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羊生产是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肉牛肉羊生产，
对于增强牛羊肉供给保障能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
前，肉牛肉羊产业基础差、生产周期长、养殖方式落后等，制约
了产业发展，亟待破解。

企业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骨干力量，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政府要把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围绕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筛选出优势企业，给予分类指导、精准扶
持，培育一批具备集成创新能力、有市场竞争力的种子行业“领
头雁”。鼓励引导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种业基地与优势企业加
强对接，共建研发平台或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完善育种研发、生
产加工等配套设施和专业服务，加快构建产学研融合、育繁推
一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健全激励创
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更好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借得东风上九霄。优势企业要抓住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一系列政策红利，制定符合发展战略的品牌化经营模式，驱动科技
创新，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发挥好“主板”集成作用，加快提升企业
整合资源、创新创造的能力，让科研、生产、市场、投资等通过企业
顺畅对接、合体发力。发挥好供种的“基本盘”作用，把拥有的自有
品种供应给市场，做好自由品种的更新工作。大型龙头企业要在
重点品种、重点领域、重点环节苦练“内功”，打造具有核心研发能
力、产业带动力强、国际竞争力强的“种业航母”。

从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到第一代喷气式歼击机⋯⋯核心
技术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和成就一再证明：集中力量办大
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定能突破“卡脖子”技术。打好
种业振兴翻身仗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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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

种 业 振 兴 要 培 育 好
优势企业这个骨干力量

□风启

““深瞳深瞳””··种业科技自立自强③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是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重要战略定位和重大政治责任。近年来，内蒙古先后出台了《种业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2020-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种业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规划（2021-
2025）》等政策，有力推动了自治区种业发展并取得了可喜成绩——2021年内蒙古牛羊肉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畜牧发展，良种为先”，加强
肉牛、肉羊良种的选育与培育，是现代畜牧业升级发展的需要。

□本报记者

及庆玲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肉羊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肉羊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良种繁育体系建设””项目首席专项目首席专
家家、、研究员刘永斌研究员刘永斌((前前))带领团队开带领团队开
展肉羊分子遗传检测展肉羊分子遗传检测。。

畜畜

良种西门塔尔种牛展示推介拍卖会现场良种西门塔尔种牛展示推介拍卖会现场,,牧民举牌竞买公牛牧民举牌竞买公牛。。

呼格吉勒图和他培育出的高品质母牛种质群体在一起呼格吉勒图和他培育出的高品质母牛种质群体在一起。。

3 月 30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
莉霞在推进肉牛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上
强调，要突出种业振兴，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强化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3 月 31 日，自治区科技厅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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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内蒙古自治区
肉牛现代种业育种创新联合体、遗传改良与生物
育种创新联合体并行揭榜“内蒙古地区肉牛核心
种质构建与新品种培育”项目；内蒙古肉牛生物育
种创新联合体揭榜“肉牛新品种培育与应用示范”
项目；内蒙古肉羊种业创新联合体揭榜“肉羊优异
种质资源创新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项目。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
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我区科技工作者们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实现种业科技自
立自强加快攻关。

打破科研“围墙” 构建地区规模化肉牛核心种质群体

蒙古牛作为蒙古高原具有地区特色优势的地方
品种，基因组中蕴藏着大量其它品种没有的优异性
状相关的基因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育种价值和
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但是，由于肉牛品种单一，
培育新品种时间漫长且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等不符
合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面临着如何保护和挖掘原始
蒙古牛种质资源和遗传信息、如何提高现有引进品种
和已有培育品种的生产水平等一系列生产科研实际
问题。

日前，自治区科技厅首次在“内蒙古地区肉牛核
心种质构建与新品种培育”项目中启用“赛马制”，
由内蒙古自治区肉牛现代种业育种创新联合体、
牛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联合体并行揭榜，采
用不同技术路线，激发出颠覆性、创新性方案。自
治区科技厅副厅长于潍介绍说：“这样一方面能有效
降低技术选择风险，另一方面能提高项目成功率和经
费利用率，实现科研攻关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化竞争主
体转变。”

