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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揭榜挂帅”
更好助力种业振兴

□安华祎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种业是农业的
“芯片”。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种子是
关键。

近日，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种业科技
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发
布，面向全国范围遴选科研团队，解决我区
种业发展的 12 项重大科技难题。这既标
志着内蒙古种业振兴“揭榜挂帅”专项行动
正式启动，也彰显出我们对粮食安全的高
度重视以及推动种业振兴的巨大决心。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内蒙古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之一，是国家的“粮仓”

“奶罐”“肉库”。去年，我区粮食生产实现
“十八连丰”，畜牧业生产实现“十七连稳”，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在 1 亿亩以上，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内蒙古贡献。但
也要看到，我区农业“芯片”还有不少关键
核心技术难题，粮食生产还大有潜力可挖，
单产和科技贡献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以

“揭榜挂帅”形式招贤纳才，就是要充分利
用全国优势创新资源解决我区种业发展关
键核心技术难题，最大限度调动创新资源、
激发创造活力，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揭榜挂帅”，说到底就是把需要的关
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
谁有本事谁就“揭榜”。好比古时候张榜招
贤一般，各路英雄豪杰打擂台，不论出身、
不设门槛，只论实力、能力，意味着能者上、
平者让、庸者下。推动种业振兴是一项系
统工程，对标新目标新定位，亟需我们进一
步深化“揭榜挂帅”这个关键招数，把关键
核心技术项目发展的难点堵点都张出榜
来，引天下英才而聚之，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共同攻关、共迎挑战，加快推进农业关
键技术攻关，早日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前不久，央视
热播纪录片《种子种子》，引发无数人的关
注。一粒种子可以成就一个产业，一粒种
子可以富裕一方水土，一粒种子更可以改
变一个世界。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着力在“一粒种子”上下更大功
夫、做更大文章，让更多揭榜英雄者脱颖而
出，我们定能为“中国碗”增添更多“塞外
粮”，让“大国粮仓”更加殷实。

种业振兴“揭榜挂帅”
抓牢“粮仓”“奶罐”“肉库”

□本报记者 及庆玲

为什么种业振兴这么重要？国以农为
本，农以种为先。种业是农业发展的源头，
事关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事关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这一“国之大者”。

去年 7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审议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时强调，保障种源自主
可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粮食安全
这根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绷得更紧。

时隔半年多，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3 月
6 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
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
组会时再次强调，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
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
控。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
对粮食市场带来影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
境，避免关键领域“一剑封喉”，必须加快种
业自立自强。

内蒙古的优势得天独厚，农牧业生产在
我国地位重要、成效显著、意义重大，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
内蒙古量身定制了“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自治区在推进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暨提高农畜产品品牌竞
争力专题会议上强调，要抓种业振兴，大力
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优势特色品种培
育、良种化水平提升“三大工程”，努力形成
一批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关键核心技术。

挂出作战图 吹响冲锋号

种业振兴，科技先行。内蒙古自觉扛起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加快推
进种业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

不久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
求，自治区科技厅制定《内蒙古种业振兴“揭
榜挂帅”专项行动方案》，确定了“5+N”特色
产业（草种业、奶牛、肉牛、肉羊、马铃薯 5 个
优势产业和杂粮、蔬菜、向日葵、甜菜等 N 个
其他产业）创新链布局，明确了工作目标、落
实举措与重点任务，绘出了种业振兴“揭榜
挂帅”路线图。

“优质苜蓿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示范、
马铃薯优异种质创新及新品种选育、高端奶
牛种源挖掘及高效繁育关键技术创新⋯⋯”
3 月 31 日，自治区科技厅发布 2022 年内蒙
古种业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
项目榜单，面向全国范围遴选科研团队，解
决我区种业发展的 12 项重大科技难题。标
志着内蒙古种业振兴“揭榜挂帅”专项行动
正式启动。

“有利于整合资源解决种业发展中的关
键核心技术问题；有利于种业全产业链的科
技创新，推动种业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全
面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内蒙古农业大学博
士生导师，农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教研
室主任刘景辉教授长期奋战在科研工作一

线，期待着种业振兴“揭榜挂帅”专项行动取
得的科技成果。

翻看项目榜单，“5+N”产业战略性需求
导向明确，“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推广示范”
的创新链布局清晰，体现了自治区瞄准关键
核心技术“补短板、锻长板”，坚决打赢“种业
翻身仗”的信心与决心。

区别于自治区技术攻关类“揭榜挂帅”
项目的“企业出题、政府张榜”模式，种业振
兴“揭榜挂帅”项目实行“政府出题”与“企
业、政府、专家联合出题”相结合的出榜机
制。通过建立种业振兴“揭榜挂帅”专项行
动联席会议制度和种业振兴“揭榜挂帅”专
项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充分调动政府各有
关部门、行业领军人才和龙头企业力量，共
同分析种业产业发展的难点和堵点，提出种
业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凝练出瓶颈问题、专
项目标和揭榜条件，形成自治区种业振兴

“揭榜挂帅”榜单向社会发布。
“企业、政府、专家联合凝练榜单，产业

需求更清晰，技术方向更聚焦，攻关目标更
有针对性。”谈及本次发布的草种业项目榜
单，长期从事牧草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的内
蒙古农业大学石凤翎教授十分肯定。她表
示，榜单不仅准确分析了国家和自治区草种
业发展的难点和堵点，还提出了明确的技术
路线建议与阶段性任务、目标，任务分解科
学合理、目标设定高而可攀，充分体现了自
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组织管理工作的针对性、
前瞻性、严谨性和专业性。

