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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收时节，突如其来的暴
雨，让正在育种基地收麦的滨州中
裕食品有限公司农业科学研究院
育种研发中心主任李恒钊猝不及
防。即使没穿雨衣，他和团队仍坚
持把地里的麦子收完。他坚定地
说：“这是处于关键研发期的1000
多个育种资源，再大的雨也要及时
收获。”

李恒钊的团队是中裕三支育
种团队之一。据介绍，目前中裕已
从世界各地搜集了1.5万份种质资
源，建立了种质资源库，已选育小
麦新品系1000多个、玉米自交系
900多个，通过繁育基地直接服务
几十万农民。

粮食是社稷之本，种业是粮食
之基。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近年
来，中裕紧紧围绕“打好种业翻身
仗”使命，与程顺和院士工作站、山
农大田纪春育种团队、山东省农业
科学研究院等建立了生物育种实
验室、省级定点小麦品质检验室，
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重点
研发适应盐碱地种植的优质强筋
小麦新品种，建成了强筋小麦、耐
盐碱小麦、富硒黑麦等品种丰富的
繁育基地6.5万亩，成为全国唯一
一家具有自主育种能力的小麦加

工企业。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裕自主

研发的裕田麦119、裕田麦126多
个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和秋田
158、秋田168等7个玉米新品种通
过国家或省级审定，中裕订单生产
的小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进口
小麦，节约原料成本20%。

其中，裕田麦119是品性指标
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优质
高筋小麦相媲美的麦种，其蛋白质
在15%以上，稳定时间在20分钟
左右，非常适合滨州偏碱土地种
植。目前，除滨城区90%以上的耕
地种植中裕自主繁育的小麦良种

外，德州、济南、淄博、东营、河北沧
州等地也纷纷种植，中裕优质小麦
种植总面积已达260多万亩。

按照规划，中裕将进一步提
高高端育种优势，计划投资1.5亿
元，建立黄淮海中下游小麦良种
品质评价及加工适用性数据平
台，选育兼顾抗性和产量，具有加
工潜力的特用型品种。同时，在
保证充足的后备育种资源的同
时，中裕力争每年报送 4-6个小
麦新品种、3个以上的玉米新品种
参加审定试验，新推广优质小麦
精准订单种植面积 150 万亩，为
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高端育种替代进口,节约原料成本20%

中裕自主繁育小麦良种达260多万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子强 通讯员 张现科

中裕全产业链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坚
持以“技”为先、以“种”为基、以

“粮”为本，立足黄河三角洲优
质小麦自然禀赋，探索构建了

“高端育种、订单种植、仓储物
流、初加工、精深加工、废弃物
综合利用、生态养殖、蔬菜种
植、食品加工、餐饮商超”三产
融合发展的绿色循环全产业
链。该产业链是全国最长最完
整的小麦产业链，各板块互为
源头，互为终端，把“一粒小麦”
变成10大类600多种产品，实现
了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
应链相通，做到了“一产优、二
产强、三产旺”。“中裕模式”被
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第二批
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
典型模式目录”。

即日起，本报推出中裕全
产业链发展系列报道，充分展
示该企业发展成效。

中裕优质小麦育种基地中裕优质小麦育种基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子强 通讯员 孙雪宁 报道）近年
来，邹平市坚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保障粮
食安全的有力抓手，坚持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全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目前，邹平
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5.23万
亩，发展高效节水灌溉65.28万亩，

坚持项目设计问需于民。在
项目设计阶段，邹平市提前组织专
业人员深入项目区实地勘察，与涉
及村庄精准对接，针对路、桥、涵的
位置，与村干部、村民代表面对面
交流，根据农民群众提出的修改意
见和建议，对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再
修改、再完善。因地制宜按照各项
目区现有条件及灌溉模式，划分不
同建设模式，力求方案科学、合理、
实用。

坚持项目建设问计于民。在
项目建设阶段，邹平市实行专业监
理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积极发挥项
目区群众监理作用，聘请村干部、
老党员、热心群众为项目工程施工

监督员、管护员，根据群众反馈的
意见建议，及时改进施工方案，充
分激发了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热
情，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参与度、
支持度，避免了“政府干、群众看”，
有效推进了项目建设。

此外，邹平市还坚持项目运营
问效于民。在项目运营阶段，采用
调查问卷、座谈了解等方式开展绩
效评价，掌握村干部、群众对高标
准农田质量、效益及总体效果的满
意度，有机结合群众意见做好下一
步项目建设，真正把高标准农田建
成惠及群众的民心工程，把为民成
效落实在群众心坎上、写在群众笑
脸上。

邹平市紧紧围绕改善农业基
础设施、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实现“藏粮于地”这一主线，以促进
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为
目标，重点建设管道灌溉、喷滴灌
等高效节水设施，亩节水 20%-
30%，年节水量超过6500万立方
米，亩均粮食增产10%以上，年纯
收入增加近8000万元。

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 问效于民

邹平累计建成75.23万亩
高标准农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子强 通讯员 孙淑娟 曹龙龙 报道）
今年以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紧盯
任务目标，早安排、早部署，圆满完
成了7万亩省定复合种植面积任
务。经测算，预计我市复合种植玉
米单产475.76 公斤/亩，大豆单产
109.85 公斤/亩。每亩实现产值
1937.65元，净利润达到738.47元,
高出净作玉米 204.58 元，实现了

