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国农业科学院年度报告. 2017 /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编. --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16-3601-0

Ⅰ. ①中… Ⅱ. ①中… Ⅲ. ①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

报告－2017 Ⅳ. ①S-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0982号

英文版翻译

设    计

责 任 编 辑

责 任 校 对

出 版 者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经 销 者

印 刷 者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定    价

中国日报社

周杨

张志花

李向荣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100081

（010）82106636（编辑室）  （010）82109702（发行部）

（010）82109709（读者服务部）

（010）82106631

http://www.castp.cn

各地新华书店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880毫米 ×1230毫米  １/16

4

135 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１次印刷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年度报告 2017》
编  委  会

主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主    编

副 主 编

执 行 主 编

执行副主编

参 编 人 员

唐华俊

吴孔明

刘大群    贾广东    高士军    任天志

陈金强    刘现武    贡锡锋    王述民

贡锡锋

王济民    熊明民    李巨光    张士安

陈    璐    潘燕荣    罗长富  

张蕙杰    郝卫平

柯小华    时舒慧

高羽洁    苗水清    王海峰    姜成钢

王    骁    李    雪    汪勋清    逄金明

 《中国农业科学》（中英文版）编辑部



院长致辞

2017年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来贺

信，提出了“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现代农业建设

主战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科研院所”“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整体

跃升”的发展要求。在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我

院科研立项与重大成果产出再获丰收，创新联盟建设与院地合作取得可喜

进展，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成效显著，人才强院战略加快实施，院所能力条件

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进一步彰显了农业科研国家队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2017年，全院新增主持各级各类课题2222项，合同总经费20.6亿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立项数占农口的22.8%。以第一完成单位荣获国家科技奖7项，占农业领域授奖总数的

23.3%；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23篇，同比增长23.1%。国家创新联盟重点建设了20个标

杆联盟，深入实施了12个绿色发展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大幅增长。国

家作物种质库等一批重大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家动物疫病防控生物安全高级别实验室通

过验收，与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合作成立国家成都农业科技中心，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

治州合作建设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发展峰会等大型国际农业科

技会议，新建国际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23个，巩固提升16个，积极推进发起以我为主的国际大

科学计划，构建面向全球的科技创新体系，国际合作引领作用日益提升。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国际友人的长期支持及帮助，在此，谨向各位致

以诚挚的感谢和良好的祝愿。真诚欢迎大家前来交流合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13人

院机关行政

管理部门10个

9个共建研究所 

1个出版社

1个研究生院

34个直属研究所

各类科技成果114项

国家级科技奖7项

省级科技奖一等奖29项

与国际科研机构签署科

技合作协议121份

新建23个国际合作平台
申报各类国际合作项目

438项

获得批准174项

举办援外培训班20个

专利授权673项

78件植物新品种权

8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研究生导师1797人

其中博士生导师556人

专兼职教师508人

在校研究生5119人

职工7026人

其中管理人员1578人

专业技术人员5911人
工勤技能人员983人

发表SCI/EI论文

2516篇
以第一署名单位
在国际高水平期

刊发表论文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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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概述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按照“三个面向”“两个一流”和“一个整体跃升”目标要求，强化科技创新

工程的引领地位，强化科技资源统筹配置，强化科研管理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实

施，全院科技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和科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高水平论文

全年共发表SCI/EI论文

2516篇，比上年增长

16.6%，以第一署名

单位在国际高水平期刊

发表论文23篇。

科技成果奖励

全年共获得各类科技奖

励114项，以第一完成

单位荣获国家科技奖励

7项，占农业领域授奖

总数的23.3%。

1 1项 成 果 获 2 0 1 6 -

2017年度中华农 业科

技奖一等奖，占一等奖

总数的27.5%。29
项成果获省级一等奖。

127个作物新品种通过

国家或省级审定，获得

国家一类新兽药2个。

成果转化与推广

全 院 推 广 应 用 新 品 种

190个、新产品650
个、新技术230项，其

中有27项主推技术入

选2017年农业部（现农

业 农 村 部，全 书 同）主

推 技 术，约占30%。

科 技 成 果 推 广 总 面 积

2733.33万公顷，推

广畜禽3.2亿头（羽）。

组织科技下乡8万人次，

举办现场展示观摩会、技

术培训咨询等科技服务活

动1.4万次，培训各类基

层技术人员和农牧民115
万人次。

知识产权

全 院 发 明 专 利 公 布

1807件，发明专利授权

673件，实用新型专利

905件，分别比上年增

加17.59%、0.60%

和4.75%。植物新品种

授权量78件，比上年增

加11.43%。

全年有25个研究所进行

了成果转化，共转化科技

成果247项，转化收入

达5.4亿元，比上年增加

17%。

全院获得中国专利优秀

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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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  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在水稻粒
宽与粒重调控机制研究中取得
重要进展，揭示了控制水稻粒宽
与粒重关键基因GW5通过调节
油菜素内酯（brassionsteroids, 
BR)信号途径调控水稻籽粒发育
的新机制。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
表在《自然-植物》（NATURE 
PLANTS）杂志上。

•  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发现抗
艾滋病病毒的天然免疫机制，相
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病毒
学杂志》（JOURNAL OF VI-
ROLOGY）上。

•  由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办的
2017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在北京
开幕。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
会在会上发布了《中国农业展望
报告（2017-2026）》。

 

5月

•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26日致信祝贺中国
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向全
体农业科研人员和广大农业科
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做出批示表示祝贺。

•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5月25日到我
院考察调研。

•  由我院主办的“国际农业科技发
展峰会”5月27日在京召开，来自
全球7个国际组织和18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部及农业
科研机构高级代表，国内30多
家省级农科院、农业大学负责人
共180余人参加了会议。

6月

•  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会见来访的
科特迪瓦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夏
尔·科菲·迪比一行，就加强双边
农业科技合作进行了讨论。

•  我院副院长吴孔明随科技部代
表团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第
三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

•  由我院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
粮食安全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农
业转型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可持
续食物安全与营养国际研讨会”
在京召开。

1月

•  我院2017年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出席会议
并讲话。农业部党组成员、我院
院长唐华俊做工作报告。

•  我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蔬
菜花卉研究所共同在番茄风味
品质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相关
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
表在《科学》（SCIENCE）上。

•  我院农业科技培训指导委员会
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2016
年工作成效，部署2017年培训重
点。我院副院长、主任委员王汉
中出席会议。

  
2月

•  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揭示了病
毒抑制植物RNA沉默新机制。
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科
学公告图书馆-病原学》（PLoS 
PATHOGENS）上。

•  我院发布科技创新工程“十三五”
发展规划。该规划将推动全院世
界一流农业科研院所建设步伐，
增强科技对农业产业发展的贡献
度，支撑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  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副院长吴
孔明会见莫桑比克共和国议长韦
罗尼卡·马卡莫女士一行，全国人
大外事委员会委员杨建亭陪同来
访。双方就如何在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共识下加强农业
科技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3月

•  我院饲料研究所成功创制新型
抗生素替代品—— 新型抗菌抗
内毒素双效肽。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在《科学报道》（SCIEN-
TIFIC REPORTS）上。

•  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主持召开
我院对口帮扶阜平脱贫致富工
作协调会议。副院长王汉中与
阜平县人民政府签署对口帮扶
框架协议。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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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  农业部党组成员、我院院长唐华
俊率何中虎、魏灵玲等5位党的
十九大代表，出席十九大新闻中
心举办的第五场集体采访。

•  我院召开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
管理研讨会，要求从学科发展前
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出发，凝练重
大科学问题和研究方向，力争获
得一批高水平成果，把实验室建
设成高水平的实验平台。

11月

•  我院特产研究所在国际上首次
破译鹿科动物全基因组序列。
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GI-
GASCIENCE上。  

•  我院副院长梅旭荣会见来访的
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
心主席米切尔•艾迪一行，双方就
进一步深化农业科技合作交换
了意见。

•  我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贾广
东率团对捷克作物科学研究所、
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应用生物
科学中心、英国雷丁大学进行访
问，深化落实了相关合作协议。

12月

•  “中德食物营养研讨会”在我院
召开，就中德两国食物营养发展
战略进行了探讨。

•  农业部党组成员、我院院长唐华
俊率团赴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
尼西亚农业科研教学机构和国际
农业研究机构进行访问，共签署
了7份合作备忘录。

•  由我院主办、深圳农业基因组研
究所承办的第七次中国-欧盟食
品农业和生物技术工作组会议在
深圳举行，该会议研讨了下一阶段
工作组落实“中欧研究与创新合
作共同资助机制”的有关工作方
案、优化工作组对话机制相关措
施等。

7月

•  我院副院长李金祥率团访问了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法国农
业科学院、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
织，就开拓农业科技合作达成一
系列共识。

•  我院副院长吴孔明随农业部访
问团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
斯坦进行了访问，就进一步加强
在棉花、动物卫生、农产品储藏
加工、桑蚕深加工和化肥生产等
方面重点项目合作达成共识。

•  我院副院长王汉中率团出访保加
利亚、捷克、德国农业科教单位，
就推进联合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达
成了初步意愿，并召开了首届中-
保农业科技研讨会。

