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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在太原启动

5 月 19 日，山西省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以视频会议形式在太原启动。厅相关处站负责人、山西农业大

学（省农科院）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所）单位负责同志在

主会场出席启动仪式。各市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分管

负责同志、相关科站同志，有关企业在分会场出席启动仪式。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薛志省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山西省第

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正式启动。

按照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今年山西省全面开展第三次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王成副省长作出重要批示，省农业农村厅已下发了《山西省第

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加

速，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影响，以及近

40 年来未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致使我省种质资源本底不

清、地方品种和野生种等特有种质资源丧失严重。

视频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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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普查与收集工作对摸清我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家底，丰富农作物种质资源基因库，提升农作

物种质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种质资源共享与利用，切实提升我省种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对普查与收集工作进行了安排。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四方面工作，包括 115 个县（市、区）

完成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和收集；30 个县完成农作物种质资源系统调查和抢救性收集；农作物种质

资源鉴定评价和编目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数据库建设。

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确保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工作落细落实落地。省市县要建立相应的组织

体系，加强统一管理与督导，各单位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组织培训，加强督导，开展宣传，确

保普查收集工作做出成效。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牛旭斌 郭海峰）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全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种业

暨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会

6 月 2 日下午，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在太原召开了全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种业暨第三次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会。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巡视员薛志省、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站长阎会

平、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副处长牛旭斌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处长

岳继和主持会议。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种业发展，王成副省长就我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落实意见作了专门

批示：“请农业农村厅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我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发展规划。”各

市种业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自觉主动把种业工作当成战略性工作来抓。

在会上，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副处长牛旭斌首先将贯彻学习《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视

频会议有关精神进行了传达。布置了开展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创建情况。岳继和处长就全

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种业暨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

薛志省要求，第一，提高站位，充分认识种业工作的重要

性；第二，做足准备，提高普查与收集的实操性（操作性）。

要认真规划，制定好实施方案。要精心组织，实施好试点工作。

要重视学习，落实好培训任务。第三，凝聚合力，增强齐抓共

管普查工作的协调性。第四，认清贯彻实施《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目录》。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经济安全、生态安

全、社会安全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

产业。种业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国力盛。我们要真抓实干，

锐意进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奋

力蹚出一条山西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我省产业升级、转型发展贡献新的种业力量。

薛志省指出，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成立于 2019 年 1 月，他充分肯定了各地市一年以来的

工作，找出了对种业认识程度不够、在理顺关系上下的功夫不够、自身学习上下功夫不够等“三不

够”主要问题。在会上，他安排了今年的重点工作，一是召开一个会议，二是编制两个规划，三是

薛志省副巡视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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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个普查，四是抓好一个攻关，五是加强种业市场监管，六是做好学习工作化，七是加强培训

力度。

薛志省强调，种业发展总体思路要按照“四为四高两同步”的要求，结合我省“南果、中粮、

北肉、东药材、西干果”的总体布局，以建设现代种业强省为目标，全面构建市场导向、企业主体、

产学研协同的山西种业创新体系，加快提升品种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依法治

理能力，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抓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现代农

业企业培育、种业基地生产建设、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种业创新能力提升、种业能力服务提升等六

项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省种子总站、省蔬菜站、省果业站、省脱毒中心、山西省农业大学（省农科院）

品质资源所、山西省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果树所、各市农业农村局分管种业管理工作等有关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牛旭斌 孟烨）

太原市种子站开展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对接工作

5 月 20 日，太原市种子站组织精干力量认真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的意见》、《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 年）》、《第三

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2020 年实施方案》、《山西省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并赴承担种质资源普查任务企业就具体落实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调研。许福民站长强调，普查企业对本次普查工作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不辜负国家和社会对企

业的信任，要派出精兵强将将本次普查工作落实好，将其作为企业转型升级难得的机遇。

（太原市种子管理站 郭鑫）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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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家底” 保留“火种”

临汾市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正式展开

6 月 5 日，临汾市举办了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培训会，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

理处牛旭斌副处长，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畅建武研究员、秦慧彬博士到

现场参加培训并讲话。

开班仪式上吴江平副局长首先传达了6月 2号全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种业暨第三次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阐述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重要性，简

要介绍了临汾市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强调各县市区和普查企业要认真听取三位专家的授

课，尤其是普查与收集技术培训和现场实操，掌握技术要点和操作流程；要在提问与讨论环节积极

发言，认真听取其他人的疑问和专家解释，要善于总结，加深学习印象，真正学会、弄懂如何做好

种质资源普查；要充分认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工作职

责，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量严要求完成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省厅种业管理处牛旭斌副处长介绍了山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利用和保护现状，普查工作开展情

况，解读了《山西省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重要性及工作

流程和重要时间节点。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畅建武研究员和秦慧彬博士

分别从普查与收集的目的、数据采集、数据汇总与系统提交、总结报告与档案管理四方面进行了技

术培训。技术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就普查行动中存在的疑问进行了讨论。培训会结束以后，山西

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专家在洪洞县万安镇师村进行了现场实操培训，详细练

习了表格填写、实物收集与保存、档案完善等内容。此次现场培训初步完成“白八行”糁用白玉米、

“吊死鬼”高粱、“三尺三”高粱和地方糜黍品种共四个种质资源的征集。

目前，临汾市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已正式印发，洪洞县作为全市试

点县先行开展工作，此次培训会由省、市、县三级联动，是推进开展全省普查与收集行动的一件大

事，以洪洞县为试点为全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总结经验，形成切实可行的操作技术规

