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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豆 5 号”热销背后
—看山东圣丰种业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有益探索
——
■本报记者 张帆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杜杰 韩朔
“ 黄淮以南是大豆主产区之一，大豆品
种很多。要在那边站住脚，
品种就得有过人
之处。”4 月 15 日，
在位于嘉祥县的山东圣
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科研总监韩宗礼拿着
去年刚通过审定的
“ 圣豆 5 号”向记者介
绍说,当地有不少高产品种，可最大的缺点
就是产量不稳定，
大风一刮减产严重。针对
这种情况公司研发出了抗倒伏的“ 圣豆 5
号”，其产量在山东省、黄淮南片生产试验
中连续两年位列榜首，
预计三到五年的时间
就能占领黄淮以南的半壁江山。
“ 圣豆 5 号” 热销的背后是圣丰种业
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有益探索。
改变了传统
的先研发后推广自上而下的模式，
通过消费
终端即自下而上新模式确定上游研发，
最终
通过推进品种专用探索精准农业。

破解推广难
——
—市场决定研发方向
作为农业部首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圣

丰种业一直走的是先研发后推广的路子，
却
频频遭遇推广难的尴尬。以前，
自育品种的
多少对种子企业来说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
力的展示。研发初期，
圣丰种业一切都以通
过审定为主，
至于该品种将来能否推广并不
是企业关注的重点。所以，
前期研发就是手
里有什么亲本资源就培育什么品种，
而非根
据市场需求培育。这样的研发体系，
导致审
定的品种只能当个
“ 花瓶”，一推广就遭到
冷遇。
“ 比如我们研发时可能更关注是否高
产，
可推广地区的农民或许更在乎秸秆的高
度、
产量是否稳定。
换句话说，
你做的菜再好
吃不符合对方的口味，人家自然不买账。”
助理研究员曹基秋解释。
据了解，
圣丰种业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
高达上千万，
57 个审定品种中 80%都是自
育品种，
但其在整个经营中所占的比例只有
30%左右，
目前推广面积较大的多数是买来
的品种。
打破企业发展的瓶颈就必须在研发上
做文章。2014 年开始，
圣丰种业转变自上而
下的研发思路，以种植户、市场的需求为导
向进行研发。先由市场人员做调研，
弄清楚

哪个区域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这个区域的竞
争对手有多少、
其产品品性特点等。研发人员
则根据反馈的区域和需要的品种有目的地搜
寻亲本进行培育，
推出适合市场的品种。
南方市场喜欢毛豆，
圣丰就和其他单位
合作培育了鲜食毛豆品种，
从去年到现在已
销售 10 多万公斤；直立、均匀的豆芽在市
场上很受欢迎，公司就重点研发粒小、发芽
势强、
成品率高的芽豆。山东红遍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市场推广，总经理翟洪亮表
示，种子审定后需要一定的时间繁育推广，
从前期看这些品种市场反应都不错。
研发流
程的转变不仅让推广更顺利，
也带给研发新
的春天。
“ 2015 年以后科研成果进入爆发
期。不仅数量多，
质量也更高。”据介绍，
以
前公司的品种顶多参加省级审定试验，
但现
在有 16 个品种进入了国家级审定试验。

打通上下游
——
—开启精准农业之路
“ 以前种子企业只关心销售，农民只和
经销商对接，
加工企业的诉求反馈不到种植
户。”圣丰种业总裁高新勇说，科研、种植、

加工、终端需求层层脱节，无法做到农户与
企业和消费者的衔接。为此，公司在 2014
年成立了山东红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订
单农业的形式，开启了育种定制化、种植订
单化、加工专用化、商品个性化的精准农业
之路。
太仓彬彬豆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立彬
告诉记者：
“ 以前的原料都是从各粮点或采
购商处购买，不同品种的大豆混在一起，
籽
粒大小蛋白质含量都不同，
生产出来的豆制
品质量也受影响。”公司也考虑过自己建基
地，
但流转费用、
人工费用等投入太大。
最关
键的是没有专业团队能把控好选种、播种、
种植管理到收获的各个环节。
2015 年 8 月，公司专程去圣丰种业在
五大连池的种植基地考 察矿泉大豆黑河
43。该品种相比其他地区的相同品种多出
十几种微量元素，
且产量、
口感、
质量都远超
其他品种。
“ 利用优质的专一品种为原料，
对加工食品的品质和口 味有一个质的提
升。
”陈立彬说：
“ 公司立即与红遍农业达成
共建 5 万亩种植基地的合作协议。圣丰有
专业团队进行高标准管理，
成熟后直接从地
里收获。
（ 下转 2 版）