8月

•  我院农业科技“走出去”研讨会
在京召开，就信息服务平台、国
际化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创
新农业科技“走出去”体制机制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  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在光信号
调控植物磷饥饿领域取得重要
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 
 《植物细胞学》（The PLANT
CELL）上。

•  我院召开2017年试验基地管理工
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所取得
的成绩，梳理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短板、研讨了未来的发展。

9月

•  我院副院长万建民出席中-挪第
二次科技联委会及中国与挪威
极地农业气候变化和农业创新
合作论坛活动，与挪威生物经济
研究院签署了两院农业科技合
作备忘录。

•  我院副院长吴孔明赴格鲁吉亚
首都第比利斯出席国际植物保护
公约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中
东欧和中亚地区研讨会，访问格
鲁吉亚农业部与农科院，共商在
FAO-中国南南合作机制下，积
极推进我院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的农业科技合作。

•  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率团对加
拿大、智利、哥伦比亚3国科研单
位进行访问，签署了3份农业科
技合作备忘录。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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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油菜遗传育种研究，主持油菜高产

油量国家973项目等20多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课

题）。在Nature Genet、PNAS、Plant J 等权威

刊物发表论文123篇，被引4673次，其中最高单篇

被引1023次。获欧洲发明专利1项、国家发明专利

15项，获中国专利优秀奖1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7项。以第一完成人育成双低

新品种17个，新品种累计推广666.67万公顷以上。

兼任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农业部

油料指导专家组组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

员、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委员会委员、国际油菜咨

询委员会（GCIRC）理事等职务。先后获得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求是杰出青年

成果转化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家“九

五”重点科技攻关先进个人等荣誉。

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致力于禽流感病毒基础研究和疫苗研发，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深化了对禽流感病毒的认

知，为防控决策和技术研发提供了科学依据；获得

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007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第一完成人）和2005年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二完成人）；获首届全国

杰出科技人才奖、首届中华农业英才奖、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中

国青年科技奖和求是青年创新奖等荣誉。

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新增院士

王汉中 

研究员 /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陈化兰

研究员 / 中国农业科学院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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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与奖励

简     介

“早熟优质多抗马铃薯新

品种选育与应用”项目，由

蔬菜花卉研究所金黎平研

究员主持完成。

“高光效低能耗智能LED

植物工厂关键技术及其系

统集成应用”项目， 由农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杨其长研究员主持完成。

“全国农田氮磷面源污染

监测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

项目，由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任天志研究员主

持完成。

“花生抗黄曲霉优质高产

品种的培育与应用”项目，

由油料作物研究所廖伯寿

研究员主持完成。

“食用菌种质资源鉴定评

价技术与广适性品种选育”

项目，由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张金霞研究员主

持完成。

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7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优质蜂产品安全生产

加工及质量控制技术”

项目，由蜜蜂研究所吴

黎明研究员主持完成。

“中国野生稻种质资源保

护与创新利用”项目，由作

物科学研究所杨庆文研究

员主持完成。

5



荣誉与奖励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饲料研究所姚斌研究员领衔的健康养

殖新型酶制剂创新与应用创新团队

作物科学研究所

童红宁研究员

蔬菜花卉研究所 

程锋副研究员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植物保护研究所

王桂荣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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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得“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作物科学研究所

李新海研究员

植物保护研究所 

王桂荣研究员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赵桂苹研究员

生物技术研究所

 张春义研究员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曹卫东研究员

棉花研究所 

严根土研究员

荣誉与奖励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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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张瑞福研究员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李呈军研究员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张春晖研究员

兰州兽医研究所   

郭慧琛研究员

作物科学研究所

李文学研究员

植物保护研究所 

高利研究员

蜜蜂研究所

吴黎明研究员

荣誉与奖励

饲料研究所

 罗会颖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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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李盛本研究员

上海兽医研究所 

程国锋研究员

荣誉与奖励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作物科学研究所  

李少昆研究员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侯水生研究员
棉花研究所

严根土研究员

作物科学研究所  

何中虎研究员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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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重大品种，支持粮食安全：开展了大规模农作物种质资源考察收集与创新利用，

长期保存种质资源48万份，保存量位居世界第二。培育水稻、小麦、玉米高产、优质、多抗、

广适应性新品种360个，播种面积共计1.6亿公顷。研发了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实现

了良种良法配套，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单产由1957年的1662千克/公顷提高到目前的

6058.5千克/公顷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院60周年：进步与影响

“印水型水稻不育胞质的
发掘及应用”获2005年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小麦条锈病菌源基
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的构
建与应用”获2012年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

 “矮败小麦及其高效育
种方法的创建与应用”  
获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10

伴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成立于1957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已走过60年的光辉历程。60

年来，筚路蓝缕，春华秋实。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始终牢记农业

科研国家队使命，以服务“三农”为己任，不断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与综合实力，引领带动全国农

业科技进步。60年来，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经过几代农科人的不懈努力，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已发展成为在国际上享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 

60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获得科技成果6131项，国家科技奖励成果310项，占全国农业领

域授奖成果总量的16.2%，国家特等奖1项，国家科技奖励一等奖19项，占全国农业领域一等奖

授奖总数的24%。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加速成果转化，助推产品供给：通过引进改

良，培育西门塔尔牛，年推广800万头，全国市场

占有率达52%；大通牦牛已覆盖我国75%的牦牛

产区。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打破国

外垄断，培育高产、早熟、多抗转基因抗虫棉新品

种200余个，播种面积4000万公顷，占我国抗虫

棉总面积的97%以上。

“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选
育及其配制的7个系列新
品种”获1985年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

“梅花鹿、马鹿高效养殖
增殖技术”获2004年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柑橘良种无病毒三级
繁育体系构建与应用”
获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大通牦牛新品种及培育技术” 
获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培育蔬菜、水果、特种经济动植物新品种390余个，其中甘蓝

系列新品种年播种面积达100万公顷，约占我国甘蓝播种面积的60%。通过开展绿色增产增效技

术集成与示范、科技精准扶贫与科技援藏、援疆，培育了一批地方特色产业，有效推动了我国蔬

菜总产量由1997年的3.4亿吨增加到目前的7.9亿吨，促进了农民增收。

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解析重大动物疫病致病机理，创制了安全高效的禽

流感、口蹄疫、马传染性贫血病、猪蓝耳病等疫苗，并实现了产业化。其中禽流感疫苗占国内市场

95%以上的份额，并推广应用到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口蹄疫疫苗已实现我国主要口

蹄疫多发区的广泛使用。消灭了牛瘟、牛肺疫等疾病，有效控制了我国禽流感等人畜共患病、口蹄

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暴发流行，有效维护了我国公共卫生安全。

11

简     介



强化原始创新，突破科技前沿：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完成了小麦（D基因组）、油菜、棉

花、黄瓜、马铃薯、番茄、白菜、甘蓝等农作物基因组测序与框架图构建，解析了农业动植物诸

多复杂性状的遗传控制网络与机制，克隆了产量、品质、抗性等重要性状关键基因30多个，在

Science、Nature等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10位专家入选汤森路透2016年度中国

高被引学者榜单。

“口蹄疫系列灭活疫苗”先后获1999年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和1987年、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马传染性贫血病弱毒疫苗” 
获1983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独脚金内酯调控水稻分蘖和株型的信号途径” 
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Bt 抗虫棉风险评估机制研
究”被评为“2008年度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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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积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我院60余项

技术和产品走向亚、非、美、欧150多个国家。为非洲和亚洲国家培育64个绿色超级稻品种，播

种面积超过200万公顷。“中棉”系列新品种已在中亚各国推广应用，单产提高60%。高致病禽

流感疫苗在埃及和东南亚国家广泛使用，累计出口5.7亿多羽份，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作出了贡献。

突破关键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通过中低

产田改良综合技术研发与应用，提升了低质农田

增产能力。其中，60年代研发的“冬干鸭屎泥改

造水稻‘坐秋’及低产田改良技术”使水稻单产翻

了一番。研发的节水旱作技术显著提高了农业水

资源利用率，年应用面积近666.67万公顷、新增

粮食30亿千克。创建国家级农业遥感监测技术体

系，为应对气候变化、农业防灾减害、缓解水资源

短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主要农作物遥感监测关键技术研究及业务化应用”
和“农业旱涝灾害遥感监测技术”分别获 
2012年和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棉”系列棉花新品种走向中亚
助推农民增产增收

绿色超级稻品种缓解亚非粮食
短缺问题

饲料植酸酶高效生产技术已推广应
用到欧美等发达国家

简     介

面向未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充分发挥“改革排头兵、创新国家队、

决策智囊团”的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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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程计划

（1）青年人才工程规划（2017—2030）

“青年人才工程规划（2017—2030）”是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启动的一项面向未来、追求跨越、

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工程，旨在构建全方位人才建设体系，建成整体规模适度、结构功能明晰、学科布局

