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万亩海水稻一二三产融合
项目，是全国首个百亿级海水稻特
色小镇产业综合体，正在探索出一
条海水稻三产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的特色之路。

围绕 40 万亩盐碱地的提质增效和现
有80万亩向日葵种植产业结构升级需要，
建设杭锦旗百万亩盐碱地稻葵生态产业
园，打造河套地区海水稻+N 盐碱地作物
轮作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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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海水稻
产业推广中心，率先
开展智慧农业及万亩
盐碱地耕地占补平衡
项目，通过构建“土地
改良+智慧农业+乡
村振兴”区域发展新
模式，攻克技术、人
才、装备智造三大高
地，带动全国海水稻
智慧农业生态发展。

山东青岛城阳区

山东潍坊寒亭区

上海

各地创新探索海水稻特色之路 让更多盐碱地里飘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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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1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致电通伦，祝贺他当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欣悉你当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
向你并通过你向老挝人民革命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示热
烈祝贺。

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以来，在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老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重要进展，政治
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在新的形势下，老挝
人民革命党十一大胜利召开，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
安排和部署，具有重大意义。我相信，在以通伦总书记同志为首
的新一届老挝党中央领导下，老挝党一定能够带领老挝人民团
结一心、积极进取，推动老挝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老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历届

领导人精心培育和大力推动下，中老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不
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形势下，我
愿同通伦总书记同志一道，加强对中老两党两国关系的政治引
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交流合作，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携手推
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祝你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取得更大成就！

习近平致电祝贺通伦
当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袁隆平海水稻团队15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海
水稻论坛上宣布，已在全国签约600万亩盐碱地改造项目，今年
将正式启动海水稻的产业化推广，拟用8至10年实现1亿亩盐
碱地改造整治目标。

亿亩荒滩变良田，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心愿。2020
年，由他领衔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在全国示范种植海水稻面
积扩展到10万亩，平均亩产稳定在400公斤以上，最高亩产突破
800公斤。“2020年，我们在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栽培技术、土
壤改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袁隆平说。

根据袁隆平提出的海水稻“十百千”工程，该团队在成功开
展耐盐碱水稻10万亩示范种植后，力争今年推广100万亩，并逐
步在全国布局储备可供改造的1000万亩盐碱地。目前，该团队
已在全国签约600万亩盐碱地改造项目，将适时分步骤启动改
造，推动海水稻从示范种植转向产业化推广。

论坛期间，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与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合作发起成立中国海水稻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旨在打造技术创
新和成果转化的桥梁，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推动海水稻
及智慧农业科技成果在盐碱地农业方面的应用，助力海水稻加
速产业化、商品化进程。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朱明指出，中国推广海水稻对保障粮
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拥有大量未经开发利用的盐碱地，
推广海水稻种植有广阔空间。通过打造成熟的技术体系，运用
绿色的生产方式推广海水稻，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稻米，还
有利于改善盐碱地周边贫瘠的生态环境。海水稻的推广还可面
向国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饥饿。

首批品种已通过审定
海水稻口感更筋道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关于耐盐碱水稻种子的研发进
展，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国栋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首批共4个品种已通过国家耐盐碱区域试验
审定，其中有杂交稻也有常规稻。”

记者从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获悉，自2017年开始，由
该中心牵头国内18家单位，组建了国内唯一一个国家耐盐（碱）
水稻区试协作组，分为4个试验组别34个试验点同时开展区域
进行，通过建立水稻耐盐碱评价标准以及育种材料筛选程序，针
对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等特征，设置北方沿海中早粳
晚熟组、沿黄粳稻组、华东沿海籼稻组、华南沿海籼稻组4个组
别，在广东、浙江、海南、江苏、辽宁等34个区域试验基地进行品
种区域试验，在西北、东北等18个试验基地进行品种测试试验。

针对大众关心的海水稻口感问题，张国栋说：“水稻品种种
植具有一定的区域适应性，目前审定的品种，口感上和普通大米
没有太多区别，甚至更筋道。”

