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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满目葱茏，土默川大地草色依依，绿
茵胜花。成片的燕麦已经长到1米多高，似油画般
向远方铺展。呈现此景的是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草集团”）位于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沟子板村的蒙草种源第五基地。

走进基地深处，大型收割机隆隆作响，正往来
于田间陇上，抢收头茬燕麦。完成收割的燕麦秆
很快被运至设在村里的晾晒场，一部分直接晾干、
打包成干草捆；一部分经过一定时间晾晒、检测合
格后由大型机械包装为裹包青贮。不远处的土地
刚刚翻新、平整，一辆辆播种机械正在装种待播。

燕麦是分布广泛的优质饲草，通过草品种改
良和生产技术优化，一年可以收获两茬，在提高草
产量的同时，饲草品质、牲畜适口性以及草种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这些都得益于草种
有了越来越强大的科技“芯片”。

蒙草集团草种业公司副总经理陈玉凤介绍，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头茬燕麦收割并再次播种，10
月份就可以收获二茬燕麦。

不只在呼和浩特市，2022年，团队科研、育种
技术人员在种子加工、测土配肥、机械创新等方面
下功夫做精做细，保障种子优质高产。4月以来，
已陆续在我区东、中、西部种植生态草及优质牧草
6万余亩。

生态优先
小草在适宜处“安家”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保护好草
原生态，让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极具战略意义。草
种业健康安全发展，对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和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

聚焦发展谋创新。作为一家生态型科技企
业，近年来，蒙草集团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围
绕生态型草和饲料型草两条主线，加快草种全产
业链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4月22日，《内蒙古草种业专利导航分析报告
书》发布。蒙草集团凭借142项草种业相关专利量
名列全球草种业主要创新主体排行榜第六名、内蒙
古自治区榜首，以科技实力助力内蒙古草种业发展。

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级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
库，在全国各地建有共18个种业研究院，收集种质资
源4.8万份，标本12万份，土壤140万份。

“精耕创新这块土壤，让优质草种资源走出资
源圃，在适宜处‘安家’，我们的科研成果就真正落
在了实处，实现了价值。”研发中心牧草培育负责
人张跃华介绍，通过多年的草种业科研实践，我们
已经打造出“保育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创新种
子生态包品类，广泛应用于各种生态修复类型，实
现可持续精准生态修复。

乌拉特草原气候干旱少雨，地下水严重缺乏。
2020年5月，科研团队开始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
旗境内实施40万亩的大规模退化草原生态修复。
项目区属于典型的荒漠草原，团队采集收录大量植
被、土壤、水等样本数据，采用11种技术措施分区修
复，取得良好效果。据2021年数据显示，项目区域
内重度退化、重度沙化、中度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后植
被平均盖度分别提高5.18%、26.81%与15%。

精准修复草原的同时，还在当地建起2万亩良
种繁育基地，主要繁育草种既有蒙古冰草、杂种冰
草、新麦草、草原3号苜蓿等优质草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位于锡林郭勒盟的

“天边草原”乌拉盖开始零星出现退化、沙化、盐渍化
现象。2014年，蒙草集团在当地设立草原生态系统
研究院，开展退化草场改良、盐碱化草地治理、沙化
草地治理等多个生态治理项目，累计治理沙化草地
近3万亩，平均植被覆盖度达40%-60%，严重沙化
草地平均植被覆盖度由15%提高到50%。

修复后的乌拉盖草原，碧色连绵天际，鸟儿欢快
鸣叫，小草随风起伏，牛羊遍野成群，令人心旷神怡。

今年，通过政企合作，乌拉盖管理区贺斯格乌拉
牧场优质乡土草种繁育基地正式落成，主要繁育杂
花苜蓿，中科羊草，披碱草，缘毛雀麦等草种。为锡
林郭勒及周边草原的退化、沙化、盐渍化及矿山修复
提供了生态修复用种、牧草用种，提升当地碳汇量。

复绿青山、修复草原、治理荒漠。如今，万千
小草扎根青藏高原、草原腹地、百年矿区，经过治
理这些地方不仅披上了绿装，更成了各种动植物
生息繁衍的美丽家园。

数字赋能
种业创新摁下“快进键”

草种业属于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自治区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现代
种业工程，大力发展现代草种业，把内蒙古建成中
国草种的资源库。

2020年，自治区科技厅启动实施“科技兴蒙”
行动重大专项，对破解草种业发展难题予以重点
专项支持，全面提升内蒙古的草种业创新能力。

如何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
控”？企业作为种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发展现代
种业的骨干力量。构建数字种业，“精准溯源+创
新应用”是蒙草集团种业创新的最大特色。

搭建智慧化、数字化的种业监管与保障大数
据平台，逐步实现种质资源、种源生产、生态信息
等数据化、数字化，让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
研发、生产以及产品应用全流程的一码追溯，同时
平台借用模型算法、本底数据、物联感知系统，用
数据精准导航生态修复、生态产业。