合理、年龄梯次配备、以服务“三农”为己任的创新、转化和支撑青年人才队伍。计划到2030年，45岁以下

青年人才总规模力争达到4750人左右，规模持续维持在全院一线科技人才总量的2/3；青年创新人才3450

人左右，青年转化人才340人左右，青年支撑人才960人左右；优秀青年人才总量达到570人左右。

（2）农科英才特殊支持政策

为构建完善的人才发展体系，建立高

端引领、重点支持、协同推进的人才引育

机制，吸引、凝聚和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

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面向海内外农业

科技人才出台了引育并举的《农科英才特

殊支持管理暂行办法》。

特殊支持主要面向全院全职在岗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的科技人才，包括培养和引

进的顶端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英才3个

层次,每年给予不同层次人员相应的科研

经费和岗位补助支持。给予顶端人才科研

经费200万元/（人·年），岗位补助50万元/（人·年）；领军人才A类科研经费150万元/（人·年），岗位补

助30万元/（人•年）；领军人才B类科研经费100万元/（人·年），岗位补助25万元/（人·年）；领军人才C

类科研经费80万元/（人·年），岗位补助20万元/（人·年）；青年英才科研经费60万元/（人·年），岗位补

助10万元/（人·年）。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共遴选产生259名农科英才，其中顶端人才12人，领军人才154人，青年英

才93人，高层次人才队伍逐渐壮大。

（3）青年英才计划

“青年英才计划”是201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启动的一项高目标、高标准和高强度的青年科技人才

引进计划，2014年入选首批全国55项重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2017

年，为进一步提高青年人才引进的效率和质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对该计划进行了修订完善。“青年英才

战略计划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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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下设“引进工程”和“培育工程”，面向海内外重点引进和培养40岁以下具有国际视野和高水平的

青年学科带头人及创新人才。2017年有12名青年人才成为引进工程院级入选者，22名青年人才成为培

育工程院级入选者。

（4）博士后工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立于1991年，现有涉及理学、工学、农学和管理学四大学科领

域，包括兽医学、畜牧学、作物学、植物保护、农林经济管理、生物学、园艺学、草学、农业工程等10个博士

后流动站，累计招收博士后1463人次，包括127名留学回国人员和48名外籍人员。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

院招收博士后152人，在站博士后470人。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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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工程

（1）部署全面推进期工作任务

2017年是科技创新工程从试点期到全面推进期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组织召开了全面推进期工作会议，明确了科技创新工程全面推进

期的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

（2）加强绩效管理

研 究 制 定 了全 面 推 进 期 绩

效管理方案，举办绩效管理培训

班，组织院所两级签订绩效任务

书；对研究所科技创新工程实施

情况开展年度监测；制定创新工

程中期诊断评估方案，对研究所

开展把脉式诊断评估。

（3）推进协同创新

组织19项协同创新任务的总指挥、技术总师签订任务书，启动

与山东农业科学院的合作，探索建立与院外单位的协同创新机制，促

进农业科研大联合、大协作。

（4）组织开展农业基因组研究所试点工作

组织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积极申报科技部等7部委关于“扩大高校

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

决策权”试点工作。

科技创新工程实施周期

为2013—2025年，与我

国“十二五”“十三五”

和“十四五”计划同步，

大致分为3个阶段：

（3）全面发展阶段

（2021—2025年）

（2）调整推进阶段

（2016—2020年）

（1）部署准备阶段

（2013—2015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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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绿色提质增效技术集成模式研究与示范

继续推进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油菜、马铃薯、棉

花、奶牛、羊9个产业绿色提质增效技术集成模式研究与

示范工作，启动实施了蔬菜、生猪、肉鸭3个产业项目，为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技术储备，为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12个项目共集成180多项先进适用技术，构建了38套

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技术生产模式；建立试验示范基地120

多个，示范面积2.87万公顷，示范奶牛、羊、生猪45万头，覆

盖各类主产区和典型生态区18个省（区）。

 

加强指导协调。聘请专家指导研究所提高专利信息

分析能力，对麻类作物、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和畜禽

养殖废弃物处理等领域进行了专利分析。加强培训教

育。2017年举办3期院级培训班，包括“专利检索分析实

务培训班”，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PIPRA联合举

办“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高级国际培训班”，与孟山都

公司合办“知识产权护航农业创新培训班”。加强转化运用。通过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服务中心，共

组织、参加省市级展会28次，技术推介会10次，向参会地区及会议周边省区行业内人员1万余人次推介

技术和成果，推动我院及全国多家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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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以下简称

联盟）以推动重大任务落实为抓手，在攻克质量兴

农、绿色发展关键技术，实现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等

方面开展协同攻关，强化机制创新和督导检查，逐

步规范联盟管理运行。

一是攻克了一批质量兴农关键技术，创制了

一批技术产品。奶业联盟研发了生乳用途分级技

术，制定了优质乳生产加工标准，并在23家乳品

企业中示范应用。棉花产业联盟示范和推广多套

植棉新技术，实现优质棉订单面积2.67万公顷，

商品棉品质提高1～2级。

二是突破了一批农业绿色发展关键技术，集

成示范了一批技术模式。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联

盟制订了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集成了

不同养殖规模下的7种畜禽废弃物利用技术模式，

开展“整县推进”示范，“京安模式”已成为全国主

推模式。水稻绿色增产增效联盟突破了水稻机械

化种植、肥料施用、病虫草害综合防控等7套核心

技术，推动东北稻区增产5%～10%，化肥、农药

减施各10%。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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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聚焦区域重大问题，集成了一批技术解决方案。

东北玉米秸秆联盟研究集成了秸秆四化关键技术10套，推

广面积超过18万公顷，年饲料用秸秆900万吨。华北农业

节水增效联盟研究提出二年三熟适雨种植制度，制定了每

0.07公顷减少地下水灌溉100立方米和50立方米的高效用

水技术模式。

四是强化科技资源共建共享，提高了创新效率。农业

大数据与信息服务联盟整合各类文献资源2000余万条、

农业科学数据集600多个，实现了联盟内农业科技文献信

息资源1小时服务和99.9%的保障水平。农业基础性长期

性科技工作建立了“中央-省-地”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形

成了以1个数据总中心为核心、10个数据中心为支撑、456

个观测实验站为基点的全国农业科学观测网络。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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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研新布局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以新理念为统领，以服务创新工程为主线，在重大科研新布局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

国家成都农业科技中心    与成都市政府签署共建国家成都农业科技中心战略合作协议，争取地方10

亿元基建投资、200公顷试验用地和每年30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打造农业科技硅谷和国家现代农业试

验示范基地，致力于解决制约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

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三方共建，面向我

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各国，联合相关科教机构和农业企业，重点建设“一个核心、四大平台、八项工程”，推

动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2017年9月中心正式挂牌，完成了13.67公顷建设用地、133.33公顷试验用地划

拨，基本建设顺利开工。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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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物疫病防控生物安全高级别实验室项目    国家动物疫病防控生物安全高级别实验室建设完成

并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是国内首家通过国家验收的唯一的大动物最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

室，也是全球第三个可进行马、牛、猪、骆驼等大动物相关研究的生物安全设施。

国家畜禽改良研究中心项目    国家畜禽改良研究中心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

米，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畜禽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平台。可承担动物种质特性的遗传机理研究与优质

基因挖掘、动物分子育种研究、转基因动物育种与安全评价、试验动物模型构建与利用研究等多项任务，

逐步形成集种质资源、技术支撑和人才培训“三位一体”的开放式科研中心。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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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麦重要基因资源发掘与利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张学勇科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绘制了小麦D基因组

供体节节麦的精细图谱，研发了小麦660K SNP芯片，成为中国小麦基因型研究的重要支撑；克隆了

中国特有小麦太谷核不育基因Ms2，并研究其功能，拓宽了轮回选择育种技术的应用范围；在小麦

淀粉合成通路基因的遗传效应及育种选择方面取得进展，发现小麦籽粒淀粉合成关键酶基因Ta-

SUS1、TaSUS2、TaAGP-L和TaAGP-S1 等在驯化和育种过程中经历了强烈的人工选择，其对粒

重的遗传互作效应以简单加性效应为主；发现了影响小麦籽粒发育基因TaSPL20和TaSPL21

的优异单倍型在干旱和热胁迫条件下功能稳定；团队培育的矮秆、多抗、高产新品种“中麦66”

通过了河南省审定，并完成产业化转让。

作物学科集群

科研进展

小麦太谷核不育基因Ms2 的图位克隆（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8: 15407）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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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新品种培育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邱丽娟科研团

队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基因G2-EPSPS/GAT 和G10-

EPSPS 进行大批量遗传转化以及转基因材料的抗性

鉴定，培育出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新种质。转G2-EP-

SPS/GAT 抗草甘膦大豆新种质GE-J3、GE-J12和

GE-J16已获批开展生物安全评价的环境释放试验。抗

草甘膦转G2-EPSPS/GAT 大豆新品系ZH10-6申请

进入生物安全评价的生产性试验，并用于培育适宜不同

生态区的抗草甘膦大豆新品种。田间试验表明，转G2-

EPSPS/GAT 大豆抗草甘膦除草剂特性突出，可降低

生产成本和环境污染，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前景。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ZH10-6与非转基因大豆

ZH10喷施草甘膦后的田间对比

（3）长江中下游籼稻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培育

中国水稻研究所胡培松科研团队以长江中下游地

区籼稻为研究对象，整合传统育种技术和现代生物技

术，构建和应用水稻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创制了一批聚

合优质、高产、抗病、抗虫、节水抗旱、氮磷高效、耐高

（低）温、重金属低积累等优良性状的育种新材料，培

育出适于长江中下游稻区种植的高产、优质、高效籼稻

新品种。目前已审定品种11个，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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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物种质资源收集、编目、入库与安全

