文本《玉米氮

利用和耐低氮鉴定评价技术规程》（已通过了审查）。此标准为筛选氮高效利用种质提供了技术支

撑，有利于耐低氮绿色品种的鉴定与筛选。

2.2 “绿色品种鉴定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在甘肃张掖、内蒙巴彦淖尔进行节水效率筛选

试验，及在河南周口、山西户县和山西临汾进行的耐低氮节肥效率筛选试验的结果，综合分析现有

品种测试结果及生产条件，提出了适宜绿色品种测试操作规范与主要指标体系，经过征求业内同行

专家的意见，草拟了绿色品种鉴定指标体系。本指标体系有利于推进绿色品种的筛选和利用，对满

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和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2.3 审定的适宜籽粒机收品种产生了直接的经济效益 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制定

的适宜机收籽粒品种审定标准，被列入国家《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实践表明，所制定的标

准符合我国现阶段筛选机收籽粒品种的要求，2017-2018 年通过国家机收籽粒玉米区域试验已审定了

22 个品种，推广面积累计达 1052.22 万亩，产生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这些品种为促进我国玉米生产

方式向机械化方向的转变、解放大量劳动力和节本增效奠定了基础，也为满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农业现代化对品种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综合会讯

2018 年 3 月 29 日在北京召开了国家玉米良种攻关工作会议。会上听取了玉米良种攻关 2017 年

工作进展、分析了攻关工作存在的问题，制定了玉米攻关 2018 年工作方案，研讨了玉米绿色品种指

标体系，培训了机收品种测试标准及方法，全面落实了 2018 年攻关工作。9月 3-4 日在哈尔滨举办

了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年会，期间设置了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专题活动，会上邀请了相关

专家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9月 10-12 日，在河南召开了绿色优异种质资源及机收品种现场观

摩会，会上全面总结交流了良种联合攻关的经验与做法，现场观摩了新乡基地种植的抗旱耐低氮优

异绿色种质、联合展示的籽粒机收新品种等。11 月 27 日-30 日，攻关联合体成员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举办了“第十一期竞雄玉米育种学校培训班”，围绕现代育种技术及产业化应用的主题进行了培训。

12 月 9-11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院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国家玉米联合攻关绿色品种评价规范制

定会议，会上听取了绿色品种标准的编制说明，审议了绿色品种鉴定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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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用菌良种科研联合攻关取得显著成效

2019 年 1 月 15 日，国家食用菌良种科研联合攻关项目育种技术总结培训会在蓉召开。培训会对

一年来的攻关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交流，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对下一步攻关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2018 年国家食用菌良种科研联合攻关在育种、种质资源、技术方法、基础平台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收集特色种质资源 313 份，精准鉴定 151 份，农艺性状评价 166 份，

创制各具特色的育种中间材料 48 份。一年来，国家食用菌良

种科研联合攻关体致力于打通科研教学单位与企业合作通

道，助推产业发展。一方面，为食用菌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

寻找下家，突破长期以来科技成果孵化和转化不力的困境，

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开花。同时，为食用菌企业输送优良品

种和先进繁育技术，让品种创新插上科技的翅膀。

中国育成浙青、台绿系列西兰花品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超过 95%的西兰花种子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因培育西兰花种子非

常困难，国内市场没有可以替代的种子，国外公司的西兰花种子几乎一家独大，价格一涨再涨，而

且种子供应始终紧张。

2018 年 6 月，“国家西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在浙江正式启动，全国 21 家科研教学单位、

种子企业和推广单位已加入到 “国家西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中，并签订了“国家西兰花良

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材料、信息、人才共享协议，成立攻关联合体。尤为重要的是，联合体成员

签署了人才资源信息共享协议，启动了我国西兰花核心种质材料及主要育成品

种 DNA 指纹图谱库的构建工作。目标到 2022 年，在西兰花主产区，国产西兰

花种子市场占有率 20%以上。据了解，目前已收到联合攻关单位提供的近 400

份 DNA 样本，为加快新品种选育奠定了重要工作基础。

2019 年 1 月 10 日，在台州举办的西兰花种业大会上，浙江省农科院、台

州农科院培育的“浙青”、“台绿”系列国产西兰花新品种暂露头角，品种的

田间性状表现非常不错，花球圆整、紧实，蕾粒细腻，蕾色深绿，显示出超越

国外品种的良好特性，预计产量比以前用的国外种子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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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新品种中黄 301 连续三年实收测产亩产超过 310 公斤