立足新优势 促进产业化

高端奶牛种源缺乏、高效育种繁殖核心
关键技术薄弱、高端种源供种能力与产品核
心竞争力不足，成为我国奶牛种业发展的关
键共性问题。

面对短板，自治区科技厅在充分调研区
内家畜育种企业创新需求、征求区内外行业
高层次专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发出高端奶
牛种源挖掘及高效繁育关键技术“求贤令”，
集全国智慧挖掘国内与国际高端奶牛种质
资源、研究开发育种与繁殖核心关键技术，
培育世界一流奶牛种公牛，建立国际标准的
奶牛育种与繁殖技术平台，培育国际视野的
奶牛育种科技创新团队，实现奶牛种源及高
端种业产品自主可控、育种繁殖关键核心技
术国际领先。

可以预见，通过揭榜攻关，对于我区奶
牛养殖与乳品加工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以及提升我国奶牛种业核心竞争力、抵
御国际种业贸易风险具有重要产业价值与
现实意义。

“希望通过有实力、有基础的种业企业
牵头成立紧密型的‘创新联合体’，勇于揭
榜、挂帅出征，深度参与实施自治区种业科
技创新示范工程，提升种业核心关键技术创
新能力，加快推动我区奶牛、肉牛种业及乳、
肉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 月 29 日，自治区
科技厅党组书记冯家举到内蒙古赛科星繁
育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种业

科技创新工作时指出。
诚然，种业振兴“揭榜挂帅”专项行动不

仅是一场关键技术攻坚战，更是我区科技体
制改革的生动实践。

种业创新需要产学研紧密融合高效协
同。种业振兴“揭榜挂帅”专项行动注重发
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鼓励区内龙头企业牵
头，充分利用既有技术创新中心、农业科技
园区、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基地，与国内优势
科研团队共同组成“创新联合体”揭榜，充分
考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等优势
创新资源的有机衔接，设定明确的科技创新
成果目标、科技人才培养目标、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目标，是一场科企联合、科企融合协
同创新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种业创新需要研发投入攻坚。种业振
兴“揭榜挂帅”专项行动坚持以企业为投入
主体，项目资金由揭榜方企业自筹和财政科
技资金支持共同保障，企业自筹资金与财政
科技资金支持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1，优先
支持有地方资金配套政策的揭榜方，鼓励金
融机构参与创新联合体组建，形成政府、企
业、社会多元投入机制。2022 年，自治区财
政科技专项资金用于种业创新的预算额度
达到 1.74 亿元，其中，本批 12 个种业振兴“揭
榜挂帅”项目当年财政预算投入达 6200 万
元，预计将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1 亿元以上。
同时，自治区科技厅将加强项目实施“里程
碑”式考核，根据项目实施进展，给予财政科
技资金分段滚动支持，推动形成种业科技创
新稳定支持模式。

种业创新需要科学、多维的评价激励体
系支撑。为此，自治区提出建立以产业贡献
考核创新成效、以市场化程度考核创新价值
的评价与资源配置机制；形成持续支持中的
优胜劣汰和奖惩规范；形成企业牵头实施、
首席科学家负责、调动全社会投入的专项推
进机制和科研成果推广保障机制；建立健全
激励、放权、容错、客观、高效的考核制度。

种业创新需要持续推进科技领域“放管
服”。对此，自治区科技部门将给予项目承
担单位、科研人员充分的自主权，全面下放
技术路线调整、经费使用等权限，鼓励科研
人员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
败；对揭榜方不设置企业注册时间、项目负
责人年龄、学历和职称等准入门槛要求，破
除“四唯”，打破制约科技创新的机制障碍，
让科研经费更好地为创新服务。

一条条精准、实用的措施，让企业家们
倍感振奋。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
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喜和教授表示，在自治区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引进、税收减免、科
技创新平台共享等方面的有力支撑下，企业
和科研人员将释放更多创新活力，为内蒙古
种业振兴作出贡献。

科技兴农，米粮满川。期待内蒙古以
“揭榜挂帅”方式实施一批自治区优势特色
种业重大课题，打造自治区创新高地，建设
一批种业示范基地，谱写出更多携手耕耘、
共赢丰收的故事。

深深
瞳瞳

思享

★什么是“揭榜挂帅”？
指建立以需求为牵引、以能够解决问题

为评价标准的新机制，让有能力、有担当的团
队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任务。

★“揭榜挂帅”什么时候提出的？
“揭榜挂帅”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
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
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

★“揭榜挂帅”流程是什么？
悬榜——评榜——揭榜
★“揭榜挂帅”机制有哪些亮点？
打破繁文缛节、条条框框。
破除科研“小圈子”和论资排辈。
给予揭榜者充分的信任和授权。

体现“奖优罚劣”“问责问效”。
★内蒙古如何推行“揭榜挂帅”？
推行“揭榜挂帅”制度是我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有关决
策部署，推进重大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机制改
革的重要举措。

2021 年 9 月，自治区科技厅在充分调研、
广泛征集企业近百项重大技术需求的基础
上，经组织专家技术论证，遴选发布了首批 15
个技术攻关类项目榜单，面向全国征集解决
方案。

向清华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科技兴蒙“4+
8+N”合作主体发出定向邀请，前后共有 49
家单位积极对接，经组织对接、考察洽谈，最
终有 12 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攻关需求由企业主导提出，项目研发资
金保障以企业提供资金为主，政府部门由“出
题方”转为“服务方”，主要在把方向、搭平台、
强服务、促合作、重激励等方面发挥作用。

【链接】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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