保存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卢新雄

科研团队牵头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作

物种质资源收集、编目、入库与安全保存”进

展显著，新收集编目入长期库作物种质资源

1.1万余份。在种质安全保存理论与技术研究

上取得新突破，首次揭示了种子在保存过程

中存在活力丧失关键节点（拐点），该拐点是

更新临界值，由此可判断种质安全保存年限。

研发了种子活力监测技术4项，可实现大豆等

种子活力的快速、无损检测和预警。创建了种

质安全保存监测预警与安全更新技术体系，

为国家库42万份种质安全保存提供技术保

障。建立了国家库离体保存技术体系，现已试

管苗保存398份和超低温保存166份无性繁

殖作物种质资源。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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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科集群

（1）黄瓜果实形态建成的遗传机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黄三文科研团队在黄瓜果实S曲线发

育过程的关键时期（开花前3天，以及开

花后0天、1天、3天、5天、8天、16天），对

瓜头部、瓜中部、瓜把3个部位的果皮

和胎座共105份样品进行转录组分析，

构建了黄瓜果实发育过程中重要基因

的表达网络，挖掘了在不同发育时期、

不同果实部位的差异表达基因。发现

一组SIN3-HDAC的组蛋白去乙酰化

酶复合体的成员。证明突变体果实变

短是由于其中Rxt3的G540E突变导

致。发现乙烯可能在黄瓜果实发育中

起重要作用。克隆了控制果实早期细

胞分裂的关键基因SF1 ；证明SF1 作

为一个新的RING-type E3 ligase通

过调控乙烯剂量调节黄瓜果实长度。

乙烯相关基因在果实发育早期差异的表达

SF2 蛋白调控果实细胞快速分裂中组蛋白去乙酰化

果短突变体sf2 的细胞分裂受到显著抑制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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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蔬菜杂种优势利用技术与强优势杂交种创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李君明科

研团队对883份白菜、1037份甘蓝、205份番

茄、1904份辣椒、459份黄瓜等核心资源进行

了优势群划分；分别配制了120份大白菜、502

份黄瓜杂交组合杂种优势预测群体，初步预测

了大白菜晚熟类型关键性状及黄瓜开花期、产

量等性状的杂种优势；进一步优化了白菜和甘

蓝小孢子、辣椒花药培养的培养基以及黄瓜大

孢子培养体系；定位或精细定位了辣椒抗青枯

病、辣椒雄性不育恢复、大白菜雄性不育恢复

BrRfp1、番茄雄性不育ms-1526、黄瓜雄性不

育、黄瓜硬刺Hard和果刺等基因；构建了辣椒、

黄瓜高密度图谱及辣椒生物信息学数据库。获

得亲和指数SI＞5的白菜新材料8份，优异甘蓝

自交系8份，番茄优良自交系8份，辣椒优异资源

6份，不同类型黄瓜资源材料100多份。选育出白

菜、甘蓝、番茄、辣椒和黄瓜强优势新组合50多

个，累计推广2.03万公顷。

不同基因型白菜出胚率 规模化提取白菜游离小孢子 成功改良高难诱导材料出胚率

白菜高通量优良小孢子培养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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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优势产区落叶果树农家品种资源调查

与收集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曹尚银

科研团队对21个省（市）、210多个县果树优势

分布区进行了调查，共收集农家品种资源1400

份；完成351份农家品种的花粉电镜观察，完成

500份石榴等果树的倍性分析，石榴胚胎学电

镜观察30份；构建了1个落叶果树农家品种资源

图文数据库，目前已收录1400条品种信息；开

发了1个落叶果树农家品种资源GIS信息管理系

统，制备农家品种资源标本844份；通过省级审

定品种5个；出版了大型专著《中国果树志·石

榴卷》，编写了《中国石榴地方品种图志》等14

部大型著作。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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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肉牛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育种技术

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李俊雅科研团队针对亟待缩

小我国肉牛群体生产性能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完善育种技术体系以及提

升我国肉牛业生产效率、种业国际竞

争力等技术需求，构建了我国第一个

肉牛基因组选择参考群，并创建了肉

牛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提出了预

测基因组育种值以及全基因组关联分

析新方法，发掘了与肉牛主要经济性

状相关联的基因和标记，制定了肉牛

全基因组选择指数GCBI；研制并开

发了一款10K低密度生物芯片，可有

效替代770K高密度芯片对重要经济

性状进行遗传评估，降低了肉牛全基

因组选择成本。该技术已在内蒙古、吉

林、新疆、河南、山东等省（自治区）11

个种公牛站及西门塔尔牛核心育种场

推广，新增经济效益11.48亿元。

畜牧学科集群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28



（2）新型饲用抗生素替代品创制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王建华科研团队建

立了抗菌肽设计、机理表征、高产表达技术平台。针对

奶牛乳房炎、鸡坏死性肠炎、仔猪腹泻及病原菌胞内

逃逸，创制专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肽MP和DLP、专抗大

肠杆菌和沙门氏菌肽N和CPP/T11-N、及乳源广谱抗

菌与营养强化兼用肽Lfcin等，搭建基于高产元件、融

合减毒等专用高产制备体系达2～3克/升，产品有效替

代硫酸粘杆菌素等饲用抗生素。创制基于肠杆菌科外

膜蛋白的亚单位通用疫苗及畜禽用耐高温防腹泻益生

双效布拉酵母。共创制25种新型饲用抗生素替代品，

推广应用新产品16.99万吨，产值7.67亿元，直接增效

1.47亿元，间接增效300亿元，替代抗生素2.04万吨，

比例超50%，取得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3）北方半干旱区优质饲草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侯向阳科研团队针

对制约我国北方半干旱区草牧业发展的抗逆品种短

缺、优质饲草生产加工技术薄弱、生产效率低等问

题，开展饲草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研究。育成饲草新品

种13个，构建了饲草种质资源库和中国苜蓿核心种

质库。创建了北方半干旱区优质饲草高效栽培技术体

系；研制出适合半干旱区中小规模饲草生产的高效低

损经济型系列收获机械10套、玉米青贮专用微生物

接种剂2种，集成了青贮接种剂制备及优质草产品加

工技术。组装集成形成了不同类型区旱作节水饲草生

产技术体系。2008—2015年累计示范推广饲草新品

种164.93万公顷，应用推广生产收获加工技术制作

青贮饲料1036.4万吨，获得经济效益115.66亿元，对

推动我国北方干旱区农业结构转型升级、草牧业快速

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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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学科集群

（1）国产化高等级病原微生物模式实验室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王笑梅科研团队主持的“十三五”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国产化高等级病原微生

物模式实验室”，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国产

化P4模式实验室围护结构建设及生命支

持系统等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制和安装。

提出了亨德拉病毒等3种感染因子实验

室操作过程的风险评估报告；提出了尼

帕病毒、布鲁氏菌感染猪、羊等动物实验

的风险控制措施；并对生物反应器及发

酵罐关键部位进行改造以控制风险。开

发了我国第一套P4实验室设施设备维护

等5个计算机管理系统，以及实验室网络

协同系统的主体架构，并制定了数据接

口标准；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套P4实验

室VR模拟教学系统和考试题库，并进行

实操培训，为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

全面国产化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国产化模式实验室外景

模式实验室内部布局：高效过滤单元、通风管道、 

送排风机组、化淋配液系统等

自主研制的污水处理系统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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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禽重要疫病诊断与检测新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王云峰科研团

队发掘和筛选了禽流感、新城疫、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等

病原的诊断标识15个；研制了家禽重大疫病、重要呼吸

系统病、重要免疫抑制病、重要细菌病、重要水禽病以

及新发病等相关的30余项诊断技术和方法，获得新兽

药证书1项。初步完成鸡毒支原体核酸适配体诊断标识

与核酸适配体筛选技术的研究；初步设计高通量禽病

微流控生物芯片并合成了5种特异性抗原，制备了4种特异性抗体；初步构建了鸡免疫抑制病可视化芯片；

研制了恒温扩增微流控芯片工艺研究和完成了检测原理机的组装并进行了试验；开展禽白血病等重要病

原抗原表达、纯化等工艺研究及抗体标记技术研究；制作和完善兽医技术资源库和重要疫源地的基础信

息库，开展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助诊断系统和专家诊断系统的网站设计编写。

（3）动物流感病毒的进化及其致病和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陈化兰科研团队发现2017年年初分离的一些H7N9病毒在血凝

素蛋白裂解位点发生变异，这类变异株对鸡具有高致死性，对小鼠和雪貂无致病力，但在雪貂体内复制

一代后即可获得适应哺乳动物的关键突变，突变后的毒株对小鼠的致病力增加万倍以上，可引起雪貂严

重发病、死亡，并在雪貂之间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揭示它们对人类蕴藏着极大危害风险。因为涉及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相关研究发现已实时上报政府有关部门，为家禽和人H7N9流感防控政策

制定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在欧亚类禽型H1N1猪流感病毒的哺乳动物宿主传播能力研究方面，揭示病

毒血凝素蛋白G225E突变可以通过提高病毒的包装和出芽效率加强病毒复制和传播能力。此外，还发现

H5N1流感病毒血凝素蛋白发生G158N突变后获得了一个新的糖基化位点，该发现有望在研究病毒的动

物致病力增强机制方面有所突破。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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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型动物专用化学药物的创制及

