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攥在手里的种子技术

2020年，对于有“农业硅谷”之称
的杨凌来说，收获颇丰。73个农作物
新品种通过审定登记，其中10个主要
农作物品种通过国审，创杨凌示范区
历史新高。

今年1月25日，在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小麦育种专家吉万全的办公室
里，他向记者介绍着已通过国审的

“西农 509”“西农 529”“西农 511”等
小麦品种，“‘西农 511’经受了黄淮
麦区赤霉病、条锈病的考验，成为农
业农村部推荐的第一批绿色抗病品
种，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已在全国推广
了700万亩。”

就在前不久，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员、小麦育种专家赵瑜已经在田
间地头开始观察小麦幼苗的生长习

性，认真记录着麦苗的生长过程。提
起自己的小麦育种事业，86岁的老人
家自豪地说道：“我一生选育了8个品
种，它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珍贵。”今年
3月份，老人家最新育成的“武农981”
和“武农988”，大穗大粒超高产，已结
束国审公示。“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为
育种事业奉献一生。”赵瑜如是说。

去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6
个小麦新品种通过国审，创单个单位
培育品种数量之最；国家小麦良种联
合攻关发布第一批绿色抗赤霉病新
品种 9个，杨凌贡献了 2个；“陕单
636”成为陕西第一个审定籽粒机械
化收获玉米新品种……

杨凌的育种历程，赓续始终。

加速“育繁推一体化”中心建设

“2020年，我们自主选育的国审

品种伟隆‘169’推广面积200万亩，品
种权交易费达125万元。”杨凌伟隆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永林告诉
记者，“伟隆169”作为强劲优质、适应
性好的小麦品种，目前已通过湖北省
审定，在河北省进入第二年区试，将成
为横跨全国三大麦区的审定品种。

在种业“硅谷”建设中，杨凌持续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体系融合，
杨凌农科集团成功招引丹东良玉、江
苏大华、甘肃五谷等国家级育繁推一
体化种业企业入驻种子产业园；技术
服务方面，杨凌聚集着优质的科教资
源，涌现出了赵洪璋、李振声、张涌、王
辉等一大批种业专家，形成了强大的
种业研发团队，“小偃22”“西农979”

“西农511”先后成为陕西、河南等黄
淮海区域的主栽品种，高产优质小麦
新品种选育连年保持优势。

今年1月，杨凌示范区联合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和
陕西粮农集团，组建成立的种业创新
中心揭牌成立。“通过加速现代生物技
术与传统技术的结合，提升育种效率，
加强育种水平，使我们的育种事业能
够服务于陕西，服务于全国。”中国工
程院院士、杨凌种业创新中心主任康
振生说。

育繁推一体化的加速融合，让杨
凌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的步伐更稳。

3月中旬，杨凌双膜农业示范园
里，茄果类的新品种在营养丰厚的土
壤里成功定植。杨凌双膜农业示范
园总经理赵鹏舜告诉记者，这里将从
事各类蔬菜、花卉种子的繁育、种植和
推广，参与全国农科院所在陕西工作
站的品种选育、试验和推广，“我们要
更好地把新品种推广至全国各地。”

“十三五”期间，杨凌累计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 2700多项，在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全国18个省（区）
发展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344个，
年示范推广面积超1亿亩，推广效益
达225亿元。

将种业发展成为“拳头”产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
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
育推广，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杨凌在履
行国家使命道路上，勇当攀登育种“珠
峰”的挑战者。

“全省重点项目，开工！”年初，随
着省委、省政府指令下达，杨凌示范区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轰隆”声一片。“种
质资源保税研发园为种质资源研发

企业进行跨境研发提供服务，通过保
税区内的进境种质资源保护中心赋
能，使企业能够更好掌握全球资源，实
现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杨凌种
子产业发展。”杨凌自贸办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连日来，杨凌种质资源保
税研发园等功能板块的基础设施建
设正在有条不紊推进，杨凌综保区进
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今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
实施种业创新工程，支持杨凌打造旱
区种业硅谷，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
业联合打造高水平种业研发平台。
近年来，先正达、良科等知名种业企业
先后落户杨凌，构建以“市场为导向、
大学为支撑、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园区为平台、产学研相结合、育繁
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种业集群，强化
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农业的核心是种业。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杨凌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自
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
开放，建设高标准种业、果业、畜牧业
等产业创新中心，推动种业产业创新
升级，切实在更高层面上服务国家战
略，实现杨凌高质量发展，为我国打
赢种业翻身仗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孙建恒 薛保华

杨凌：向着种业“珠峰”冲刺
杨凌缘何为“种业硅谷”？答案是：杨凌示范区成立至今，共审(认)

定动植物新品种 762个，各类植物品种权交易 253项，交易金额突破 2.2
亿元，引进各类种子生产经营企业 87家，年种子交易额约 8亿元……

回望“十三五”，杨凌示范区依托农业自贸区先行先试、育种技术领
先、科研资源雄厚、产业要素集聚、合作交流活跃等优势，为我国干旱半
干旱地区农业发展贡献着杨凌担当。

展望“十四五”，杨凌将聚焦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中国（旱
区）种业“硅谷”建设，高标准建设种业研发中心、种业展示交易中心、
种业重点项目中心等，强化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让种业装上更多
“中国芯”，打好种业翻身仗。