“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大豆”
的目标。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是解决大豆
玉米争地、稳定粮食生产、增加油料
产量的有效种植模式。为确保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各项工作落地落
实，我市印发了《关于全力做好
2022年粮食生产工作的通知》，将7
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任
务分解到有关县市区，逐级落实到乡

镇、村、户、田间地头，并印发实施方
案，对全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
广相关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

围绕如何落实好“选品种、扩间
距、缩株距”田间配置技术，全市农
业农村部门紧盯关键生产环节，抓
好技术培训指导。市农业农村局组
建市级专家指导组，负责全市技术
推广和指导服务。今年3月30日
起，利用线上线下举办培训班、召开
观摩会等形式，围绕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播种、病虫草害防治、收
割等关键环节技术进行专题培训。
截至目前，全市农技人员指导服务
5768人次，已组织培训60次，培训
人员5382人次。

结合我市生产实际和现有农机
条件进行深入研讨，确定了我市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主推模式为
4:2，即实行4行大豆带与2行玉米

带复合种植。推荐多个耐荫扛倒、
株行收敛、宜机收的有限结荚类型
的中早熟高产大豆品种，和株型紧
凑、抗倒抗病、中矮秆适宜密植和机
收的高产玉米品种。要求农机作业
时，加装北斗导航系统，切实提高种
植和收获环节机械化水平。本着边
推广、边试验、边示范的原则，我市
还研究制定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模式、病虫害防治、除草和不同施
肥量的对比试验方案，筛选一批适
应本地的丰产性好、经济效益高的
集成技术模式，为下一步大面积推
广做好技术储备，也为全省技术方
案比选作出了有益探索，并获省领
导点名表扬。

我市扎实落实上级财政资金
补贴（200元/亩），狠抓“面积、资
金、技术”三落地，加快资金拨付进
度，实施重点农资和社会化服务环

节精准补贴。结合粮食绿色高质
高效创建、社会化服务、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建设等项目实施，对承担
复合种植的县区适当倾斜；在落实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民培训、
农业保险等政策时，对复合种植给
予支持。

本着“种植区域相对集中、种植
主体自主自愿”的原则，建立政府主
导、主体参与的项目推广机制，优先
支持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
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粮食经营主体，
集中连片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依托各类大豆加工龙头企业，
推动大豆产业向精深化、差异化发
展，探索以企业为龙头、基地为依
托、标准为核心、品牌为引领、市场
为导向的“五位一体”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全面提升大豆产能、效益和综
合竞争力。

玉米基本不减产 多收一季大豆
滨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成效显著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滨州北海经济开发

区土地而未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土地出让合同

约定开发的除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

三、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滨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jypt.bzggzyjy.cn/

bhweb/）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

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滨州北海经

济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申请办理数字证书

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已办

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陆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2年12月19日16时30

分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足

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

19日16时30分00秒。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2022-H006号地块：2022年12月11日 08时

30分至2022年12月21日09时00分;

2022-H020号地块：2022年12月11日 08时

30分至2022年12月21日09时05分;

2022-H021号地块：2022年12月11日 08时

30分至2022年12月21日09时10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

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滨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北海经济开发区分局只对网上挂牌的

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

得人。

七、联系方式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543—8177702

联系人：张随祥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海经济开发区分局

联系电话：0543—8177740

联系人：张科长

2022年11月2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滨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海经济开发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

出让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地块编号

2022-H006

2022-H020

2022-H021

土地位置

北海大街以北，

疏港路以东

北海大街以北，

疏港路以东

北海大街以北，

疏港路以东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6754

536283

34040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不小于1.0（化工

类不小于0.6）

不小于1.0（化工

类不小于0.6）

不小于1.0（化工

类不小于0.6）

建筑密度（%）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绿地率（%）

不大于15%

不大于15%

不大于15%

增价幅度

(万元)

5

135

9

起始价

（万元）

464

13514

85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64

13514

858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海经济开发区分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滨北海自然资规告字[2022]4号

全身都是“药”
瓜蒌丰收助增收
孙镇怀家村瓜蒌种植基地喜迎丰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董乃德 李江涛 报道）初冬时
节，邹平市孙镇怀家村党支部领办
的励志种植专业合作社百余亩瓜
蒌迎来丰收，合作社农民在成熟的
瓜蒌田里忙碌采收,现场一派丰收
景象。

怀家村瓜蒌种植基地通过规
范操作、精心管理，今年亩产瓜
蒌籽 300 斤左右，瓜蒌皮 100 斤
左右。

据了解，瓜蒌皮、瓜蒌籽、根茎
都是中药材，也可制成食品，经济

价值高、市场前景好。加工后的种
子和瓜皮能增收一百多万元。

近年来,孙镇坚持党建引领,
大力实施实体强村项目,助力乡村
振兴。怀家村党支部以提高农民
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核心，成
立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探索发展
农业特色种植,实现了村集体与农
户双增收。

下一步,怀家村将进一步扩大
瓜蒌种植规模,把瓜蒌培育成壮大
村集体经济、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
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