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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本报记者 李倩 其乐木格 朝波

2016年 12月 16日中午 11点，一
群人守候在棚圈内外，焦急地等待着一
个新生命的到来。他们已经整整守了
6天了。

下午1点，经过1个半小时的剖腹
产手术，“米咖迷”来到了这个世界。这
是世界首例以扩繁为目的的超细型体
细胞克隆绒山羊，它是一个珍贵种群重
新崛起的希望，也是内蒙古羊绒产业振
兴和乌拉特草原牧民增收的寄托。

时间退回到2013年5月。在乌拉特
草原深处，乌拉特后旗畜牧改良站老站长
赵云登见到了几个找羊的人，他兴奋地
说：“走，我知道哪里有，我带你们去。”没
有路，车开不进去，赵云登带着他们徒步
50多公里来到偏僻的津门嘎查，指着一处
羊圈说：“这就是你们要找的羊。”

一个消失的种群，就这样被发现
了。为了不把羊群累坏，他们每人背上1
只羊，往返几十趟，徒步走了上千公里，
硬是把280只羊从草原深处背了出来。

他们是内蒙古米真绒毛纺织公司
与中科院合作创办的中科正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这群羊是赵
云登保护了20多年、没有经过改良的
纯种的二郎山白绒山羊。

“我们团队首次破译了二郎山白绒

山羊的基因组密码之后，对成千只绒山
羊进行基因测序，发现绒山羊种群的退
化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引种杂交有
关。”中科正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科
研人员郝志强说。

“过去的羊绒非常细，现在14至15
微米的细度几乎看不到了，二郎山白绒
山羊也几乎成了濒危物种了。”内蒙古
米真绒毛纺织公司董事长李臻说，“羊
绒产业的发展应该往前看，保种育种是
第一关。”

2013年、2014年期间，中科正标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团队扛着仪器，
游走于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鄂托
克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等地的
深山腹地之中，采集了绒山羊的血样、
绒样各3万多份。

2014年初，他们把从不同地方带回
来的上千只羊进行筛选，组建了规模为
500只的核心群体，运用全球最先进的基
因组辅助育种技术，精准筛查选种，并对
它们进行了长达2年的观察，终于找到了

“羊王”——一只拥有13.89微米超细羊
绒、性状稳定的纯种二郎山绒山羊。

“2年来，羊王的各方面性状都非
常稳定，是我们目前找到的第一只满足
种公羊水准的超细绒山羊。我们决定
对它进行克隆。”郝志强说，‘米咖迷’就
是羊王的复制品，具有和羊王完全相同
的特征。”

科研人员从“羊王”的耳朵上提取
了体细胞，体细胞带有“羊王”全部遗传
信息。“我们每天开车去周边的屠宰场，
从刚刚宰杀的母羊身上取出卵巢，放进
水温在28℃至38℃的灭菌生理盐水保
温瓶中带回。清洗、切割，提取出活性好
的卵母细胞，进行1天的成熟培养，然后
将卵母细胞去核，再把体细胞注入卵母
细胞中，电激活，胚胎卵裂，以供筛选移
植。”郝志强说，“这个过程我们重复了无
数次，失败了无数次，经过长达1年半的
不断摸索，终于成功将胚胎移植到代孕
母羊的子宫中。”

“克隆是啥咱也不懂，倒是闹出了
不少笑话，没少给人家科学家添麻烦。”
中科正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合作
户、杭锦后旗太阳庙乡牧民李柱说。

原来李柱家的母羊被选中，做了胚
胎移植手术，可李柱不了解这胚胎的来
之不易，也不懂得将母羊单独圈养，又将
公羊放入圈中交配，致使母羊流产。

“搞科研难，科研成果的转化更
难。我们公司这两年羊绒出口赚的钱
全贴补到科研这块了，真是硬撑着，民
营企业做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李臻
说，“只有通过科研才能提升羊绒品
质，进而获取更大的利润。目前1吨
细度为15.6至15.8微米的羊绒价格大
约在70万元，1吨细度为15微米的羊
绒价格则能达90万元左右，而15微米

以下的羊绒在市场上更是走俏。”
“高品质的羊绒在国际市场上供不

应求，生产出大量的高品质羊绒对企业
来说能够掌握国际羊绒市场的定价权，
对牧民来说，也是致富增收的好途径。”
杭锦后旗副旗长聂建文说，“促民生，必
须依托龙头企业，依托优质资源。”

杭锦后旗政府协调帮助企业在杭锦
后旗太阳庙乡于2017 年建设占地1000
亩的超细型绒山羊繁育养殖示范区，示范
区由种羊繁育基地（克隆工厂）、物流配送
及技术服务中心（包含专业合作社）和若
干个繁育示范户组成。