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

究所张继瑜科研团队进一步完善了五

氯柳胺混悬液的实验室制备及中试生

产工艺，建立了药物质量控制标准和药

物残留检测的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方法，开展了药物在牛可食性组织和牛

奶中的残留消除研究，制定了药物休药

期，并完成了药物的靶动物安全性和临

床试验研究；完成了加米霉素全部药学

和临床试验工作，新药申报进入质量复

核阶段；完成了维他昔布在靶动物猫体

内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建立并确证了定

量检测分析方法，建立了口服片剂生产

线，实现了维他昔布制剂批产量10万片

的生产。目前已取得国家新兽药3项，建

立中试生产线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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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禽粪便环境污染核算方法和处理利

用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董红敏科研团队建立了我国第一

套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核算方法；创建

了畜禽养殖场“三改两分”污水源头减量工

艺；集成创建了以粪便综合养分管理为基础

的种养结合模式、以“三改两分”工艺为核

心的清洁回用模式、以收贮运装备和合作机

制为关键的集中处理模式。成果已在11个省

的2687个养殖场废弃物处理工程中应用，

年减排COD159万吨，总氮12.4万吨，总

磷2.4万吨，实现经济效益32.6亿元。该成

果还用于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公报》，写入《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

理总体规划（2014—2018）》《农业部关

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和《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

案》等政策文件和规划方案中，为养殖污

染防治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集群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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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肥料养分推荐与限量标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何萍科研团队在肥料养分推荐方法和化肥减施增效技术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小麦、玉米和水稻推荐施肥模型及基于微信平台的养分专家推荐施肥系统；获得了

马铃薯、大豆、新疆地区棉花、长江流域冬油菜的最佳养分吸收特征；初步建立了萝卜、白菜产量反应和农学

效率的定量关系、推荐施肥模型参数；确定了我国三大粮食作物区域尺度的氮磷钾推荐施肥量；初步揭示了

有机肥料养分的释放规律和土壤微生物种群的演替特征，发现了典型潮土腐殖物质的潜在演化途径，形成

了以养分专家系统推荐施肥、有机替代、秸秆还田和机械深施为核心的化肥减施增效技术体系。

QUEFTS模型模拟玉米最佳养分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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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方草甸退化草地治理技术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唐华俊科研团队，针对草甸和草甸草原退化机理及恢复机

制研究相对薄弱、缺少系统性理论成果的研究现状，集成了现有野外长期实验平台，对草甸和草甸草原长期

动态数据进行了挖掘分析。初步探索了北方草甸草地退化评估的量化指标与分级分类体系，以及退化草甸和

草甸草原的恢复评价定量标准。围绕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松嫩平原和寒地黑土区等5个重点区域的

草甸草地退化特征，设计了草地恢复治理技术试验，开展了退化草甸和草甸草原治理及恢复后合理利用技术

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改良措施在不同区域的生态效应、生产效果、经济效益定量，初步筛选了6项恢复治

理技术，开展退化草甸草地恢复治理技术示范400公顷。

植被恢复改良技术试验

①退化草地补播技术 ②根茎植物克隆生长促进 ③植物群落结构调控技术

土壤修复培育技术试验

①土壤疏松激活技术 ②客土压碱技术 ③覆沙压碱技术

草地合理利用技术试验

①退耕地恢复利用技术 ②合理刈割利用技术 ③适应性放牧利用技术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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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

科研团队针对为害我国棉

花、果树、茶树和苜蓿等作

物生产的盲蝽类害虫进行了系统

研究，阐明了寄主选择、性信息素通讯、趋

光行为等主要生物学习性，揭示了由趋花行为

介导的盲蝽种群发生规律；明 确 Bt 棉田农 药

减 少、高毒农药禁用以及果树等嗜好作物面积

增加，是引起盲蝽区域性暴发灾变的主要生态

学机制；发展了盲蝽调查技术与预报方法，构

建了测报技术体系并建立了全国性检测预警网

络；研制了性诱剂、专用

诱虫灯等防治技术产品，

提出了切断种群季节性寄

主转移路径的控制策略，构建

了以行为阻断和生物防治为核心

的盲蝽绿色防控技术体系。该成果累计推

广应用477.67万公顷，短期、中期预报准确率分

别达95%和90%，果树与茶树、棉花与苜蓿上

盲蝽防控效果分别达85%、90%以上，盲蝽为

害损失控制在3%～5%，化学杀虫剂使用量减

少30%～50%，为实现我国2020年农药使用

量零增长的目标提供了成功经验和参考案例。

（4）盲蝽类重要害虫灾变规律与绿色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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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与机械学科集群

（1）旱田全量秸秆覆盖地免耕洁区播种关

键技术与装备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

所胡志超科研团队创制的旱田全量秸秆覆

盖地免耕洁区播种关键技术与装备，彻

底破解了传统免耕播种设备在旱田全量

秸秆覆盖地作业存在的挂草壅堵、架种、

晾种难题，满足了旱田全量秸秆覆盖地免

耕播种市场需求，为秸秆禁烧、实现就地

还田肥料化利用提供了有力技术与装备支

撑。成果技术连续3年被农业部列为主推

技术，并有偿转让给5家农机企业，项目

实施中亦为相关企业提供了技术咨询与服

务，显著提升了其产品性能和质量。成果

产品近两年共销售1291台，直接经济效

益达4534.93万元，已在苏、豫、皖、

鲁、冀、津、辽、黑等地推广应用，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2）作物需水信息采集与智能控制灌溉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段爱

旺科研团队研发了一套作物需水信息自动采

集与智能控制灌溉新技术。该技术的应用不

仅可以有效提高灌溉的精准性，提高作物产

量、品质和灌溉水利用效率，还可以大幅度

提高肥料的有效利用率，减少农田面源污染

发生的可能性 及危害程 度，对于实现 农 业

生产“一控二减三基本”的目标具有重要的

科技支撑作用。研究成果分别在北京、新疆、

陕西、河南等地得到规模化应用，其中应用于

冬小麦/夏玉米1.87万公顷，棉花330公顷。年

均增产粮食1800千克/公顷，节水1500～2250

立方米/公顷；截至2016年年底，累计增产粮

食3371万千克，增产皮棉14.00万千克，节水

7078万立方米，节本增效7945万元。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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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铃薯主食加工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张泓科研团队围绕马铃薯主食产品

与加工专用品种评价、加工关键技术、

核心装备与生产线、重大产品创制与应

用等开展系统研究，创建了马铃薯主食

加工原料和产品的评价方法；突破了马

铃薯中式加工主食黏度大、成型难、发

酵难等技术瓶颈；发明了与马铃薯主食

加工工艺单元相匹配的关键部件及专

用核心装备，创建了马铃薯主食加工系

列生产线；创制了五大类200余种马铃

薯主食产品。该技术成果在9省7市50

余家企业实现转化应用，引领和支撑了

中式马铃薯主食产业发展。产品生产总

量18.9万吨，累计销售额45.4亿元，已

为社会新增经济效益8.9亿元。带动20

万农户种植马铃薯，增加农民收入4.0

亿元。

农产品质量安全 
与加工学科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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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粮油产品储藏过程中真菌毒素形成机理及防控基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刘阳科研团队揭示了粮油产品储藏过程中真菌菌群发生、毒素形

成、积累、为害和解毒的生理生化与分子机理；揭示了光、温、湿等环境因子对菌群发生、毒素形成、真菌

及毒素为害储粮的影响机理；构建了针对我国储粮特点的真菌及其毒素早期预警、阻断、抑制和去除技术

体系。研发的真菌毒素监测预警和抑制脱毒技术，为粮油储藏加工企业提供了模式参考及技术支撑，促进

了我国粮油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肉桂醛调控胞内活性氧抑制黄曲霉生长和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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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型农业投入品与优势特色农产品质量评价标准与标准样品实物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杨曙明科研团队针对新型肥料、饲料等投入品，稻

米、玉米、猪肉等优势大宗农产品，茶叶、石斛、烟草等优势特色农产品，开展标准制定和标准样品研制，

为农业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产品质量评价提供参考基础及标准支撑。已立项国家标准8项、行业标准10

项、标准样品23项。其中，肥料中“赤霉酸”“植物生长调节剂”及饲用“葡萄糖氧化酶”等新型投入品的

检测方法标准及“饲料添加剂——嗜酸乳杆菌”等产品标准，为国家加强对新型肥料及饲料的监管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稻米直链淀粉和垩白度标准样照”“小麦玉米感官评价用不完善粒标准样照”“猪肉

大理石花纹、肉色及脂肪色分级用标准图谱标准样照”及“天麻素”“人参皂苷”“茶黄素”天然产物标准

样品，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优势农产品质量控制与评价、水平分级及全面促进我国农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

利的技术保障。

猪肉颜色等级图谱 猪肉大理石纹等级图谱 猪肉脂肪色等级图谱

典型小麦不完善粒标准样品

小麦虫蚀粒小麦赤霉病粒

小麦破损粒 小麦黑胚粒

典型玉米不完善粒标准样品

玉米虫蚀粒 玉米破损粒

玉米生霉粒 玉米病斑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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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农技推广”云平台创建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王文生科研团队率先在全国创建了基

