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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并购重组

参与其中 乐在其中

平台更大，
目标更大

中玉金标记分子标记部 全体员工

德瑞特种业销售部办事处 刘杰

2015 年是中玉金标记正式开张营业的第一年。
这一年，不管是刚刚入职的新人，还是与公司一起成长
起来的老兵，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公司实验室平台的建设。
以“建立中国种业领先的公共研发平台”为己任，中玉金
标记在上半年投资到位 5500 万元建起了国内领先的分子育
种和分子检测高通量平台。现在，实验室已经完成了高通量
DNA 提取、高通量基因型检测、高通量基因芯片分析与高通
量测序等不同技术平台的配套。高通量实验室在一年的时间
内建设成为了先进的高通量分子育种与分子检测中心。
分子育种服务也面向全国的育种单位，截至到 12 月中
旬我们已经为全国 80 多家育种单位完成了 110 项服务。
种企做科研，实验室固然重要，科研人才才是关键。分
子标记部这个科研大家庭的氛围感染着每一个人。前一段
时间，公司质量检测平台收到一个比较特殊的项目，前期准
备工作麻烦耗时，同时项目结点时间又比较紧急。按照平
台的工作容量来算，整个项目极有可能会被延迟。虽然不
在同一个部门，但是其他平台的同事们得知情况后，主动在
自己的工作间隙来到我们平台帮忙，最后确保整个项目保
质保量地顺利完成。
目前，国内并不缺少高精尖的基因组研究成果及新兴
的分子育种技术方案，但都集中于科研单位。相对应地，奋
战在育种一线的各种企的育种工作者由于种种原因，并不
能快速地了解这些新成果和新技术，也缺少将其转化到生
产应用环节的能力。这二者之间的断层，我们感触颇深，冲
破这个断层，实现新成果、新技术的快速顺利转化和应用是
我们新一年的努力方向。
分子辅助育种技术的推广为作物育种技术的加速打开
了一扇窗。在传统育种的基础上，利用分子手段来加速育
种过程，中玉金标正在推动着种业公司对分子辅助育种技
术认知、了解和应用。

感触
站在 2015 年的尾巴上，感触颇多。这一年，我国分子育
种开始起步。中玉金标记作为育种单位共进行了 8000 多份
玉米材料，2000 多份小麦材料以及 1000 多份蔬菜材料的基
因型分析，为进一步的分子育种打下了基础。我们开展的
玉米品种抗病改良业务深受欢迎，已经启动了 10 多个主要
品种的抗病改良。
当然，起步阶段，也就决定了分子育种的任重道远。绝
大多数育种单位还处于观望阶段，不了解或不相信分子育
种的作用。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说要以企业为主体进行育种研
发。但是，客观地说，企业研发体系的建设还处在萌芽阶
段，还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扶持和企业自身的长期努力。只
有科研成果转化成技术或产品时才会变成生产力的一部
分，希望育种研发上，企业的分量可以更重一些。
——中玉金标记 CEO 卢洪

说起过去一年的变化，最大的感受是目标更大了，
责 任 也 更 大 。 从 创 业 时 期 的 成 为“ 中 国 黄 瓜 第 一 品
牌”，到现在的“成为中国蔬菜第一品牌”，每每想起自
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心里总是忍不住一阵激动，由衷地
觉得光荣！
与隆平高科的合作，可以推动德瑞特种业更好更快
地实现我们的目标。隆平高科为德瑞特及我们每个人提
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抱
负，进一步提升综合素质、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
今年，我们分别在天津和寿光成立了 2 个大型实验

室。要发展分子育种，单凭德瑞特的实力目前还有所不
逮，而隆平高科有分子育种平台，有充裕的研发资金，可
以快速地提高公司的科研能力。研究和优化育种关键技
术，实现育种技术创新，扩大种质材料的创新范围与纯化
速度，大幅度提升种质材料性状鉴定的效率和准确度，提
高育种效率。
作为公司的明星产品，今年，黄瓜组合选育试验的规
模进一步扩大，针对性也更强。公司目前在天津、德州、
寿光、聊城及 7 个办事处设了试验站，天津试验站五个大
型现代连栋大棚。