据介绍，2017年，示范区计划培育种
羊1000只，养殖改良的绒山羊达25000
只。到2018年，培育种羊达6000只，养
殖改良的绒山羊达10万只。“品质增、产
量增、价格增。示范区的建成至少带动周
边500多户农牧民致富。”聂建文说，“单
羊绒一项，1只羊能为牧户带来增收105
至110元，按每户养300只羊算，1年1户
牧民将实现增收3000元。”

内蒙古农业大学李金泉教授认为，要
保护绒山羊优质资源，从根源上解决羊绒
质量下降问题。克隆羊“米咖迷”诞生之
后，一定要建立好繁育体系，实现种畜统
一的遗传评价。经过系统繁育后，提高整
个二郎山白绒山羊品系的品质，继而提振
内蒙古羊绒产业的发展。
（本栏目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朝波、李倩摄）

国内首个
沙产业专利大数据
服务平台在阿盟开通

近日，“中国（内蒙古）沙产业专
利大数据服务平台”在阿拉善盟正
式开通。该平台是全国首个为沙产
业企业提供专利等信息资源服务的
大型平台。

该平台是由自治区科技厅（知
识产权局）、阿拉善盟科技局（知识
产权局）共同建设完成的。该平台
系统涵盖全世界 103 个国家和地
区在沙产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等方
面的专利大数据，截至目前，已收
集和更新沙生植物种植与开发利
用、特色资源利用、沙产业农牧机
械与设施建设、沙漠生态治理、沙
产业重点企业等 5大部分的专利
信息近10万条。通过该平台数据
分析，可以为企业制定适合自身发
展的知识产权战略、促进自主创新
能力的提高等方面提供可靠信息
保障。

（乌云夫）

锡盟新增2家
自治区级众创空间

最近，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三
批自治区级众创空间试点名单，锡
林郭勒盟大学生电子商务孵化基地
和金珠拉民族文化众创空间被认定
为自治区级众创空间。

至此，锡林郭勒盟已拥有6家
自治区级众创空间试点和试点培育
单位，构建了一批低成本、便利化、
全要素、开放式的创客空间，有效推
动人才、技术、项目、资金等各类资
源的整合利用，形成开放、高效、富
有活力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为加
快推进该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
开展优化了创新创业环境。

（王永 张严）

□本报记者 韩继旺

随着春播大幕的开启，杭
锦后旗各个科技示范园区也
开始忙碌起来。在头道桥镇
联增村，自治区土肥站牵头建
立的全区首个万亩控肥增效
示范区内，集成了不同栽培作
物、不同施肥时期、不同施肥
方式、不同肥料种类的个性化
技术菜单，辐射带动5万多亩
耕地地力提升和科学施肥水
平；在三道桥镇澄泥村，中科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农业
大学专家正在开展“暗管排
盐”改良盐碱地新技术试验，
为下一步全旗 77.38 万亩盐
碱耕地改良工程实施提供技
术支撑；在陕坝镇建硕农资配
肥站，一车车配方肥运往各个
镇村，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
任魏玉海高兴地说：“这些配
方肥都是农业部门根据近10
年各镇村土壤化验结果所研
究配置的，只要农户提供耕地
位置，配肥站就能配出适合当
地土壤的肥料，年配肥1万多
吨，覆盖控肥增效面积30万
亩。”

好土壤才能种出绿色有
机农产品。近年来，该旗推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改
善土壤条件入手，依托“三级
联创、院地共建、所旗联建”农
技合作平台，借助中科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
农业大学、巴彦淖尔市农牧业
科学院等国家、自治区、市三
级科研院所力量，通过实施控
肥增效、机械深松、秸秆还田、
增施有机肥、暗管排盐、水肥
一体化等技术，滋养土地培肥
地力，改善土壤质量，生产出
更多更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

据了解，自 2015年自治
区农牧业厅遴选杭锦后旗作
为全区首批控肥增效示范区
后，在小麦、玉米、葵花、青椒、
番茄上开展试验示范，引导农
民增施有机肥，降低化肥用
量，示范区氮肥、磷肥利用率
达到28.4%和 21.2%，氮肥用
量减少 6公斤/亩，磷肥用量
减少10公斤/亩，钾肥用量减
少3公斤/亩，用肥总量减少9
公斤/亩，核算成本减少45至
60元/亩，实现了减肥不减产
的目标。

2016 年，该旗投资 2.84
亿元实施了19.8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及节水改造、新增千
亿斤粮食田间工程等项目，深
入开展“院地共建”科技示范
旗活动，推广控肥增效22万
亩，实施机械深松19万亩、秸
秆还田104万亩，增施有机肥
20万亩，新建农业科技示范
园区16个，农业生产基础不
断夯实。目前，全旗130多万
亩耕地中被国家认定为绿色
无公害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有128万亩，有机食品生产基
地有1万亩，基本实现了绿色
无公害有机全覆盖。