目前，生态林草监管平台、数字草牧业、智慧
高标准农田、数字种业、数字公园、智慧矿山、零碳
生态指数等数据平台在蒙、藏、青、陕、甘等多地应
用，成为“国土生态监测”的数字大脑、“农牧种养
殖产业”的智慧管家。

此外，在生态大数据精准导航下，依托乡土种源
保障，选育耐踏、绿期长、高节水、低养护乡土草种，
开发出走路草坪、停车场草坪、城市开放绿地等创新
产品。

小草数字种业监管保障大数据平台项目经理
马晓平介绍：“用数字技术进行种源源头追踪、智
慧田间管理、产品端监管与保障，提升种业
科研效率、田间育种水平，有效增产增收，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草再到一片草原，实现
数据的精准管理、智能导航。”

因地制宜
打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如何实现草原变绿、牧民受益，企业获
利、科研成果转化，让草产业最大化发挥经
济和社会效益？

积极推进建设草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积极推进建设草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心，，促进草产业知识产权成果转移转化促进草产业知识产权成果转移转化。。
打通草产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化路径打通草产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化路径，，释放释放
更多科技力量更多科技力量，，推动我国草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草业高质量发展，，探索适探索适
合合国情地情的草地农业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小小一棵草，却是“中国乳都”乳业上游产业
的重要成员。

今年，呼和浩特市打造集牧草种植、奶源建
设、科技创新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全周期“千亿
级乳产业集群”。土默特左旗围绕从“一棵草到一杯
奶”，按照“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建好链”的要求
大力发展草种业。蒙草集团成为合作企业之一，为
全力打造优质饲草基地、助力培育以乳业、草种业为
核心的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以前，这里是一处废弃的鱼塘，周边土地盐
碱度高，种不了庄稼，植被覆盖也不好。去年5月，
科研人员通过盐碱地改良把这里变成了良繁基地，
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改善了村里的环境，又带动了
村民就业。”在呼和浩特市金河镇曙光村党支部书记
高二忠的指引下，记者看到，大片的土地上种植着羊
草、碱茅等不同草种，长势良好。

位于曙光村的蒙草种业科研基地总占地面积
895亩。科研人员在这里开展优良草种原种繁育
技术试验，比如播种量、行距、水肥管理、收获时间
等小区试验，详细记录不同试验设置条件下草种
的生育期、长势、种子产量和草产量等数据，通过
数据分析，确定各类草种在原种繁育生产中的最
佳应用参数等信息。为了数据更加准确，科研人
员对不同草种进行不同的管理，详细记录自然生
长和经过人工驯化的草种在长势、产量等方面的
数据，再进行比对。

陈玉凤介绍，基地的建设在开展草种繁育技
术研究和示范的同时，直接带动了周边100余名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盘活了原有土地的经济价值，
让原本贫瘠的干旱盐碱地长出“摇钱草”。

种业创新，科技是根本支撑。科技为草种业装
上了“数字大脑”，成为逐“绿”路上的“智慧引擎”。
构建具有国家影响力、竞争力的草产业创新链，打
通草产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化路径，势不可挡。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科技小草
未来可期

□泊岳

一棵小小草，分量沉甸甸。放
眼广袤草原、百年矿区、荒漠戈壁，已
然荒芜不再。走近田园牧场、养殖圈
舍，牛羊膘肥体壮饲草充足，畜牧业
发展动力强劲。究其根本，草为动力
之源，科技成就智慧之“芯”，赋予了
更多科技内涵的科技小草越来越“长
势喜人”，未来可期。

与科技对话，一系列促进草种
业高质量发展的好政策、好措施成为
小草恣意生长的广阔“沃野”，让纤弱
身躯尽展傲人之姿。从自治区科技
厅启动实施“科技兴蒙”行动重大专
项，全面提升内蒙古的草种业创新能
力，到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育繁
推”一体化发展的创新联合体，政策
支撑始终是草种业不断创新突破的
强大后盾。从建成具备国际水平的
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到建设

“国家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再到“数
字种业平台”上线，一项项实力举措
只为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让小草
更加“智慧”。

与生态握手，始终保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让亮丽北
疆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色依旧。近
年来，内蒙古不断加大特色种业科
研、应用研究投入，研发多品类种子
生态包，精准修复草原、矿山、荒漠等
生态类型3000万亩，将科研成果转
化于应用实践，以技术应用案例带动
生态修复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应该
牢记的是，生态修复改造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保持定力
尤为关键。只有在研究探索和实践
应用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行长远规
划，才能在践行生态文明的道路上行
稳致远，造福子孙后代。

与未来约定，以奋斗者的姿态
真抓实干 ，将好生态变成“金饭
碗”。生态环境保护终究要落在实
际行动上，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当下
把奋斗者的精神贯穿始终，扛得起
责任，下得了功夫，谋得了未来。
要明确，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
力，自然财富终究会变成经济财
富，以此带动更多人就业，促进更
稳定增收，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及庆玲