范。 （临汾市农业农村局 刘化彬 董凡凡）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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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各县市陆续启动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2020 年 5 月 19 日，山西省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正式启动，6 月 2 日，山西

省农业农村厅召开了全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种业暨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会，

随后山西多县市陆续启动并召开了相关培训会议。

5月 22 日,芮城县组织农业农村局全体人员学习《保护利用好传承农耕文明的种质资源》，为

下一步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6月 5日，临汾市率先在洪洞县举办了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培训会。

6月 9日、10 日、12 日太原市、晋中市、大同市在省农业农村厅、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

指导下，先后在试点县开展了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培训会。

6月 18 日，阳泉市、长治市召开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启动培训会。

6月 19 日，大同市新荣区召开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启动暨培训会。

至此，山西省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陆续开展并稳步推进。
（晋中市农业农村局 牛永珍；大同市农业农村局 杨毅伟；长治市农业农村局 刘沁芳；

大同华禾美丽乡村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陈磊；芮城县农业农村局 姚静）

晋中市培训会现场 大同市培训会现场

长治市培训会现场

新荣区培训会现场 芮城县培训学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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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启动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电影《流浪地球》中，领航员空间站里，一亿颗基础农作物种子冷藏起来，将成为延续人类文

明的“火种”。其实，科幻电影里“末日种子库”的设定却并非虚构。目前，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库

里保存着数十亿颗珍贵的作物种子，其中农业种质资源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

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芯片”。

4月 22 日下午，上海市召开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启动视频

会。会议透露，今年，上海将对 9 个涉农区及有关单位开展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和征集行动，农作物种质资源系统调查和抢救性收集，农作物种质

资源扩繁、鉴定和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性开发等五项工作。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市

农业农村委一级巡视员王国忠出席启动会并讲话。会议部署了本市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的具体任务和工作进度。

全面普查、收集、保护与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对摸清资源家底、保护资源多样性、促进种业

科技创新、提升种业核心竞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要意义。王国忠在讲话中

指出，要深刻认识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重要意义。国家已明确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基础性、

公益性定位，提出到 2035 年的战略目标。此次启动的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对于

查清农作物种质资源家底，发掘利用优异资源和基因资源，满足品种选育对优异新种质和新基因的

需求，加大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和特色地方品种收集与保护，完善种质资源保护与鉴定设施，确

保资源不丧失，促进种质资源交流与共享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要认真把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的重要环节。包括资源征收、鉴定评价、保护管理、创新应用等四个环节。在种质资源普

查的基础上，注重征集和抢救性收集各类古老、珍稀、名优、特异的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

种质资源；积极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与评价；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管理，建立健全

市级种质资源库、种质圃；推进优异种质资源创制与应用。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多、主体多，需要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和支持。

王国忠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主动作为担当，强化指导协调。各区农业农村委、

各有关单位应强化工作责任；专家组和调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专家组应及时对已有线索的重要作

王国忠巡视员讲话

会议现场 视频会议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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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野生近缘植物的种质资源展开鉴定评价，调查组应细化行动技术路线和方案；各有关科研院校、

企业单位应主动提供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和特色地方品种的资源材料或相关线索；市农科院、市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等单位，应做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技术指

导与服务；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加强协调、统一管理与督导，确保

年底前完成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系统调查和抢救性收集工作。

据悉，今年 11 月底前，各区将征集本区域古老、珍稀、特有、名优作物地方品种和作物野生

近缘植物种质资源 30 份以上；各调查组将调查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 300 份。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欧阳蕾昵 图：杜洋域）

摸清农作物种质资源“家底”

上海召开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务培训会

为加快推进上海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行动，6月 16 日，市农业农村委

组织开展上海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行动实务培训会。培训分普查与征集和

系统调查与收集两场，市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农业

农村委种业管理处处长张建庭主持。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项目办公室高爱农研究员在“云端”为本市普查与

收集行动参与人员讲授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系统调查与收集的技术规范及信息填报等内容

并进行现场答疑。

“为什么做？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最后交什么？”高爱农研究员通过对五个问题的解

答，向参会人员详细讲授了普查与收集行动的意义、分工、主要内容、技术要点与最后要呈现的结

果。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和与收集行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庞大系统工程，对摸清我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家底”、丰富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基因库、提升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意义，呼吁工

作人员坚持“走出去、蹲下来、钻进去”，做好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紧紧把握种业发展的资源“芯

片”，高水平高质量推进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加快实

现我国从种质资源大国向种质资源强国迈进。

上海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市调查组、区普查工作组、涉农科研院校及市属

农业企业等近 200 人在市农业农村委主会场与各区农业

农村委分会场参加培训。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施勰赟）填写普查表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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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举办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视频培训班

为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高质量完成我省普查任务，6月 12 日，辽

宁省农业农村厅举办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视频培训班。省、市、52 个普查县

（市、区）三级参加普查与征集工作的同志共计 430 余人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参加了本次培训班。

第三次全国种质资源普查办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爱农同志出席培训班

并授课。

培训班上，高爱农研究员重点讲授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普查与征集工

作要点、注意事项及有关要求；省农科院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主任、研究员吴禹同志、

省农科院财务审计部副部长蒋岩同志分别就“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普查与征

集技术方案”、“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经费财务报销规范”进行了详细讲解。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

理处侯艳华同志对培训工作提出要求。

通过此次培训，全省参加普查工作的人员充分学习了第三次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普查和收

集工作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流程等有关规范和要求，为各地普查与收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为全省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 孙德军）

视频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