今年，该旗继续加强产业
基地设施建设，计划完成7万
亩高标准农田续建工程，投资
1.43亿元再实施13万亩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筑牢农业增
产基础；投资8440万元，实施
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小型农
田水利重点县、新增千亿斤粮
食田间工程等建设项目，改善
4.8万亩农田配套设施。同时
依托“三级联创、院地共建、所
旗联建”平台，加快各种新技
术的示范推广，实施机械深松
25万亩、玉米秸秆还田25万
亩、培肥地力100万亩以上。
新建19个万亩绿色高产高效
创建示范区，确保“一控两减
（控制用水量减少化肥和农药
使用量）”技术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技术菜单”
改良土壤
增地力

□文/图 邓华

初春，巴彦淖尔市空气中仍透着阵阵寒意，而在临河区远景村的一片温室大
棚中，2位女大学生创建的多肉植物温室花园让人倍感春意盎然。

2016年，在国企工作的姜婷辞职，与相识多年的“闺蜜”屈宛娇一道走上创业
之路。通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她们决定种植两人都喜爱的多肉植物。为了充分掌
握多肉植物的培育方法，她们多次赴深圳、烟台等地的大型多肉种植基地参观学
习，并挑选出适于当地环境气候生长的品种，进行试验性培育、种植。面对一无所
知的黄土地，2位城市女孩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支持下，学习翻耕土地、调和土壤、
栽种花苗，看着一株株五颜六色的多肉植物在洒满阳光的大棚中茁壮成长，虽然
辛苦劳作，但她们心里却比蜜都甜。

经过近1年的发展，如今2位姑娘的多肉植物“温室花园”已初现规模，在种植
园区的基础上，还扩展了观光、休闲式的多肉景观花园，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购、
休闲，体验这片绿色花园的别样风光。

创业姐妹花

下一次您乘坐出租车时，也许
最好先看一下车身颜色。美国《国
家科学院学报》近日发表的一项新
研究说，黄色出租车的交通事故发
生概率要低于蓝色出租车。

“这项发现对提高公共交通安全
有很大意义，”研究作者之一、香港中
文大学助理教授夏小雨对记者说，

“一个城市一般都希望统一出租车的
颜色，政府是可以在颜色选取上作出
指导的。如果选取了比较安全的颜
色（比如黄色），出租车公司的运行成
本并没有增加，由发生交通事故产生
的健康和财产损失却可以减少。”

夏小雨与新加坡合作者的初衷
是研究如何提高公共交通安全，减少
事故发生概率。选择研究出租车，一
是因为这是大城市居民经常使用的
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二是出租车配备
有完备的信息系统，便于对每一辆车
做完整的行车记录分析。

研究人员联系了新加坡最大的
一家出租车公司，该公司提供了所有
司机近3年完整的事故记录，还有随
机抽取的3000多名司机的详细个人
资料以及行车记录等。由于这家公
司是在2002年由两个子公司合并而
成，所以其出租车有蓝黄两种颜色，
但是车辆都是同一品牌和型号。

分析显示，虽然黄色和蓝色出租
车的司机招募过程完全相同，司机也
是被随机分配驾驶某一辆出租车，但
是黄色出租车车队的事故率总是低
于蓝色出租车车队。由于黄色和蓝
色出租车车队司机在驾驶经验、学历
水平、年龄和居住地等参数方面没有
差别，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车身颜色
跟出租车事故率之间有重要联系。

“我们通过事故类型和事故发
生时的能见度分析，发现黄色出租
车相对于蓝色出租车有更高的能见
度，更能引起其他司机的注意，所以
可以减少其他车辆撞上出租车的概
率。这种能见度优势使得黄色出租
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比蓝色出租
车低9％，”夏小雨说。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结果
对中国的城市管理也有借鉴意义。
假设中国某大城市有6.5万辆以蓝
色为主的出租车，按照新加坡出租
车的平均事故率计算，在车身颜色
改为醒目的黄色后，这个城市每年
可减少4700次出租车相关交通事
故，从而减少约5000万元人民币的
财产损失。 （据新华社）

出租车事故率
与车身颜色
有关联

科技一线

短波

羊绒产业的发展应该往前看，保种育种是第一关。
要保护绒山羊优质资源，从根源上解决羊绒质量下降问题。克隆羊“米

咖迷”诞生之后，一定要建立好繁育体系，实现种畜统一的遗传评价。经过系
统繁育后，提高整个二郎山白绒山羊品系的品质，继而提振内蒙古羊绒产业
的发展。

新知

创业故事

姜婷（右）和屈宛娇在温室花园里查看栽培的多肉植物。

科研人员在做实验。

科研人员正在查看“米
咖迷妈妈”的身体状况。

“米咖迷”。

“米咖迷爸爸”——羊王。

世界首例超细型体细胞克隆绒山羊——

“米咖迷”成长记

“米咖迷”在喝奶。

羊王的伙伴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