杨凌重点项目开工仪式现场 孙建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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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健委官网
近日发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
答》，明确现阶段，我国新冠病毒疫
苗的接种对象为 18周岁及以上人
群，将 60岁及以上老人纳入接种
范围。60岁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效果如何？需要注意什
么？专家表示，建议接种，但需注
意基础性疾病。

国家卫健委表示，60岁及以上
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死

亡高风险人群。Ⅰ/Ⅱ期临床研究
数据显示，该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安全性良好，与 18-59岁人群相
比，接种后中和抗体滴度略低，但
中和抗体阳转率相似，提示疫苗对
60岁以上人群也会产生一定的保
护作用，建议接种。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提醒，老年人患有基础
性疾病的比例较大，但又是预防新
冠肺炎需要保护的重点人群，因此

在接种疫苗过程中应特别关注。
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如果
其基础性疾病通过常规治疗已经
得到很好控制，则可以接种新冠疫
苗；如果基础性疾病正处于急性发
作期，则应根据医生建议，考虑延
缓接种。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
术指南（第一版）》，疫苗接种禁忌
有：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
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

物质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
苗时出现过敏者；既往发生过疫
苗严重过敏反应者（如急性过敏
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
等）；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
重神经系统疾病者（如横贯性脊
髓炎、格林巴利综合征、脱髓鞘疾
病等）；正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
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
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妊娠
期妇女。

60岁及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疫苗
需要注意什么

本报讯（记者 王嘉）今年西安
哪些行业竞争最激烈？哪些行业
薪资最高？4月 7日，智联招聘发
布《2021年春季西安雇主需求与白
领人才供给报告》，大数据解读西
安职场竞争和薪酬变化，为求职者
提供参考。

数据显示，西安地区竞争指数
51.1，位居全国第六。从供需两端
变化来看，西安地区简历投递数量
同比上涨 84.2%，高于招聘职位数
增幅，带动就业竞争形势加剧。

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房地
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的竞争指

数最高，达到 104.4。从供需两端
来看，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
简历投递量同比扩张 91.8%，高于
招聘需求规模 71.6%的增速，因此
竞争激烈程度较去年同期加剧。
竞争热度排在第二的是 89.2的能
源/矿产/采掘/冶炼行业，政府/公共
事业/非盈利机构行业以 71.7的竞
争指数排在第三，物流/仓储行业
和电气/电力/水利行业的竞争指数
位列第四和第五。

西安地区 2021年春季竞争指
数排名前五的职位中，最激烈的职
业是交通运输服务，平均 206.5人

争抢一职。财务/审计/税务和 IT
质量管理/测试/配置管理分别以
163.5、84.5的竞争指数排在其后，
其中，财务/审计/税务的竞争指数
同比上升37.8，从供需两端的变化
看，该岗位求职端增速为 130.5%，
招聘需求则同比扩张 76.7%。土
木/建筑/装修/市政工程、生产管理/
运营分别以79、71.9的竞争指数跻
身职业前五名。

数据显示，西安地区 2021年
春季求职期的平均薪酬为8073元/
月，较上一季度薪酬上升 2.6%，同
比则上涨 5%，在全国 38个核心城

市的薪酬水平中环比上升 5个名
次，排在第25名。

具体行业方面，能源/矿产/采
掘/冶炼行业的平均薪酬环比增长
23.5%，以 11319元/月跃升至西安
十大高薪行业。排在第二的信托/
担保/拍卖/典当行业新进入高薪行
业榜单，平均月薪为 10249元；上
一季度首位的基金/证券/期货/投
资行业下滑至第三名，平均月薪为
10051元。本季度，电子技术/半导
体/集成电路、互联网/电子商务也
新晋高薪排行，平均薪资环比增速
分别为7.2%、1.3%。

春季西安白领人才供给报告出炉

三个行业平均月薪过万元

据新华社电 7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
费，明确大力推进 5G和千兆光网建
设应用等四项举措，让网络提速降
费更多惠企利民。

网络提速降费在提升生活品
质、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就业创业和
新动能成长等方面意义重大。其
中，以5G和千兆光网为代表的“双千
兆”网络，能向单个用户提供固定和
移动网络千兆接入能力，将有力支
持制造、交通、医疗等行业创新。

会议提出，大力推进 5G和千兆
光网建设应用。今年实现千兆光网
覆盖家庭超过 2亿户。这意味着网
络基础的进一步夯实，固定和移动
网络融合的业务模式进一步创新。

强化网络基础的同时，会议从
网络资费、公平竞争、使用效率等方
面进行部署。会议提出，引导基础
电信企业将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
均资费再降低 10%，对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实行资费优惠；坚决
整治商务楼宇宽带垄断接入、强行
加价等行为；强化电信基础设施共
建共享，提高网络资源使用效率。

工信部表示，今年将实施“千兆
城市建设行动”“行业融合赋能行
动”等 6 个专项行动 19 个具体任
务。同时提出，在引导基础电信企
业降低企业用网相关资费的同时，
鼓励推出适合老年人、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的优惠资费方案。工信部将
组织对互联网应用无障碍水平进行
测评，制定互联网适老化改造等一
系列具体措施。

我国明确四项举措
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