年终岁尾
编者按：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
种企都发生了哪些值得记忆的事？科研创新、
并购
重组、
种业电商、
新三板……往常年份里不常见的事，
成了今年的种企关键词。
为了尽可能生动地展示这些大事，本版编辑了一组种业人的“小事”，试图通过四
家种企普通职工和负责人的年终回顾这一小窗口，来展示 2015 年种企的大景观。

① 2015 年，种企纷纷搭建高水平研究平台筑巢引凤，目前共有 5 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依托种业企业建成并获批。种业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再传捷报，4 月 15 日，中
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洪入选国家第十一批“千人计划”。

②

② 2015 年，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全国种子企业数量减至 4400 家，较四年前的
8700 多家减少几乎一半。6 月 30 日，隆平高科发布公告正式收购天津德瑞特 80%股权。

①
③
④

③ 2015 年，诸多有影响力的种业及农资电商密集上线，搭上“互联网+农业”的快
车，开启了种业电商元年。8 月 20 日，爱种网在北京正式上线运营。
④ 2015 年，13 家种企密集登陆新三板，总数已达 19 家。挂牌种企公布的报告显
示，营收呈普遍性增长，表现亮眼。截至今年 10 月 30 日，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新三板”挂牌满一年，业绩良好。

忙碌着，
成长着
江苏红旗种业储运加工检测部 徐勇

2015 年是我进入红旗种业后最忙的一年。
去年10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知名度提高，业务量
也显著提升。今年我所负责的部门，全体员工有8个月都在
加班加点组织生产，最忙的3个月里，部门员工24小时“三班
倒”，满负荷生产，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本部门常
规稻种的加工量由2014年的500万公斤提高到了2000万公
斤，杂交稻加工量由240万公斤提高到了600万公斤。
工作量大了，机器设备全部满负荷运转，可忙坏了原
本数量有限的机械维护保障人员。其他岗位的员工还可
以三班倒，但机械维护保障人员只能连轴转。这一年，我
经常陪他们加班到深夜。夜深人静中，跟着他们一起忙
活，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听声音辨别机器是否“健康”的本
领，人手倒不过来时也能顶一下岗了。
产量大了，但产品检测的把关要求比挂牌前更严格了，
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为确保产品送检的合格率，我们严

新变
种业电商

探索 向前
爱种网业务开拓部 马焘

资料图

新三板

今年，隆平高科收购天津德瑞特，可以说是种业龙头
老大与种业细分领域的顶尖精英强强联合。
隆平高科为德瑞特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这里有更
尖端的生物育种技术、规范合理的企业管理模式以及雄厚
的资金、材料支持，而德瑞特回馈隆平高科的不仅是细分
领域的做大做强，更是四两拨千斤的经营思路和以小见大
的管理理念。
种企兼并重组是近年来，种业发展的大趋势，顺势而
为才能乘风破浪取得先机。隆平高科与德瑞特的携手，是
民族种业点面结合的经典案例。种业兼并重组不是简单
的 1+1=2，而是要像寻求杂交组合一样，各取其优，从而达
到 1+1＞2 的效果。
——本报记者 王澎

格按照ISO9000的认证要求，从收获、临储、烘干、入库等各
个环节进行细化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同时采取收入与绩效
挂钩的办法，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严把种子质量关
口，确保产品质量，今年本部门产品送检合格率达到100%。
经过江苏省种子检验检疫部门检测，公司实现了对东南亚
国家的种子出口零突破，打开了国际市场。
忙了一年，年底一算，公司普通员工的收入也显著提
高，一线工年收入由原来的 5 万余元提高到了 8 万元以
上。今年也是本部门引进新装备、新设备最多的一年，许
多进口设备厂方调试后就投入一线生产，许多使用说明
还是英文的，很多年轻员工就利用就餐就寝的时间补习
英语，不少人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以前公司涉外
谈判、涉外文本公函的拟稿还需要外聘专业翻译，现在公
司内部员工就能胜任。说起来，仅仅是口译和笔译，一年
也为公司省下了不少费用。