10万亩海水稻
平均亩产超过400公斤

目前，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在全国十地启动的十万亩海水稻
已完成测产，其中，新疆喀什、宁夏石嘴山、黑龙江铁力、江苏如
东、山东东营、山东潍坊、山东青岛等地测评亩产均超千斤。海
水稻试种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不断改良，亩产逐年递增，平均亩
产稳定超过400公斤，在寸草不生荒废的盐碱地上，收获了一个
又一个丰年。

张国栋表示，“千万亩盐碱地改造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六百万
亩签约储备，其中不仅有海水稻，还有葵花等其他耐盐碱轮种作
物”。

记者从袁隆平海水稻团队了解到，围绕海水稻品种推广与
低效土地的改良和利用，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将高标准、规模化的
种植运营及农产品深加工，与智慧农业服务、产业生态圈构建、
金融赋农机制及耕地占补平衡调剂耦合为一体，推动“十百千工
程”及其配套的产业融合模式，保障海水稻事业顺利推进。

海水稻“智库”启动筹建
技术创新产业化平台将落地青岛

据了解，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已启动筹建，目前已
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论证。国创中心唯一产业化平台将落地
山东青岛，利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的产业化优势，引领千亿级
海水稻智慧农业产业链发展。

与此同时，在中国产学研促进会的指导下成立的“中国产学
研促进会海水稻协创平台”、在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工作部署下
成立的“智慧农业创新联合体”正式启动，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
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作为共同发起单位，聚集农业技术顶尖资源，构建
开放协同高效的智慧农业创新平台，将持续为新兴的海水稻产业
的学术研究及产业化推广，奠定标准化学术资源和专家体系。

另外，随着2018年我国海水稻专家在中东沙漠种植海水杂
交稻取得成功，此后，在世界各国广泛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海水
稻已作为一个全要素全产业运营体系，有效承载我国对一带一
路及上合国家的技术交流及农业合作需求。“在今年将举办的迪
拜世博会的中国馆，还将以海水稻作为智慧农业科技创新的典
范，打造国际农业经济合作与发展平台。”张国栋说。

在国家政策引领下，在双循环和新基建的政策背景之下，金
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纷纷开始聚焦与投入以海水稻为代表的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技术副主任米铁柱向科技日报记
者介绍，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率先示范，以金融模式赋能产业融
合，发起百亿级海水稻产业基金，精准指向海水稻为引领的现代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亩产超400公斤！袁隆平团队海水稻产业化提速

我国十年内有望亿亩荒滩变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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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共4 个品种
口感更筋道

当前，袁隆平海水稻团队以多产业模式融合的顶层设计思路，凭借土地改
良+智慧农业的核心技术与运营优势，在助力各地乡村振兴以及区域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月5日，在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田间播种。 新华社发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科技日报 制图/方磊

其中包括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盐碱地储备林、陕西
南泥湾红色产业园、青海格尔木高原高寒产业园；

甘肃、陕西等地共计千万亩盐碱地及低效土地整
理项目也将陆续签约。

陕西、甘肃、内蒙古、

上海、广西、江西等地多

个项目正在启动中——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4
日晚在首都安卡拉接种中国科
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埃尔
多安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
这一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佐
科 13 日在雅加达总统府接种
了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
并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了自己接
种疫苗的过程。目前，中国疫
苗已被证实在安全性和有效性
等方面表现良好，多个国家和
地区已批准中国新冠疫苗注册
上市或紧急使用，一些国家和
地区已与中方达成了疫苗采购
协议。

土耳其全国医护工作
者接种中国疫苗

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执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中央决策和
执行委员会成员与他一起接种
了疫苗。他呼吁土耳其政党领
袖和议员们鼓励民众接受并认
可疫苗接种。

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全国
已有超过 25 万名医护人员接
种新冠疫苗，过程很顺利，接种
效率令人满意。

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 13
日接种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
冠疫苗，并向民众进行了现场
电视直播。科贾此前曾表示，
科 兴 新 冠 疫 苗 的 有 效 性 达
91.25%。科贾当天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中国疫苗是安全的，
土耳其全国医护工作者将从
14 日起开始接种中国疫苗。
土耳其药品和医疗设备局当天
发布公告，批准紧急使用科兴
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这是土
耳其批准紧急使用的首款新冠
疫苗。