同创文明城市 共建和谐济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倡议书
——
广大市民朋友：
文明城市人人创建，文明成果人人共
享。
当前，
我市正在积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需要全体市
民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
作为城市文明的
创造者、
受益者，
我们要以主人翁的姿态，
积
极行动起来，从日常行为做起，从身边小事
做起，告别陋习，倡树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争创文明城市。在此，
济宁市文明办向全体
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努力规范个人言行，争做核心价值
观践行者。
自觉遵守和实践公民基本道德规
范和市民文明公约，
学习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等优秀典型，展现文明礼仪风采；及时劝
阻不文明行为，做城市文明使者，传播社会
文明风尚。
二、自觉改善城市环境，齐心共建美好
家园。热爱济宁，建设家园，自觉做到保护
环境，不乱贴乱画，不损坏公物，不乱堆乱
放，不乱搭乱建，不损害花草树木；维护市
容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随地
便溺。
三、自觉维护公共秩序，推动文明城市
建设。做到说文明话、
做文明事、
当文明人，
自觉维护道路交通、
公园广场、
商场超市、
旅
游景点等公共场所秩序，不讲粗话脏话，
不

大声喧哗，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坚决摒弃乱
闯红灯、乱穿马路、乱停乱放、逆向行驶、抢
行插队等不文明行为，礼让斑马线，礼让行
路人，
形成井然有序的交通秩序和文明和谐
的社会环境。
四、树立窗口文明形象，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旅游、
商务、
金融、卫生、
交通、
餐饮等
窗口行业，要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做到工
作规范、
用语文明、
热情周到；
自觉遵守职业
道德和行业规范，
依法经营、
公平竞争，
共同
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五、积极参加创建活动，热心社会公益
事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努力。要自觉
投身到创建文明城市的大潮中去，
积极献计
献策，踊跃参加创建活动，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以饱满的热情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做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推动者。
文明城市呼唤文明市民，文明市民创造
文明城市。
市民朋友们，
让我们携手并肩，
共
同努力，用真诚和微笑培育文明之花，用勤
劳和汗水打造文明之城，全力以赴打好创城
攻坚战，确保实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
共建文明和谐新济宁！
济宁市文明办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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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文明 出行

我市 36 家企业获
省
“ 小升高”财政资金补助
本报济宁讯
（ 记者 朱雪梅 通讯员 付贵福 张守元）近日，
省科技厅公示了 2017 年山东省小微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拟财
政补助企业名单。我市 36 家小微企业顺利通过审核，将获得 360
万元奖补资金。
根据省财政厅、省科技厅
《 山东省小微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
业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对首次通过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符
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 10 万元。
今年以来，
我市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
采取建立中小微
企业信息库、加大政策引导、强化税收政策落实、开展政策培训等
有效措施，
鼓励创新实力强、
科技优势明显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市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 287 家，数量居全省第 5 位、省西部隆起带城市
第 1 位。

荷兰国家电视台在
“ 三孔”拍摄旅游专题片

本报曲阜讯
（ 通讯员 刘新红 陈曙剑）日前，荷兰国家公共
电视台旅游栏目摄制组一行 5 人来曲阜拍摄东方圣地旅游宣传
片。
摄制组先后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孔庙、
孔府、
孔林，
现场拍摄了孔庙大成殿祭孔展演、
孔府仿古大戏等，在
儒家文化主题酒店阙里宾舍品尝了孔府菜。拍摄结束后，
摄制组将
剪辑制作专题节目于荷兰收视率最高的国家电视台旅游频道播
出，
全方位宣传东方圣地曲阜。
此次活动对于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海外推广中国
传统文化，
宣传曲阜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开发欧洲客源市场具有
重要作用。

我市深入开展文
明出行专项行 动 ，采
取多种措施，加大宣
传力度，引导居民群
众切实提升文明出行
意识和文明素养。图
为交警向小朋友宣传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记者 陈硕 摄

国务院印发
《 矿产资源
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山东将率先对新增
外贸企业免于
原产地证备案登记
>2版