变化
江苏红旗种业登陆新三板一年来，发生了比较显著
的变化。首先是管理更加规范有序。由于严格按照挂
牌公司管理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公司的财务管理、生产
流程、产品标准都按照更高要求执行。借助于规范化、
制度化进程的推进，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规则意
识、业务水平和执行力比挂牌之前有了明显提升。
发展动力也更加强劲，挂牌新三板提高了公司的知名
度和市场认可度，增强了公司积极主动应对经济新常态的
能力，加快了公司市场拓展和扩张的步伐，主营业务量大
幅度提升，掌握了种子市场更多的份额和话语权。
除此之外，经营品种和市场定位更加多元化。这一
年，我们公司实现了对东南亚国家的首批种子出口，同
时进军玉米种子市场，率先在东北市场打开了局面。目
前，红旗种业正调研东北粳稻市场，准备兼并重组种业
下游的优质米业企业，组建红旗米业公司。
——江苏红旗种业董事长 黄银琪

又到年关将至写总结的时候，即将过去的 2015 年，
对于我个人来说意义不同于往年。进入一家全新的公
司，从事一个新兴的行业，转眼间就整整一年了。
作为爱种网正式签约的第 2 名员工，最初投身农业
互联网时自己并没有想清楚可行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路
径。入职后首先开始的工作就是与总经理一起进行大
范围调研，前前后后拜访了几十家农资企业，访谈了数
百名业务人员和农户。与不同背景和经验的人士交流
看法，不同目的和立场的观点相互碰撞中，爱种网的商
业模式和功能设计逐渐清晰起来。
做好农业互联网，既要深深根植于中国农业特点和
发展现状，也要跳出传统行业看互联网能够带来的新价
值。依靠各种立场的交锋和各种观点的碰撞，我们逐步
想清楚了爱种网的战略定位和切入点；也正是依靠行业
内友商之间模式和思路的横向碰撞，我们不断改进着自
身的系统功能设计。
因为工作原因参加了不少行业展会，越到后半年越能
明显感觉到，各个展会的论坛环节都开始争先恐后地安排
“互联网”专题，而且这一专题也往往会成为整场论坛的最
大亮点。这一年，包括爱种网、京农农资、农村淘宝、农商
一号、田田圈在内的一大批业内主力电商平台先后上线；
这一年，越来越多的农资企业开始谋划积极与外部平台接
触合作；这一年，越来越多的传统渠道商开始考虑转型和
“触电”，其中不乏积极主动者甚至跟多个平台同步合作；
也是这一年，多家投资机构宣布入股农业互联网平台。
虽说行业开始变得热闹，但市场上还没有出现农业
互联网的成功案例，各家都在探索道路。从五花八门的
宣传手段，到人数暴增的地推团队；从投入巨大的线上
促销，到热热闹闹的线下会议，各种各样的尝试层出不
穷。但就如同所有其他行业在发展初期时一样，农业互
联网的早期尝试往往也给人以乱糟糟、不靠谱等负面印
象，并让一批最早接触农业互联网的人扫兴退出。爱种
网同样也在不断尝试，我们坚持低成本试错，知道前方
的路还很长，但我们坚信互联网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发展
趋势，坚信互联网一定能够成为传统农业改造升级的最
大机遇和最强利器。

探索
很多人称 2015 年为种业电商元年，我更愿意称之为
种业互联网元年。互联网和电商紧密关联，但并不等同！
网比商大的多，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尝试用互联网高效、
直连和交互的本质来解决种子、农资甚至农业行业迄今落
后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水平，而绝不是做简单的网购种子
的电商。
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和中间商强势是传统种业流通
环节的痼疾。2015 年层出不穷的种业电商网店和互联网
平台正在进入和尝试着改变一些什么。
模式不是想出来的，是试错和摸索出来的！农村和
农民的上网习惯不是等出来的，是所有友商培育出来
的。现在，种业互联网平台和电商公司不是太多，而是
太少！我期待 2016 种业互联网年，更热闹、更兴旺。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每
个种业人、种业公司、种业互联网人做好自己，就一定会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爱种网 CEO 王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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