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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批73名中原学者

启动建设了 13家
“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

13名中原学者

成为首席科学家

“中原学者”人才培养计划

实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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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中原学者当选两院院士

本报记者 师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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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师喆）11月
18日，我省中原学者许为钢当选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标志着“中原学者”人才
培养计划取得了新成绩，院士培养遴选
取得了新突破。至此，已有9位中原学
者分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我省院士人数达到25名。

“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顶尖和高端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中
原学者’人才培养计划已成为我省培养
两院院士的‘摇篮’。”省科技厅科技人
才处负责人告诉记者，2007年，省委组
织部、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启
动了“中原学者”人才培养计划，旨在培
育造就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及院士后备
人才。2017年，“中原学者”被纳入河
南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中原英
才计划（育才系列）”体系中最高层次的
唯一培养支持对象。2017年年底，“中
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建设工作启动，
以首席科学家及其创新团队为中心，以
科研项目和创新平台建设为载体，探索
我省顶尖人才和高端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新模式，加快为我省培养一批顶尖
科学家。许为钢 2007年入选首批“中
原学者”，2018年成为首批启动建设的

“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首席科学
家。③9

窗外冬日阳光明媚，法桐树间鸟鸣清越。许为钢
院士面带随和的笑容，谈及当选院士的感受，他说：“院
士，应该把它看成个岗位，而不要把它看成一种荣誉，
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加油站。”

“就面积和总产量而言，河南省不仅是我国最大的
小麦主产区，也是世界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许为钢说，

“我的工作是小麦遗传育种，成为院士之后，仍然要继
续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团队的同志一道，为国家粮
食安全尽一份责任。”

不久前结束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我省要着
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许为钢院士认为这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胸怀“两个大局”，“河南农业在全国占的分量是

比较重的，我们理应把我们的发展、我们的追求，与国
家的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国小麦遗传育种整体水平属世界一流，多年
来中国小麦平均产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解决国人
口粮需求作出了重大贡献。”许为钢说，但是，目前河
南在小麦遗传育种上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应用研
究领域，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们要全面提升创新体
系的整体水平，要在基础前沿研究方面“补短板”，要
勇于担当学科探索发展的先锋，凝练一流创新课题，
努力实现种业新突破，把关键核心共性技术牢牢掌握
在我们自己手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更加持续
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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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对于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
的成长，许为钢院士寄予了深切期望。

他向记者谈起深藏在记忆中的一件往事。“我的恩
师赵洪璋院士去世，在告别仪式上，吊唁大厅里摆满了
花圈。”让许为钢感动的是，花圈上的落款写着宝鸡市
人民、武功县人民……陕西各地送来的花圈和挽幛，都
是以“人民”落款的，“那一刻让我永远记住了，要做人
民的科学家。”

在任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时，许为钢在会议
室墙上嵌上了四句话。

第一句是科学至上。“必须要把科学摆到一个崇高
的地位，并使之成为我们科研人员追求科学真理和创

新的一种氛围。”
第二句是人才宝贵。“一定要集聚人才，人才是干

事的基础，要尊重、爱护科研人员，要充分发挥科研人
员作用。”

第三句是奉献光荣。“科研创新有风险、有失败，很
多科研人员可能干了一辈子，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成果，
但是他们的奉献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第四句是创造伟大。“科研人员要自强自立，勇于奋
斗，去攻克难关，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出更多科研成果。”

解释完这四句话的含义，许为钢院士告诉记者：“我
相信年轻人永远是我们事业的希望。美好的中国，一定
是依托我们的年轻人去建设的，我相信他们行。”③5

从事小麦育种工作 38年来，许为钢院士先后育成
审定小麦品种14个。其中，“郑麦9023”促进了主产区
优质强筋小麦品种的大面积应用，“郑麦 7698”带动我
国优质强筋小麦品种亩产迈上700公斤的台阶，“郑麦
1860”解决了节肥与高产、优质特性同步改良的难题，
每一步都精准击中了我国小麦产业发展中的“痛点”。

未来小麦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小麦科研该向
哪些方面发力？许为钢认为，有两个需求必须考虑。

“一个是要满足我国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升级后
的品种改良需求，要继续提高产量水平、节约资源、降
灾保产。”许为钢解释，规模化生产的现代农业，在提高
产量的同时必须精算“成本账”，实现对肥、水等资源的
高效利用，还要增强对主要病害、自然灾害等的综合抵

抗能力。
另一个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

需求，着力发展优质小麦。许为钢说，现在国产和进口
面粉的品质已经不相上下了，下一步，我们还要努力满
足用于中国大宗面制品加工的小麦的品质需求，做出
更美味的面条、馒头、饺子等。

