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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能造

航母，能造大飞机，

为何不能研发出好

菜种？”

站在田间地头，

北京新华社的一位

记者被当地农民问

得一脸蒙圈。

抱恨的，又岂止

田间地头。

一头猪，能享受到的待遇是什么？身价 3

万，搭乘波音 747 专机，远渡重洋。企业董事长、

政府领导亲自到机场，拉横幅迎接，待遇堪比超

级大人物出访。

三年前，发生在昆明长水机场的这一幕，折

射出中国种业数十年之痛。而这，不过是每年

降落在中国的上百架种猪专机中的一架而已。

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中国

的种猪却长期依赖进口，高峰时，一年进口 2万

头。2020 年上半年，种猪进口量再次激增，以

10591 头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丹麦长白猪、英国大约克夏猪、美国杜洛克

猪，世界三大猪种垄断了中国 98%的市场，本土

猪市场被挤占到只剩下 2%。

被挤占的何止是市场，更是整个中华猪种

的存亡。

上世纪 80 年代，本土猪还是中国人餐桌上

的主角。如今，100 多个本土猪种，31 个濒临灭

绝。以做回锅肉的四川成华猪为例，最危急时，

当地一度“只剩五六十头”，比大熊猫还稀少。

拥有 9000 年养猪史的大国，在外来猪种面

前，溃不成军。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清明

痛心疾首：“猪种的灭绝是一场生态灾难。”

猪，还只是这场“灾难”的冰山一角。除了种

猪，我国的种鸡、种牛……甚至连北京烤鸭的种

鸭，都依靠进口。

几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上海浦

江创新论坛上一语惊人：“如今，北京烤鸭 99%

都是英国樱桃谷鸭的鸭种。”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也曾忧心忡忡地表

示：中国的祖代鸡，几乎全靠进口。

在农作物的高端蔬菜领域，外国公司控制

了 50%以上的种子市场。西兰花、甜菜、青花菜

等高端品种，洋种子占比更是超过 80%。

我们引以为豪的全国蔬菜生产大县———山

东寿光，恰恰是洋种子的重灾区。从 2000 年开

始，包括孟山都、先正达等在内的 30 多家国际

种业巨头，纷纷涌入寿光。2008 年高峰时，洋种

子占据了寿光 60%以上市场。

卡脖子，都卡到我们饭碗里了！

最痛心的是，我国本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

丰富的国家之一。许多如今吊打中国的洋品种，

最早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北京本地鸭 1870 年传入欧洲，当地人嫌太

肥，没有流传开。上世纪 50 年代，英国农场主尼

克森在一个叫樱桃谷的地方，经多年遗传实验、

改良，进化出瘦肉型鸭，大受欢迎。

90 年代，这种叫樱桃谷鸭的品种，返销中

国，打得本地鸭几乎绝迹。到今天，本地鸭只能

在近郊看到几只，再也上不了餐桌。而英国樱

桃谷公司，却成为全球最大的肉鸭公司，靠专利

费赚得盆满钵满。

英国大约克夏猪，因为长得快、省饲料、肥

肉少，和丹麦长白、美国杜洛克一起，称霸中国

市场。但其实，大约克夏猪的体内，也流淌着中

国华南猪的基因。

同样的例子，还有新西兰奇异果。一百多年

前，一位新西兰老师从中国湖北带走了一粒猕

猴桃种子，他回国后把种子交给了当地园艺专

家，培育出味道更好的黄心猕猴桃，也就是奇异

果。

如今，奇异果不但统治全球 1/3 的市场，还

返销中国，价格也比国产猕猴桃高 10 倍。

你以为这就够痛心了？还有更痛心的。

1956 年，一场罕见的虫

灾席卷美国，给当地大豆带

来灭顶之灾。危急关头，美国

科学家在中国野生大豆中，

找到抗病基因，成功渡过了

危机。

半个世纪后的 2000 年，

美国孟山都公司组团到中国

考察。临别前，中方送给对方

一粒野生大豆种子。孟山都

如获至宝，回去后，立刻用最

尖端的技术，检测出高产和

抗病基因。

紧接着，孟山都通过转

基因技术复制出这种大豆，

并在全球 101 个国家和地

区，抢注了 64 项专利，连给

它提供了研究基种的中国也

得交专利费。

如今，美国成了全球大

豆霸主，中国的大豆产业则

几乎全军覆没：1995 年之前，

中国手握全球 90%以上的野

生大豆豆种，并一直是大豆

净出口国，如今我国 90%的

大豆依赖进口。

面对诸如上述“农夫与

蛇”的故事，恨恨之余，更值

得反思。

中国手握丰富的生物资

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

有很好地去开发、利用，这才

让别人有了可趁之机。

在孟山都之前，美国在

1898 年就盯上了中国的大

豆。此后半个世纪，美国农业

部先后数次派人到中国，每

到一处，便拼命采集当地的

大豆品种。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

代，几乎没人关心这些流失

的“国宝”。这些国人眼中的

田间杂草，到了大洋彼岸却

成为珍贵的育种材料。

百年积累下来，美国已

拥有 2 万份大豆材料，成为

全球大豆资源最多的国家之

一。

过去百年来，西方国家

控制基因资源的动作不止于

此。白羽肉鸡，这种如今统治

世界的鸡种，最早起源于印

度。19 世纪被英国人带回，后

来美国人加入，经过长达一

个世纪的培育、杂交，最终形

成优良基因，长得又快又大。

当我们开始觉醒的时

候，与西方巨大的技术代差

已经形成。

以猪种为例，当我们还

在以体型、外貌来选育猪种

时，对方已建起了种猪数据

库。不少养猪场老总私下嘀

咕：“育啥种，引几头猪是真

的。”