于云架构、支持千万级用户和大数据处理的首个“互联网+农技推广”云平

台，建立了基于移动互联的基层农技推广管理和服务信息技术应用方法，

研制了动态、定向、便携式和小型化的农情快速采集智能终端，开发了针对

不同用户群体的具备40余项功能的多种移动客户端，使用用户近千万，实

现“互联网+农技推广”信息化服务覆盖全国2600多个农业县。平台在全国

各地的示范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济民科研团队基于国家建立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两区”的战略意图，梳理了主产

区利益、农民收益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了目前粮食主产省与非

主产省、“两区”重点县与非重点县、种粮农户与非种粮农户之间的利益差

距，从地方政府和农户两个层面分别测算了保障“两区”地方政府重农抓粮

不吃亏的财政补偿方案和保障两区农民务农种粮不吃亏的经济补偿方案，

提出优化“两区”利益关系的对策建议。研究为构建“两区”的差异化政策体

系提供了决策支持和实证参考。

农业信息与经济学科集群

战略计划与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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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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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院地务实合作

重点组织开展了与陕西安康、河

南新乡、山东德州等地的务实合作，

组织茶叶、植保、加工、玉米、水稻等

14个团队首席专家赴安康调研考察，

推进富硒产业研究院共建工作和合作

研发项目，举办农业科技管理人员培

训班，提升了科技素质，促进了区域

现代农业的发展。加大援疆援藏工作

力度，提高了边疆地区的自我发展能

力。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通过共建示范转化基地、

合作实施科技项目、联合培养人才等

方式，加快了兵团现代农业发展。

（2）科技精准扶贫

组织专家在太行山区的阜平，武

陵山区的湘西、恩施，以及大兴安岭

南麓片区等贫困地区开展了对口帮扶

和定点扶贫行动，有力提升了贫困地

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重点组织院属单

位的科研团队对阜平开展“集团军”

式的对口帮扶工作，蔬菜花卉研究

所、郑州果树研究所、蜜蜂研究所等

单位先后组织举办了27场专项技术

培训，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种养大户

等2800多人次，加快了当地农民脱贫

致富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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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科技合作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构建面向全球的创

新合作网络，全力推动农业科技“走出去”，与全球合作伙伴一起，共谋创新路，携

手探新知，助力我院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世界一流研究院所建设。

（1）组织建院60周年系列重大国际活动

围绕我院建院6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和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召开“国际农业科

技发展峰会”“中欧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会议”“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

作机制建设”等农业科技合作会议以及国际设施园艺大会、第三届国际入侵生物

学大会等国际学术会议，拓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业科技合作的渠道，

推进我院世界一流农业科学中心的建设。

国际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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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各项工作

制定《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中心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发布15种农产品的需求报告，完成6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报告，为32家“走出去”企业提供技术支撑。成功召开海外农产品市场研

究发布会，建设海外农业高端智库、搭建海外农业合作平台和培养海外农业人才，承办农业部首期“扬帆

出海工程人才培训”项目活动。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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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牵头组织全国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和培育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工程）

组织召开第二十二届全国农科院系统外事协作网会议，倡议建立全国农业科技走出去

联盟，集成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力量，重点与CGIAR、CABI、EU、G20、APEC农业技术工

作组、IAEA等国际组织合作，成果显著。牵头“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制”，

签署相关协议8份。积极与科技部、农业部沟通推进发起以我为主的大科学计划，并推动

CGIAR重大项目、欧盟农业与食品专项、法国农业科学院大科学计划、澳大利亚联邦科工

组织旗舰项目、中英牛顿基金项目与我院提出的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对接。

国内外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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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拓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优化全球化布局

与加拿大农产食品部、捷克作物科学研究所、新西兰梅西大学、哥伦比亚农业科学院、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农业科学和生产中心等国外农业科研单位签署院级

合作协议和备忘录23份，新建“中-捷农业研发中心”“中-智联合农业研究中心”“中-韩药

用植物联合实验室”“中-俄抗寒葡萄与葡萄酒联合实验室”“中-挪饲料加工联合实验室”

等国际联合实验室（平台）23个，巩固提升16个，开拓了与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智利等

国家，与FAO、IAEA、CGIAR中心、CABI等国际组织搭建国际合作平台的新型合作机制，

提升了我国农业科技领域国际合作能力建设及国际影响力。

（5）实施国际合作项目，开展人才培养

与科技部沟通我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战略专项的遴选情况，加强国家国际合作、引智等项目的申

报组织工作，人才培养国际项目的申报成功率大幅提升。2017年，我院共组织申报各类国际合作项目438

项，获得批准174项，项目经费1.04亿元人民币。举办援外国际培训班20个，对28个国家的629名学员进行

了专项技术培训。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年度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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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进农业科技“走出去”

2017年，在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尼等市场投放禽流感疫苗并在印尼投资建厂实现本地化生产，主持

援建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建设工作基本完成。

为东南亚多个国家提供70余个杂交水稻新品种，开展品种测试并在印尼开展制种生产；绿色超级稻

项目在亚非18个目标国家进行了68个绿色超级稻品种的示范和推广工作。

“走出去”棉花品种2个、技术3项。7个苹果品种、2个桃品种在海外开展新品种测试。《五味子种子

种苗国际标准》正式出版。接收了“一带一路”沿线32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研究生新生203人。

• National agriculture 
germplasm resources banks

The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ed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y serve as a strategic resource to 
guarantee food security,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18 affiliated 
institutes of CAAS, including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Institute 
of Cott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and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have carried out many times of 
coll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on 
resources of crop germplasm, 
domesticated animal species and 
microorganism strai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genetic 
improve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on wheat 
breeding

Whea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rops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1950s, a group of pioneer scientists 
such as Jin Shanbao, Dai Song’en, 
Zhuang Qiaosheng, and Dong 
Yuchen, established the wheat 
improvement program at CAAS. 
During the last 60 year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improving breeding technologies 
and variety development. Totally, 
95 invention patents and plant 
protection rights of new varieties 
have been granted. More than 
500 publications in peer-review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have been 
published, ranking second globally 
in wheat genetic improvement. 

•Hybrid rice and super-hybrid 
rice varieties

Rice is an important crop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untry in innovating rice breeding 
technologies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high-yield and multi-
resistant rice varieties. CAAS’ China 
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have 
organized researches on Chinese 
super-hybrid rice and global green 
super rice, respectively. They have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super 
rice varieties, preliminarily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ine 
quality and high disease resistant 
capability.

•Cotton 
varieties

Cotton is a 
strategic material 
relating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novating 
cotton breeding technologies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high-yield 
and multi-resistant cotton varieties 
are important basis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meet the needs 
of textile, increa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guarantee 
cotton security. CAAS’ Institute of 
Cotton Research an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have organized 
about 300 major scientific projects 
for the research and cultivation 
of new cotton varieties featuring 
precocity, fine quality and 
transgenesi

• Vegetable varieties

Vegetables are indispensable in 
people’s daily diet as they provide 
diversified nutrition such as 
vitamins, minerals and dietary 
fiber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he 
human body. Vegetable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new vegetable varieti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AAS’ 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has 
organized many major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centered 
around vegetable breeding. It has 
innovated the main vegetable 
cell engineering breeding and 
molecular marker-assisted 
selection breeding technologies, 
cultivating more than 200 new 
cabbage, pepper, Chinese cabbage 
and cucumber hybrid varieties. It 
took the lead in China in studying 
advantages of main vegetable 
hybrid seeds, analyzing qualities of 
main vegetable varieties and their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sease 
resistance, and discovering a third 
cell genetic mechanism of potato 
2n gametes.

•Animal nutrition standards 
and green husbandry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 
is a pillar sector of China’s 
agricultur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guarantying 
food security, solving farmers’ 
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Feed industry lays a 
substant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imal 
production and aquiculture, and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value-
added channel for crop production 
and by-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ies. With growing demands 
for improved quality and efficiency,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 
has been transforming from high 
consumption, high pollution and 
low output to security, ecology and 
high efficiency.

•Avian 
influenza 
vaccine

Avian influenza 
with high 
pathogenicity 
can cause a 
100 percent death rate among 
chickens: it is a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 for the chicken raising 
industry. Avian influenza broke out 
in China in 2004, severely harm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hicken raising sector. Incidents of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infecting 
human also made it a focus in the 
public health security field.

•Vaccine against foot-and-
mouth disease

Foot-and-mouth disease was listed 
as the most infectious animal 
disease in China. A widespread 
epidemic would not only harm 
husbandry production but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market 
circulation of animals and animal 
by-products, people’s liv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anzhou Veterinary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AAS led some 
other organizations to create 
the only foot-and-mouth strain 
library domestically. It drew the 
first molecular evolution tree 
in Chinese research history of 
animal epidemic disease and 
epidemiology, revealing the 
causes and laws related to the 
foot-and-mouth disease epidemic.

•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management for cereal 
crops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re major biological disasters 
that influence safe production of 
cereals in China. The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and China 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AAS 
have led several organizations 
to launch large projects mainly 
studying on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to wheat-related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They 
worked out key technologies for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he 
whea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nd 
formed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wheat 
areas.