“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羊，主要指
呼伦贝尔羊、乌珠穆沁羊和苏尼特羊。这3个品
种作为内蒙古草原肉羊品牌的代表，畅销于国
内、国际市场。保护好这些优质种源至关重
要。”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绵羊种质资源创制团
队负责人何小龙说起研发初衷，深感自豪。

《种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
明确提出，加强地方品种保种工作，确保我区优
势特色物种遗传资源应保尽保，实施肉羊种业
提升行动，鼓励牧区繁育和选育提高呼伦贝尔
羊、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等地方良种肉羊。

但长期以来，蒙古羊选育缺乏系统育种规
划，优质种羊供给主要依赖国外进口，出现了

“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恶性循环，现
代化核心育种技术应用较少，仍处于粗放式管
理状态；另外，蒙古羊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
开发方面基础薄弱，科技含量低，导致了蒙古羊
养殖过程中所存在的尾型大、脂肪沉积多、繁殖
率低、生长速度慢、产肉率低等问题更加突出，
良种比例下降，农牧民养殖积极性降低。

因此，建立牧区高效肉羊繁育技术体系，通
过分子育种技术培育专门化肉用蒙古羊新品
系，是解决制约我国北方牧区草原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种业问题的核心与关键。

从2011年开始，该团队在老一辈科学家的
带领下，针对蒙古羊脊椎数存在较大变异且与
产肉性能具有密切相关的问题，先后30余次深
入锡林郭勒盟牧区，对蒙古羊的脊椎数开展了
系统的采样调研与研究，先后完成样品及数据
统计9000余份，揭示了多脊椎蒙古羊的遗传调
控机制，选育了多脊椎蒙古羊新品系。

“首次证明乌珠穆沁羊多脊椎性状表观遗
传特性与基因组DNA甲基化程度的关系，得出
了多脊椎性状由公羊基因组印记遗传的群体动
态模型。构建了开放式核心群育种技术体系，
项目核心区6月龄平均体重为36.85kg，对比普
通蒙古羊平均增重2.35kg，群体多脊椎比例从
最初的57.09%上升至现在86.23%。”团队科研
人员、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付绍印介绍。

不仅如此，团队利用5年时间对蒙古羊尾巴
的生长发育和脂肪沉积进行了系统测定研究，
制定了不同尾型的判定标准，解析了蒙古羊尾
椎与尾型的遗传变异规律，选育了短脂尾蒙古
羊新品系，尾型在原有基础上减小 50%以上。
同时，解决了牧区蒙古羊繁殖率低的生产技术
难题。

“通过项目实施，累计改良蒙古羊91.97万
只。目前，项目成果推广应用于兴安盟、赤峰
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包头市、巴彦淖尔
市 6个盟市 9个旗县，核心区 4年间新增产值
6.71亿元，新增收益1.61亿元；项目成果获得了
2020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自治区农牧
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处处长任龙梅说。

“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啊。去年，我养了800
余只优质短脂尾蒙古羊，平均每只羊增收200
元”。全国人大代表、四子王旗格日勒图雅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朝勒孟高兴得合不拢嘴。

内蒙古科技馆 8项
科学课程获国家奖励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白莲）记者从
内蒙古科技馆获悉，在近日举办的2021年

“全民的科学中心”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优
质科学课资源评比活动中，内蒙古科技馆
有8项科学课程从全国终评的200个优质
科学课程中脱颖而出，获一等奖1项，三等
奖3项，优秀奖4项。

该活动是由中国科协科普部指导开
展，中国科技馆主办、广西科技馆主承办，
内蒙古科技馆、江苏省科技馆等承办的一
次全国性科普活动，从2021年12月1日开
始，到2022年6月30日结束。活动面向科
技馆工作人员，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以
及农村中学科技馆专职人员和科普志愿
者、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科学课教师等征
集科学课资源。

乌兰察布建成我国
最大自动驾驶智算中心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白莲）近日，
“东数西算”内蒙古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建成
我国最大的自动驾驶智算中心。

据了解，为响应国家“东数西算”战略，
小鹏汽车与阿里云在乌兰察布建设智算中
心“扶摇”，算力规模达600PFLOPS，可将
自动驾驶模型训练提速近170倍。模型训
练速度的大幅提升，将有力推动自动驾驶
技术的发展，让汽车的智能化程度和安全
性都迈入新的阶段。

此外，“扶摇”也是更绿色低碳的智算
中心，结合乌兰察布当地的气候优势，采用
风冷、AI调温、模块化设计等绿色技术，可
实现全年超过80%时间全新风运行，年平
均PUE小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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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数字指挥中心小草数字指挥中心。。

芳草缘何绿？科技入“芯”来
□本报记者 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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