6 月 23 日下午 17 点 30 分，内蒙古农牧业技术
推广中心研究员呼格吉勒图在牧场忙碌了一天，
刚刚回到办公室。

“我国肉牛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落后

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规模化高品质种质母牛群。
2016 年，在自治区农牧厅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内蒙古贺斯格绿色产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从国外引进第一批 3500 多头纯种种质母牛，通过
人工授精进行规模化生产。现在每年能够生产出
来 5000-6000 头高品质母牛种质群体，并在此基
础上，加强选育，培育更高品质的种牛。”呼格吉勒
图告诉记者。

如今，自治区肉牛现代种业育种创新联合体把牧
场和科技人员紧密联结起来，把实验室和科研人员迁
移到生产一线，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
断提高、完善科技创新手段。最直接的成效显现在农
牧民增收上。2021年7月，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政府
联合内蒙古贺斯格绿色产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举办良
种西门塔尔种牛展示推介拍卖会。“公司种公牛受到
当地牧民群众的热捧，40多户牧民举牌竞买一头公牛
的激烈场面犹在眼前。”呼格吉勒图回忆说。牧户自
行挑选购买种公牛，使具有遗传性能数据的种公牛在
阿巴嘎旗得以推广，确保满足本地区肉牛养殖户优质
肉牛种源需求，加快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保障牧民
持续增收。

另一个团队，牛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联合

体，在内蒙古大学长江学者李光鹏教授的带领下，针
对我国黄牛体型小、生长速度慢、产肉性能差等长期
未 能 破 解 的 难 题 ，通 过 体 细 胞 克 隆 、CRISPR-
MSTN 基因编辑和胚胎工程等现代生物育种手段，
历经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成功培育出农业农村部认证
的高产优质“双肌·蒙古牛/鲁西牛/双肌西门塔尔牛”
三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系。该科技成果打破了国外
对优质肉牛种源的垄断，实现了我国从无到有的新突
破，获得农业农村部“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同类研究领
先水平”“对于我国黄牛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评价。

牛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联合体项目负责
人、内蒙古大学杨磊研究员表示：“下一步将依托

‘揭榜挂帅’项目，将在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
在三维基因组、表观修饰组等直接影响优良性状
调控的分子调控层面，对蒙古牛进行深度解析，获
得生物育种遗传要素；二是通过 CRISPR-i/a 筛选
系统，实现牛全基因组高通量调控元件筛选与鉴
定，并获得新型分子设计肉牛新材料；三是借助基
因编辑“双肌牛”培育的成功经验，建立标准化的
繁殖繁育、后裔测定与健康评价等智慧化筛选手
段，提高肉牛企业的经济效益。”

开展联合“攻关” 利用生物育种技术培育肉牛新品种

盛夏时节，广袤的乌拉盖草原满目碧色。“哞
⋯⋯哞⋯⋯”刚走进内蒙古贺斯格乌拉牧场，便听到
一声声浑厚的牛叫声。一头头肥硕的华西牛在牛栏
里悠闲地啃食饲料。

专门化肉用良种是制约我国牛肉产业升级提
效的关键性核心问题。内蒙古奥科斯牧业有限公
司成立肉牛生物育种创新联合体，针对内蒙古肉
牛养殖规模大而不强、养殖品种多而不优、养殖企
业杂而不专、繁殖效率和单产水平低、中低端产品
占主导的现状，联合开展科研攻关。

农业农村部2019年印发了《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
关（2019-2022）》，“华西牛”新品种培育联合攻关作为
六大攻关任务之一立项。2021年，利用全基因组选择
关键技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锡林

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及内蒙古奥科斯牧业有限公司等
单位联合培育的“华西牛”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
员会审定，获得国家畜禽新品种证书，提前完成国家攻
关任务，成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产业核心竞
争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专门化肉牛新品种。