在一度被洋种子“先玉

335”抢占了一半市场的东

北，有玉米育种工作者自嘲：

“搞什么育种，一个‘先玉

335’就够了。”

有种植户也说，“国外种

子确实好”，别人不但品相

好，还比国产种子多采一茬。

放弃自主育种，大量依

赖进口，后果也是显而易见

的：面对洋种子一再涨价，我

们却无力还击。

在蔬菜种子市场，进口

的按粒卖，国产的论斤卖。荷

兰甜椒品种“蔓迪”，更卖到

每公斤 18 万元，堪比铂金。

就这样，还经常抢不到。

新华社一位记者曾赴山

东、宁夏调研，结果被当地农

民追问：“我们国家能造航

母，能造大飞机，为何不能研

发出好菜种，而要长期受制

于美、日、韩等国？”

事实上，政府和产业界

也一直在努力，并持续加码

投入。

早在 2000 年，国家就出

台了《种子法》，后经 2016 年

修订。农业农村部也在积极推

进、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从 2014 年开始，农业农

村部还会同有关部门，启动

了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

权益改革试点。

几年下来，122 家试点单

位取得种业成果 5000 多件，

比试点前增长 50%以上，并

涌现出一大批企业科研领军

人才。随着这些工程的推进，

我国的生物育种能力获得极

大的提高。

截至目前，全国已遴选

出 180 个国家级核心育种

场，其中生猪 98 个，核心育

种群达 15 万头，规模居世界

第一；选育农作物品种 4 万

多个，2018 年作物品种权申

请量 4854 件，居世界第一。

此外，水稻、小麦等大宗

作物，100%为我国自主选育

品种。蔬菜种子自主研发比

例，也提高至 87%。

在这个过程中，种子企

业的竞争力显著提高，并逐

步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近百

年的积累相比，我们要走的

路还很长。更严峻的是，我们

面对的是实力和规模数千倍

于自己的对手。

“仅孟山都一家公司的

研发实力，就足以匹敌整个

中国！”有专家在对比中外种

业后，曾这样唏嘘道。

这并非危言耸听。上世

纪 90 年代之前，孟山都对种

子还没有兴趣，其留给世人

的印象也只是敌敌畏和越南

战争中投下的致命橙剂。

但从 1995 年开始，短短

三年，孟山都豪掷 80 亿美

元，收购了至少 10 大型种子

公司。其中，仅塞米尼斯一

家，就提供了全球 26%的蔬

菜种子。

《纽约时报》当时的评论

是：“孟山都有效控制了全球

种子产业。”

高潮发生在 2018 年。那

一年，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

之一拜耳公司，通过收购孟

山都，控制了全球 25%的种

子和农药市场。在此之前，陶

氏和杜邦已合并，巴斯夫也

接管了拜耳的种子业务，世

界四大种子巨头横空出世。

在 2018年全球十大种业

巨头营收排行榜上，中国本土

企业仅有隆平高科一家入围，

且其 5.2亿美元的营收，不及

孟山都的1/20。若不是中化集

团 2017年收购了四大巨头之

一的先正达，中国几乎又要沦

落到任人宰割的地位。

有人估算过，中国 5800

家左右本土种子企业，全部销

售收入加起来，仅相当于孟山

都一家。这几乎就是小舢板与

航空母舰之间的对决。

捉襟见肘之下，研发实

力更是堪忧。中国前 50 强种

子企业，研发总投入不到孟

山都一家的 1/7。投入少，技

术自然不行。

2012 年，种业达人、曾任

职于孟山都的刘石在赴美考

察后曾感叹：“中国种业技术

落后世界至少 30 年。”

粮食，关乎一个国家的

安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

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其实

还有下半句：“如果你控制了

粮食，你就控制了全人类。”

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

兴衰与存亡，有时只在一粒

种子之间。

中国这些年，虽然一直

坚守主粮安全这根红线，不

曾发生过类似“惨剧”，但我

们也时不时被人卡脖子，例

如蔬菜。

中国 36%的进口蔬菜种

子来自日本。每年春季，国内

代理商早早把钱打给日方，对

方却迟迟不发货，理由是：价

格还没敲定，可能要涨价！

难受？难受你也得忍着。

“国内同品种的菜种又不行，

你没得选择！”

主粮形势也不容乐观。

事实上，2002 年至今，中国粮

食进口量增长 800%，成为全

球第一粮食进口国。

因此，国家领导人多次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更是史无前例地将种

子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会议

提出，要加强种子资源保护和

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有序

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同时，

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不是我们太重视，实在

是这个问题太要命。芯片输

了，顶多被人卡脖子。种子战

争要是输了，那是要饿肚子

的。 （选载自《华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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