本报济宁 4 月 20 日讯
（ 记者 宋仪凯）今天上午，市委书记
王艺华，
市委副书记、
市长傅明先在圣都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了碧桂
园集团总裁莫斌一行。
王艺华代表市委、
市政府对莫斌一行前来考察投资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我市概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
济宁是中华文
明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素以
“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
化济宁”著称。济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煤炭、
水利等资源富集，
区
位交通优势明显，
随着鲁南高铁、
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稳步推进，
济宁的交通条件将更为便利。今年年初，
济宁确立
了今后五年全面建成小康、
全面转型振兴的目标思路和推进措施，
随着济宁新一轮发展布局的展开，中外客商在济宁投资兴业的空
间将更为广阔。碧桂园集团是国际知名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商，
资
金实力雄厚，发展理念超前，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
加强沟通，
密切联系，
在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实现合作共赢。
莫斌盛赞我市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历史、
经营理念、
市场布局等情况。他说，
山
东是经济大省，济宁是山东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文化资源丰富，
产业基础雄厚，
发展潜力巨大。碧桂园集团将加大在济宁的产业布
局，在房地产开发、棚户区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与济宁开展
交流合作，
共同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
市委常委、
秘书长李长胜，
副市长田卫东参加会见。会见之前，
市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碧桂园集团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田
卫东出席签约仪式。

·创城

时事

双轮驱动 借势腾飞

近日，
记者在城区快活林公园看到，
一些老人为图方便
在公园内随地小便，
而在百米外就是一处公共厕所，
这样的
不文明行为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记者 陈硕 摄

—访卡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之玉
——
■本报记者 孙逊 本报通讯员 王伟
“ 成功的战略性资本合作，是卡松科技
抢占资本市场制高点、驶入资本运营快车
道、
实现企业大发展大跨越的
‘ 诀窍’。”卡
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之玉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卡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
高效、节能、环保类高端特种润滑材料开发
和推广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如今已逐渐成
为市场遍布全国，
拥有中信重工、
中车集团、
爱科集团、南钢集团、林德集团等数百家战
略大客户的
“ 高端润滑产品制造商、高端润
滑技术服务商和高端设备装备配套商”。公
司获得了多个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多次
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
中

央专项建设基金、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等重
大项目的攻关与建设。
“ 资金不足是企业转型之初的最大瓶
颈。为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充分借助资本市
场的杠杆作用，持续将企业做大做强，卡松
科 技 于 2012 年 与 国 际 著 名 资 本 运 营 公
司——
—以色列英飞尼迪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成功引进战略投资 5000 万元，实现
了国内知名润滑油制造商与国际资本运营
巨头的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2015 年，
卡松
科技与银河证券合作，一举挂牌新三板，
成
为全省，
乃至全国资本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
合作典范。”赵之玉介绍说，
成功的战略性资
本合作，为卡松科技安上了轮子、插上了翅
膀，
“ 实体经济 + 资本经济”双轮驱动，
为企
业的稳健、
可持续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得益于资本市场带给公司的强大动力，
自 2014 年以来，卡松科技按照“ 四高四
线”的原则，在全国润滑油市场进行战略性
高端布局。公司锁定
“ 中高端”品牌和市场
定位，着眼于高端终端客户和高端经销商，
与美孚、壳牌等国际知名品牌争市场、争空
间、
挣利润，
实现了与以国内大型央企、
特大
型企业、
上市公司为代表的高端终端大客户
的战略合作。
“ 例如，卡松科技在世界上最
大的矿业装备和水泥装备制造商、
国内最大
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 之一、
A 股上市企
业——
—中信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招标
中，
击败国际品牌，
成功拿下了 4000 吨淬火
油订单，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该产品单
批次的最高纪录，
成为
‘ 第一大单’。除了中
信重工，
卡松科技还与中车集团、
南钢集团、

爱科大丰、林德叉车等大型、特大型国际知
名企业实现了战略合作。”赵之玉告诉记者。
近年来，卡松科技大力实施“ 人才兴
企”战略，将
“ 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以高素质人才引领高水平发展” 作为人才
发展目标，坚持
“ 内培外聘”的人才引聘机
制。每年持续定向引进技术研发、生产制
造、经营管理等高端、专业人才成为卡松科
技人才战略的长效机制。科技创新平台日
趋完善，先后成立了国家 CNAS 认可实验
室、全国润滑材料领域首家院士工作站、中
科院——
—卡松科技联合科研中心、山东省
工业润滑油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企业技
术中心、山东省合成润滑油工程中心、山东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东省鲁南工研
院卡松科技研发分院等。
（ 下转 2 版）

产品名称

认购起点
（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 年）

天数

渤盛 343 号

5万元

5.05%
（ 年）

199天

地址：
琵琶山路 29 号
（ 新世纪广场西邻）
0537-6588688
财富热线：
0537-6588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