土耳其从中国科兴公司订
购的首批300万剂新冠疫苗于
2020年12月30日运抵土耳其
首都安卡拉。根据土耳其政府
计划，第一阶段将有 900 万人
接种疫苗，接种对象主要是医
护人员等高危人群。

疫苗合作成为中国与印尼抗疫合作亮点

14 日早上，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西普托医
院，印尼卫生部副部长丹特·萨克索诺和数十名医卫工作
者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当日起，
印尼正式开始大规模分阶段为全民免费接种疫苗。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新冠疫情较严重的国家，
虽然政府和民间推出各种防疫措施，但单日新增病例数
依然居高不下。印尼政府把疫苗视为战胜疫情的重要希
望，并早早选择中国作为疫苗合作伙伴。数月以来，两国
疫苗研发合作进度和成果远超预期，已成为两国抗疫合
作的亮点之一。

印尼生物制药公司发言人班邦·赫利扬托本月7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印尼和中国的疫苗合作不仅
存在于简单采购层面，除了供应疫苗，中方还向印尼转移
疫苗研发生产等上游技术，有助于提高印尼的新冠疫苗
生产能力。

他表示，中国做出的让中国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的承诺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疫苗接种工作，有利于
全球早日结束疫情。

印尼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发言人西蒂记者说，克尔来
福疫苗采用了传统的灭活疫苗技术，只需要2至8摄氏度
的储存条件，这意味着可使用印尼已有的疫苗冷链系统，
即使偏远地区也容易运送及存放。对于印尼这个岛屿
多、基础设施并不完善的国家来说，这非常重要。

多国青睐中国疫苗

阿尔及利亚政府发言人阿马尔·贝尔希摩尔13日表
示，阿1月底将从中国进口一批新冠疫苗。

塞内加尔卫生部13日凌晨通过其社交媒体账号宣
布，正同中国政府接洽，预计购入20万剂疫苗，以确保塞
内加尔能顺利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马来西亚国有大型制药企业发马公司12日与中国
科兴公司签署新冠疫苗合作协议。科兴公司将逐步向马
来西亚提供1400万剂新冠疫苗半成品，与发马公司合作
在马来西亚完成疫苗最终生产。马来西亚科学、工艺和
创新部长哈伊里·贾迈勒丁在签约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马政府对科兴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感到满意，将
在近期与科兴和发马签署疫苗采购协议，希望马药品监
管部门尽快批准使用。

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7日宣布，巴西联邦
政府已与圣保罗州布坦坦研究所签订协议，计划购买1
亿剂由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巴西圣
保罗州政府和布坦坦研究所2020年12月23日宣布，克
尔来福新冠疫苗具备有效性。

秘鲁总统萨加斯蒂6日在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宣
布，秘鲁已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购买该集团生产的新冠
灭活疫苗协议，首批100万剂疫苗将于1月底抵达秘鲁。
萨加斯蒂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国药集
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是安全的，必要时他会接种中国
疫苗。

泰国卫生部3日发表公报说，泰国政府已与中国科
兴公司签署新冠疫苗订购协议，采购200万剂新冠疫苗。

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耶德2日表示，埃及
正式批准在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中
国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科学认证。埃及医
生联合会秘书长乌萨马·阿卜杜勒-哈伊2020年12月28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产的灭活新冠疫苗
使用了传统技术，生产工艺较成熟，安全性、可信度较高，
易于使用。

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网站2020年12月30日发布的
消息，乌卫生部与中国科兴公司签署了新冠疫苗采购合
同，中方将向乌方提供191万剂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
苗。

巴林国家卫生监督管理局2020年12月13日宣布，
正式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在巴林注册
上市。此项决定是基于该疫苗在数国进行的临床试验数
据及多家权威机构的审查和评估做出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和预防部2020年12月9日宣
布，给予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注册。
卫生和预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对Ⅲ期临床试验的分析表
明，该灭活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为86%。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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