2018 年 10 月 8 日，“中黄 301 示范田实收测产现场会”在河南省新乡市中国农业科学院万亩

综合试验基地举行。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陈维元研究员任组长的 10 位专家对采用麦茬免

耕覆秸栽培技术种植的大豆新品种中黄 301 高产示范田进行了现场测产验收。专家组选择生长均匀

的田块用收割机进行实收，中黄 301实收面积为 4.87 亩，按含水量 13.5%计算，折合亩产为333.93kg，

再创大豆实收高产典型。2016 年、2017 年中黄 301 采用相同的良种良法配套技术，专家实收测产亩

产分别为 314.70 公斤和 311.50kg，连续三年亩产超过 310kg。

大豆新品种中黄 301 是作物科学院研究所针对新形势下大豆规模种植所需全程机械化作业培育

的大豆新品种，2017 年通过河南省审定，2018 年通过安徽省和江苏省审定，审定编号分别为豫审豆

2017002、皖审豆 2018003 和苏审豆 20180007。中黄 301

主要特点：一是高产、稳产；二是品质好，蛋脂总量为

63.42%；三是抗病，连续 3年经国家大豆改良中心接种

鉴定，对黄淮海地区大豆花叶病毒流行株系 SC3 和强致

病株系 SC7 均表现抗病；四是适宜全程机械化作业，抗

倒性好、耐密植，成熟一致，落叶性好，底荚高度适宜；

五是适应性广，适宜安徽省沿淮淮北地区、河南省、江

苏省淮北等夏大豆区种植，这个区域目前正是我国黄淮

大豆主要产区。

国家大豆良种攻关助推企业育种水平快速提升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上午，国家大豆良种科研联合攻关专家委员会在圣丰种业高产示范基

地召开了高产创建示范方测产验收现场会。国家大豆良种攻关万亩高产创建示范方位于山东省

汶上县苑庄镇毕村的山东圣丰种业苑庄基地，连片面积 10500 亩，主要种植品种为自主选育的大

豆新品种圣豆 5 号。专家组选择生长均匀的田块用收割机进行实收，收获面积 12023 平方米，

合 18.03 亩。平均亩产 324.59kg，按标准含水量 13.5 计算，亩产 320.50kg，创造黄淮区域大

面积实打验收高产攻关记录。

无独有偶，10 月 1 日，在五大连池市新发 3 队举行的测产活动中，来自黑龙江的大豆专

家为圣豆 15 进行了测产实打验收，公顷产量达到 3110kg，打破了第四积温带大面积高产记录。

近年来，在国家大豆良种联合科研攻关的引领下，圣丰种业大豆育种水平快速提升，自育

的“圣豆 5 号”、“圣豆 15 号”等品种多次创建高产典型，对于推动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

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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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企合作建立“大豆基因编辑育种联合实验室”

2019 年 1 月 11 日，国家大豆良种联合攻关成员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山东圣

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大豆基因编辑育种联合实验室”在山东省济宁市正式揭牌，中国

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局长王述民和圣丰种业董事长王书平共同为联合实验室揭牌。中国农业科学

院副院长王汉中院士、作科所所长刘春明、副所长刘录祥，济宁市长石光亮、副市长任庆虎等领导

出席揭牌仪式。

作科所大豆育种技术创新与新品种培育创新团队在大豆生物技术方面有近 20 年的研究基础。近

几年来，该团队和植物转基因技术研究中心开展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建立了成熟、高效的技术体系，

率先运用 CRISPR/Cas9 技术定点敲除大豆开花调控关键基因 GmFT2a，创制出“无外源基因

（transgene-clean）”、可稳定遗传的大豆晚花突变体材料。该研究是利用 CRISPR/Cas9 技术实现

大豆重要农艺性状遗传改良的首例报道，为进一步阐明大豆光周期开花途径的分子机制和大豆基因

组编辑技术的育种应用提供了成功范例。近期，该团队又利用此技术实现了 GmFT2a 基因最长超过

4.5kb 的靶向片段删除，创制出可稳定遗传的大豆基因组长片段删除突变体，获得晚开花表型材料，

为扩宽大豆品种的适应区域提供了新的途径。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作物科学研究所在黄淮海地区的重要合作单位，双方在大豆品种

选育、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均已建立良好合作基础。“大豆基因编辑育种联合实验室”的

建立，将整合双方在技术、人才、平台、基地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实现强强联合，有效推动大豆基

因编辑等高新技术在大豆育种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提升我国大豆种业科技自主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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