创新联合体以现有的西门塔尔牛和育成的华
西牛群体为基础，完善肉牛育种技术体系，扩大西
门塔尔牛和华西牛育种核心群，建立华西牛国家肉
牛核心育种场，构建先进的肉牛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平
台，设计优化自主知识产权的西门塔尔牛和华西牛育
种芯片，选育出高效高产的西门塔尔牛和华西牛种公
牛；建立自主可控的育种数据采集体系；建立适用于
华西牛 MSTN 基因的基因编辑系统，创制新型双
肌华西牛育种新材料；发布配套的品种技术标准，

并初步建立华西牛优质肉牛品牌，提高我国肉牛
的生产和育种群供种能力，打破主要品种种牛依
靠进口的局面，为我国肉牛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奠定基础。

“目前，收集生长发育、育肥、屠宰等87个经济性
状数据，且该参考群体仍在不断扩大和完善。”项目负
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高
会江介绍，形成一套基于测序数据的基因组选择技术
程序，实现我国肉牛基因组遗传评估的自主应用。研
究适合我国分散养殖状况的良种登记办法，建立系
谱、性能等数据的收集体系，建立“华西牛”育种数据
库。加强联合育种，构建一体化联合育种体系，全面
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打造华西牛全国供种基
地。

肉羊产业是我区传统优势产业，具有品种资
源丰富，特别是地方品种适应性强、繁殖力高和肉
质优等特性。随着我国生态保护及草畜平衡等政
策的实施，牧区传统依靠增加养殖数量来提高养
殖效益的粗放型畜牧业已不适合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快科技研发，选育适合于内蒙
古的地方特色优势草原品种，提升草原肉羊的品
牌价值迫在眉睫。

如何破冰？打通研发和市场，企业是种业创
新的关键主体。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自治区农牧业科
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内蒙
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瑞蒙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澳群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内
蒙古中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中天科技有
限公司共计 2 家高校、2 家科研单位和 6 家企业组
成内蒙古肉羊种业创新联合体，以实现优质种源
自主可控为目标，通过建立优质肉羊联合育种技

术体系，聚焦制约肉羊种业的关键核心问题开展
联合攻关。

“联合体共有核心研究人员 50 人，已建省部级
及以上创新平台，包括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 16
个。各成员依托单位具有很好的实验条件和基
地，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保障。”肉羊
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项目负责
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刘永斌告诉记者。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小大黑河杜
蒙肉羊科技园内，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研究院研
究员何小龙正在对比羊的体型、体况，根据系谱和
生产性能测定记录选择优质种羊开展选种选配。

我区地方品种生产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引进品
种缺乏持续选育、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不够、繁育技术
体系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导致优质种源仍然不能满
足自治区肉羊产业发展的需要。2022年1月-2026
年 12月，他们实施的项目将通过广泛应用表型精准

性能测定、分子育种、基因组选择等新技术，建成高
水平的内蒙古肉羊遗传评估中心大数据平台暨育种
信息智能支撑平台；同时选育肉用性能突出、生产性
能优越，符合我区生态环境和养殖模式的肉羊新品
种（系），打造一批具有持续市场竞争优势的肉羊制
种企业，建成商业化运作的肉羊育种体系，解决专门
化自主品种缺乏的“缺芯之痛”，支撑和引领内蒙古
肉羊种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我区由种源输入型向输
出型的转型升级的目标。

“项目以‘种’为驱动力，采用先进的肉羊生产
技术和科学管理措施，不但可以有效地提高项目
区域肉羊产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而且对内蒙
古肉羊产业结构调整和肉羊生产发展具有明显的
示范、推动作用；在不增加羊群数量的同时提高羊
群单产水平，减少对草原过度放牧带来的生态压
力，缓解天然草场压力，最大限度地实现草畜平
衡，促进现代畜牧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刘永斌
对项目预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信心满满。

打造种业“硅谷” 建设肉羊种质资源创新及良种繁育体系

内蒙古肉牛肉羊

﹃

﹄
势腾飞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