•Medium and 
low-yield field 
manage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oil fertility 
is the basi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guarantees food safety. Th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Farmland Irrig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AAS have started 
several national projects and studied 
the improvement of medium 
and low-yield fields, digital soil 
and the efficient use of fertilizers.
The organizations have launched 
studies about saline-alkali soil 
in northern China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and use of low-yield 
rice soil in southern China since 
the 1960s. They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technologies for applying 
fertilizers in the 1980s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related to 
proportioning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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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NG 60 YEARS OF SUCCESS
 Through decades of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AS has contributed to improving food supply, security and safety worldwide

On March 1, 1957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as established.

On April 24, 1957 

The State 
Council 
appointed 
Ding 
Ying as 
president 
of CAAS.

On July 19, 1965 

The State 
Council 
appointed 
Jin Shanbao 
as president 
of CAAS.

On Feb 20, 1982 

China’s 
second 
large-
scale 
crop 
variety collection organized 
by CAAS was finished. 

On June 21,1982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ppointed Lu Liangshu as 
president of CAAS.

On Dec 20, 1983 

CAAS won first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due to 
its research on equine 
infectious anemia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In 1984 

The hybrid 
maize cultivar 
Zhongdan 2, 
developed by 
CAAS’ Crop 
Breeding and Cultivation 
Institute, won first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In 1985 

CAAS’ 
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won first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In December 
1987

Wang 
Lianzheng 
was 
appointed 
as CAAS’ 
president.

On Nov 12, 1994 

The State 
Council 
appointed 
Lyu 
Feijie as 
president 
of CAAS.

On April 18, 2007 

CAAS and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jointly 
carried out a 
Green Super Rice 
project.

On July 30, 2001

The State 
Council 
appointed 
Zhai Huqu as 
president of 
CAAS.

On Feb 28, 2003 

CAAS’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2002 
for its research on 
insect-resistant genes.

By CHEN MEILING
chenmeiling@chinadaily.com.c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
cultural Sciences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o better 
serv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country, said Tang Huajun,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Food lays the foundation of everything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ocial secu-
rity,” he said. “Though CAAS has been through 
ups and downs in the past 60 years — and was 
even dissolved in 1971 — what didn’t change 
is its responsibility to help guarantee the food 
security and safety for Chinese people.”

More than 10,000 new varieties, prod-
ucts and techniques, including genetically 
improved insect-resistant cotton, dwarf-sterile 
wheat, rapeseed with a higher oil content and 
the mechanized harvest of peanuts, won 310 
national-level award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
tural research, statistics from CAAS showed.

It is ready to celebrate its 60th anniversary 
on May 26.

In 2006, it developed Zhongdan 808 corn 
variety, which can increase yields by about 19.7 
percent with its big and full heads and was 
widely used in south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ccording to Huang 
Changling, researcher of the corn project.

The cultivating area of “super rice” totaled  
73 million hectares as of the end of 2015, with 
yields growing by 60 billion kilograms from 
2006,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eleased during celebrations for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super rice’s creation, 
held in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in 
November 2016.

The institute also served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by extending its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in agricultur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
tionally, Tang said.

More than 10 origi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hybrid rice and 
corn varieties, disease vaccines and biogas 
technology, have gone global.

“Green Super Rice” (GSR) cultivars that 
were developed by CAAS have been planted 
in 17 Asian and African counties, with a total 
cultivated area of 2.1 million hectares, funded 
by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So far, 
GSR has contributed to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s by $564 million a year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project. 

CAAS has established cooperation in agri-
cultural research with 80 countries, 38 in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even multina-
tional companies. Co-established laboratories 
and research centers totaled 62 as of 2016.

“We introduced and improved new vari-
eti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brought 
self-innovated products to countries in need,” 
Tang said.

The insect-resistant cotton, exported to 

countries such as Kazakhstan, Pakistan and 
Kyrgyzstan, who faced limitations in available 
varieties and planting skills, helped improve 
production by 33.3 percent, he said.

The project also applied new technolo-
gies,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local farmers 
and turned the import mode into one of self-
production, he added. 

Though China had some breakthroughs in 
the crop varieties breeding and disease con-
trol, its development of large animal breeding 
was still 50 to 60 years behind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id.

“It takes about 30 to 50 years to cultivate 
a new variety of large animal, which causes 
difficulty for the consistency of research,” 
he said.

The intelligence and efficiency of agri-
cultural implements is also less developed, 
he said.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included basic theory, usage of light 
and development of new strains, improving 
production by 10 to 20 percent and becom-
ing more adaptive to severe landscapes, 
Tang said.

 As for large-scale extension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he said the government gave 
allowances to quicken the pace of accep-
tance among the public.

The avian influenza vaccine developed 
by researcher Chen Hualan at CAAS, after 
approval, was sent to chicken farms for fre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guaranteed poultry and egg production, as 
well as farmers’ income.

It also founded companies to achieve 
mass usage of its innov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rbin Weike Biotechnology Develop-
ment Co, founded in 1992, i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subordinated to the Harbin 
Veterina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AS to 
industrialize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epidemic treatment of animals, includ-
ing the production of a vaccine for the avian 
influenza virus. 

Tang said CAAS also believed in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plain livi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is a down-to-earth 
labor,” he said. “Sometimes you have to walk 
into the fields and get your new shoes muddy. 
Sometimes you have to work under the glar-
ing sun. Sometimes it takes more than 10 
years to get the results of your research.”

Zhuang Qiaosheng, a researcher of the 
academy with 6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wheat genetics and breeding, at 101 years 
old still walk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fields 
to see if the crops grew well, Tang said.

Zhuang developed Beijing 8, 10 and Feng-
kang wheat varieties with resistance to 

drought, cold and blight making them able 
to grow in the harsh landscapes and climate 
of northern China.

 “If an old scientist loves this work that 
much, I will be ashamed and regretful if I 
cannot do as much as he did,” Tang said.

Tang got his doctorate degree from Ghent 
University of Belgium in 1991, focusing on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es.

He returned in 1993 to work in CAAS and 
was appointed the president of CAAS last 
December. 

“My father is a farmer. Having enough 
food to eat healthily is always my concern,” 
he said. “Though there were chances for me 
to change careers, I chose to stay because I 
believe agriculture is of great value.”

The number of staff reached 7,066, more 
than 50 percent staff with postgraduate 
degrees. Students totaled 4,515.

“I want to tell the young researchers to 
have faith in their work, and stick to it dur-
ing hard times. And that innovation is always 
important,” he said. 

He said the institute was working on a 
flexible evaluation mode for i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rovide a looser scientific environ-
ment in the campus. 

CAAS is congratulated on its 60th anniversary as 
this celebration sends out a clear message on the 
importance of long-term investments in science-
based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ts strategic deci-
sion in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has been an important move in accelerating 
understanding and providing solutions regard-
ing common interest issues among countries, 
which include major worldwide challeng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uricio Antonio Lopes, president of the Brazil-
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Corporation 

CGIAR, through its research centers, maintains 
a deep and long-term partnership with CAAS. 
Through this work we have seen CAA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improving food security and 
deliver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growth in China. We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years of continued cooperation,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joint project work.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historic milestone.
Elwyn Grainger Jones, executive director of 
CGIAR System Organization

To meet the ambitio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UN 2030 Agenda, th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must undergo a transformative change, to be 
economically,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sustainable. CAAS is standing in a unique and 
high position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provid-
ing technical and innovative support to such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uld like to continue working closely 
with CAAS.
 Wang Ren,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of 
the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Department in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A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oday’s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resisting natural disasters, 
maintaining food supply and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n the way of enhancing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CAAS has organized and partici-
pated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s and high-level forums,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 2030 Agenda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offered advi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
al and global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research 
projects. As a major agricultural country, Franc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with CAAS and join hands with FAO, CGIAR 
and other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make due contributions in the face of global 
challenges and new developments.
Mme. Marion Guillou, chair of Agreeniu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establishes partnerships with Global Crop 
Diversity Trust in 2014.

Tang Huajun (left),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ttends the fifth Global Forum of Leaders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ingshui, Hainan province. 
PHOTOS PROVIDED TO CHINA DAILY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AAS’ Overseas Agriculture Research Center. 

Overseas students attend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e intro-
duced and 
improved 
new variet-
i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brought self-innovated 
products to countries in 
need.”
Tang Huajun,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
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hat they say

Scientific advances 
make rich harvests

By CHEN MEILING

A new variety of corn developed by 
a research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ith a shorter 
breeding circle and higher produc-
tion, is ready to be released on the 
domestic market this year. 

The yield of the corn variety, Zhong-
dan 859, after 10 years of research, 
was expected to increase 7.5 percent, 
said Huang Changling, director of 
Center for Crop Genetics and Breed-
ing of the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of 
CAAS, also the leader of the research 
team.

The corn variety would be extended 
in northeastern areas of China due 
to its early mature characteristics, he 
added. “The breeding of a new variety 
of corn needs at least 10 years. Many 
people devoted their whole life in it,” 
said Huang.

After graduating from China Agri-
cultural University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1988, Huang joined CAAS 
and mainly focused on corn genetic 
breeding.