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强化现代育种技术的应
用。“不久前神农种业实验室的成立，让我们看到了河
南在推动创新方面的决心。”许为钢坚信，通过建设一
流创新平台，吸引集聚全国乃至世界的一流人才，把国
内小麦科研领域的优势力量叠加放大，河南小麦创新
力量一定会更好地喷涌而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
贡献，实现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国“小麦梦”。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师喆

前一天刚从安阳小麦示范基地回到郑州，第二天又要赶赴海南繁育基地，11月 18日上午，著名小麦育种专
家、新晋中国工程院院士许为钢“忙里偷闲”，在省农科院种业创新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院士，是人生的一个加油站”

“科研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年轻人永远是我们事业的希望”

“ 中 原 学 者 ”计 划
成为我省“院士摇篮”

党代会报告热词点击

许为钢院士（右）在工作中。⑨6 本报记者 师喆 摄

□本报记者 师喆

11月 18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小麦育种
专家许为钢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消息传来，全
省为之一振。

步入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河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渴求创新人才。

“集聚一流创新团队，对正在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河
南来说至关重要。”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副教授梁红
军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的内容浓
墨重彩，也为未来如何打造一流创新团队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我省以优秀领军人才为核心，以我省优势
产业、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为基础，在

支持培育一批科技创新

团队、形成优秀人才团队效应和创新资源凝聚方面迈
出了坚实步伐。

一方面，培育我省的高端科技领军人才品牌，造就
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及院士后备人才，为建设国家创新
高地夯实人才根基。另一方面，引进优秀领军人才，把
人才优势转化为我省科技创新的发展优势。近年来，我
省持续推进院士工作站柔性引才工作，柔性引进一批国
内外优秀的院士及其团队。

在梁红军看来，我省在集聚一流创新团队方面大
有可为。在人才培养方面，郑州、洛阳、新乡等地应依
托丰富的创新资源优势，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头雁”
的示范引领效应，加强对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以及
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引进方面，应加大对具
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和青年科技人
才的引进力度，服务全省科技创新发展。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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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流团队 汇聚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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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阳

神农种业实验室作为我省首家种业
省实验室，从诞生之初就备受社会各界关
注。在揭牌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种业实
验室的建设运行在万众瞩目下加速推
进。11月 18日，神农种业实验室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举行，本次会议透露不少有关
种业实验室的最新建设进展。

三大聚焦
打造种业科技创新高地

种业实验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在《神
农种业实验室章程》中，实验室的职能得
到了进一步明确：聚焦世界种业科技前
沿、聚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聚焦人民美
好生活需求，以农业生物为研究对象，开
展育种基础理论、重大育种技术与突破性
品种研究，以及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学术
交流等工作，努力成为育种理论和重大关
键共性技术的策源地、突破性品种的产出
地、种业高端人才的集聚地，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重要载体，以及种业国际科技合作
的重要平台。

作为我省成立的三大省实验室之一，
神农种业实验室肩负着河南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历史重任，有
着清晰明确的建设目标：争创国家种业实
验室或成为国家种业实验室的重要组成
部分，立志于成为国家种业战略科技力
量，努力打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高地。

三大机构
统筹实验室运行管理

“要把体制机制创新放在首位，充分
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机制优势，设计并
逐步建立有利于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用得好的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充分激
发其创新热情，为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提供机制保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神农种业实验室实行理事会领导下
的主任负责制，理事会是实验室运行管理
的最高决策监督机构。此外，还有两个议
事机构承担着重要职责，战略咨询委员会
对实验室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重大问
题进行研究；学术委员会则指导和把握实
验室科研方向、学术布局、重大研究任务
与目标等学术问题。

目前，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等主
要牵头单位已选派20余人组成工作专班，
开展科研条件建设、科研管理、综合行政
等工作，神农种业实验室已进入起步建设
阶段。实验室总部计划建设在位于新乡
市平原示范区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
中心，预计明年6月投入使用。

三大项目
从有优势的领域展开

综合考虑选题先进性、需求紧迫性、
技术成熟度等因素，围绕主要粮油作物和
畜禽，神农种业实验室近期将启动三个项
目，分别是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与调
控网络、育种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与突破性
种质创新、高效育种体系构建与突破性品
种选育。每个项目下设3—5个课题，实施
周期3年。

“这三个项目是在综合考虑国家粮食
安全的基础上，从有基础有优势的领域着
手，下大功夫开展科研攻关，力争在短时
间内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水平。”神
农种业实验室主任张新友说，随着实验室
的发展，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展，助推河
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和种业强省转
变，解决我国种业的卡脖子问题，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③9

神农种业实验室将
启动三大项目

为站上种业
高峰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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