Huang, at his 50s, already won 
fame for two of his major corn vari-
eties, Zhongdan 808, whose breed-
ing took 10 years, and Zhongdan 
909, 17 years. “The experimental 
field was located near the east 
gate of CAAS in the past. we used 
to sow and pollinate there,” he said. 
 “Years ago, we worked in a very shab-
by environment due to a lack of funds. 
I see things are better off these days.”

“There were difficult time when 
everyone went back hom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while we had to stay 
watching over the crops”, he said. 

“I always remembered Li Jingx-
iong, the scientist who influenced me 
most, went to the corn field in July at 
his 80s.”

Zhongdan 808 corn, widely used 
in southwestern China for about 10 
years, helped increase the produc-
tion by 19.7 percent to about 6,000 
kilograms per year, compared with 
that in 2009 because of its big and full 
heads and disease-resistance traits, 
according to Huang. “The research of 
corn, one of the major crops in China, 
fell behind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level of mechanization. Also, 
most of the varieties came from small 
groups of researchers, while there 
were big companies working on it in 
foreign countries.”

Huang said the common way to 
transform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into real products in the market was 
to cooperate with companies.

“To plant corns in a field with an 
area of 6.7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we need 4,000 to 5,000 seeds,” he said. 
“It’s something laboratories cannot 
do.”  

Zhongdan 909 corn variety, also 
developed by Huang and his research 
team, first entered the market in 2011. 
The cultivating area expanded rapidly 
to more than 2 million hectares in 
total in northwestern and northeast-
ern China by the end of 2016.

Its density-resistance and slanting-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helped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he said.

The promotional area of the new 

crops reached 37 million hectares and 
animals 210 million. 

Every year, it will send an average 
70,000 researchers to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ultivate an average 
1.06 million grass-root technicians 
and farmers. 

Huang Changling is just a typical 
example of many breeding scienctists 
in CAAS.

Chen Hualan, another researcher 
from Harbin Veterina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AS, released the avian 
influenza vaccine in Chinese market 
back to 2004.

She said the vaccine was used to 
prevent H5 virus infection for live-
stock in China, and African and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Vietnam and 
Egypt. 

Chen started working in CAAS after 
getting the PhD degree in 1997.

“I see the academy changed a lot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equip-
ment,” she said. Chen, 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influenza vaccine research 
back to 1994, led her lab to become 
the only research center qualified to 
diversify influenza viruses in China. 
The lab established a database of 
more than 400 viruses and promoted 
its vaccine in the whole country.

More than 70 billion dose of vac-
cines have been used in the world.

Chen and her team found the H7N9 
virus which was infected by Chinese 
people were similier to that of live-
stocks in April 2013. A month later, 
they found H5N1 virus could possiblty 
b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air. And 
in July, they found H7N9 didn’t make 
livestocks ill but had severe influence 
and capability of transmission for 
human, thus revealing the threat of 
the virus among the public.

In 2015, she was selected one of the 
five world’s prominent female scien-
tists by the UNESCO among more than 
2600 candidates.  In the last 60 years, 
CAAS has developed 218 new plant 
varieties and animal breeds, 130 new 
products and 290 new technologies. 
   The land area taken up for the 
new plant varieties has reached 
37 million hectares and the space 
used for the new animal breeds 
now totals 210 million hectares.  
    Every year, CAAS sends an aver-
age of 70,000 researchers to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ultivates an 
average of 1.06 million grass-roots 
technicians and farmers.

The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innovation team for wheat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genetic  improvement wins the first-ever National Innovation Team 
Award at the 2016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s.

In January, 2011

CAAS’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won first 
prize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2010.

In January, 2011

CAAS’ Institute of 
Cotton Research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2010.

On Nov 2, 2011

Li Jiayang was 
appointed as 
deputy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 member of 
the ministry’s 
Leading Party Group and 
president of CAAS.

On Feb 14, 2012

China’s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AS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2011 for 
its research on breeding 
techniques.

In January, 2013

CAAS’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and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won first prize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2012.

In January, 2013 

CAAS’ Institute of 
Animal Sciences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2012 
for its research on the 
discovery of important 
genes traits.

On Jan 21, 2013

CAAS launched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gram.

On Jan 10, 2014

CAAS’ 
Harbin 
Veterinary 
Research 
Institute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 2013.

In January 2014

CAA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2013.

On Jan 9, 2015

CAAS’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i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2014.

On Jan 8, 2016

CAAS’ Oi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and 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2015.

 On Dec 28, 2016

Tang 
Huajun was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the Leading 
Party Group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AAS’ president.

On Jan 9, 2017 

A wheat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genetic 
improvement research team 
from CAAS’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won an innovation 
team award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2016.

Zhongdan 808 corn, used in 
southwestern China for about 10 
years, helps famers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CAAS has provided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dustry（7）讲好中国农业科技故事

在《中国日报》以专版刊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纪

念活动，制作院英文宣传片，全

面宣传 我院 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国际

合作伙伴网络等成就，提升我院

国际影响力。

国内外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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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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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院

制”建 设取得重 大 进 展，“兽医学 院”运行良

好，“国际教育学院”建设积极推进，“深圳研究

生院”启动建设，制定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

生院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

若干意见》。根据教育部2017年发布的第四次全

国学科评估结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学、植物

保护、畜牧学和兽医学4个一级学科被评为A+，生

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2个一级学科被评为A-，

食品科学与工程、园艺学、生态学、草学4个一

级学科被评为B+，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被评

为B。

研究生院现有研究生导师1797人，其中博

士生导师556人，专兼职教师508人。在校研究

生5119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595人，硕士研究

生3524人。2017年招收研究生1591人（博士生

335人，硕士生754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258人，留学生203人，中外合作办学博士生41

人）。2017年毕业研究生1083人，其中授予博

士学位231人，授予硕士学位852人。

2017年，研究生院招收留学生203人,其中

博士留学生184人、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101

人。目前在校留学生394人，其中博士生357

人，涵盖38个学科专业，涉及30个研究所。生

源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53个

国家。2017年毕业研究生46人，其中授予博士

学位39人、硕士学位7人，3名博士留学生荣获

2017年度中国政府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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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2017年度总收入72.12亿元。当年财政

拨款收入35.50亿元，其中科技创新工程专项经

费8亿元。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35.50亿元

72.12亿元

2017年全院财
政总收入

经费情况

主要科学研究平台：建有2个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1个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

室；建有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22个农业部综合性重点实验室、40个农

业部专业性重点实验室、30个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评估实验室、52个院级重点实验室。

主要技术创新平台：建有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5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22个国家品种改良中心（分中心）、18个国家农业

产业技术研发中心、32个院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要基础支撑平台：建有4个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11个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12个国家

农作物种质资源圃，长期保存作物品种资源48万

份，居世界第二位；建有5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试

验站、3个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31个

部级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3个国家参考实验

室、2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参考中心和7个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参考实验室。拥有农业

专业书刊馆藏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国家农业图

书馆。

科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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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试验基地网络由试验示范、观测监测、中试转化三大基地体系组成，共计103个

基地，分布在27个省（市、自治区），土地总面积6074公顷，基地管理人员1250名。

2017年，实施基本建设、修缮购置等条件建设项目67个，经费2.20亿元。全院基地新增建筑面积

2.17万平方米，改造试验田112.93公顷，购置农机具77台（件），仪器设备370台（套）。实施科研项目

1429项，总经费5.66亿元。以试验基地数据为支撑，全院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成果49项，发表高

水平论文2253篇，审定新品种153个，获得授权专利567项。

在试验基地举办现场会、观摩会274次，参加人员2.1万人次；举办技术培训班189次，培训农民和技

术人员2.2万人次；推广新品种279个，推广面积384万公顷；推广新技术96项，推广面积386万公顷，畜

禽104万头；推广新产品36个，推广面积306.67万公顷。

试验基地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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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党组书记

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党组成员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传媒与传播研究中心)

院 机 关
院办公室

人 事 局

基本建设局

成果转化局
监 察 局 

科技管理局    

财 务 局

国际合作局

直属机关党委  

在京研究所

作物科学研究所

植物保护研究所

蔬菜花卉研究所

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动物卫生与
流行病学中心北京分中心)

蜜蜂研究所

饲料研究所

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生物技术研究所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农业信息研究所

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
业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

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京外研究所

农田灌溉研究所（河南新乡）

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杭州）

棉花研究所（河南安阳）

油料作物研究所（湖北武汉）

麻类研究所（湖南长沙）

果树研究所（辽宁兴城）

郑州果树研究所

茶叶研究所（浙江杭州）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
学中心哈尔滨分中心)

兰州兽医研究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
中心兰州分中心)

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上海兽医研究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
中心上海分中心)

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

特产研究所（吉林长春）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天津）

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江苏南京）

烟草研究所（山东青岛）

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广东深圳）

都市农业研究所（四川成都）

共建单位

柑桔研究所（四川重庆）

甜菜研究所（黑龙江呼兰）

蚕业研究所（江苏镇江）

农业遗产研究室（江苏南京）

水牛研究所（广西南宁）

草原生态研究所（甘肃兰州）

家禽研究所（江苏扬州）

甘薯研究所（江苏徐州）

长春兽医研究所

后勤服务中心（局）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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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技平台设置

表4    生物安全高级别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研究方向 依托单位

表3    国际参考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研究方向 依托单位

表2    国家重点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研究方向 依托单位

表1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序号 平台名称 研究方向 依托单位

附    录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