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金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国兴， 一个桑植
县芙蓉桥白族乡大山里的白族
汉子，钟情于大鲵，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俗称娃娃鱼的自然资
源保护、 人工繁育科研以及产
业系列开发。 他十多年如一日，
持之以恒，由一人先富再带动 2
万多农户共同致富， 被国家财
政部和中国科协授予“全国科
普惠农兴村带头人”荣誉称号。

铁定心，斥巨资改养娃娃鱼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养殖

甲鱼生意已是十分红火的王国
兴， 想到娃娃鱼这一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本地特别稀有的自
然资源， 要用人工措施保护起
来， 不能让它灭绝在我们这一
代人手里， 于是他毅然决定改养
娃娃鱼。

可是习惯于自然阴河溪沟生
存环境的大鲵，在人工养殖池里，
却不多见长， 更不用说自然繁殖
了。 怎样才能让娃娃鱼在原有的
生态环境里生存及自然繁育，王
国兴想到了仿生态养殖。 1997 年，
他在本乡一个叫文家泉的大山沟
里， 开始了长达 2 年的自然山洞
开凿， 终于一个长 602 米、 高 5
米、 宽 3 米， 可建立体养殖池近
5000 平方米的恒温隧洞打成了。
现存池的 14 万多尾娃娃鱼，就在
这种仿生态的环境里繁衍生息。

在发展的道路上， 王国兴把
家庭式养殖逐步演变为规模化公
司运作。 现在公司资产总值逾 4
亿元。 张家界被批准为国家级大
鲵自然保护区。 2008 年，在国家星
火计划项目的支持下， 他又在第
一个隧洞的旁边，投入资金 1.1 亿
元，新建一个长 3200 多米，立体利
用面积可达 3.8 万平方米的恒温
隧洞。 凡是到现场看过王国兴大
鲵养殖基地的人，无不为之惊叹、
折服。 国家水产部门领导说：“实
属罕见，全国第一”。

鼓足劲，要搞出个名堂来
王国兴， 他就是有这样一股

韧劲， 一定要在这个领域中搞出
个名堂来。 从 1999 年到 2005 年，
以王国兴为首的娃娃鱼科研小组
和湖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毕业的
儿子王建文一起投入到科研之
中，成功地繁育出子一代。 通过对
子一代亲鲵性腺人工强化培育又
育出子二代， 人工繁育的娃娃鱼
受 精 率 达 88.1% ， 孵 化 率 达
81.8%， 这一成果领先世界水平，
远远高出国内一般孵化率仅为
20%的比例。 联合国环境资源保护
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先后有 80
多位专家到金鲵公司实地考察
后， 高度评价王国兴及其团队人
工繁殖娃娃鱼成功， 为拯救濒临
灭绝珍稀物种作出了惊人的贡
献。 大鲵人工孵化繁育以及幼苗
培育等多项技术研究取得成功，
是王国兴父子多年来无数个日日
夜夜在大山里与娃娃鱼为伴，蹲
守、观察，悉心科学料理，用心血
换来的。 他右手的一根手指就是
被娃娃鱼咬断的。

王国兴等先后取得了 22 项
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8 项。 近
年来， 先后被认定为湖南省高新

技术企业、湖南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被湖南省
人民政府评定为重点后备
拟上市企业之一。

他先富，带动大伙共
同富

王国兴常说：“一家
富，不算富；大家共同富，
才是真正富。 ”为了把自己
苦心研究的娃娃鱼养殖技
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
有条件养殖的农户，2008
年以来，王国兴采取“公司
+ 基地＋农户＋科技”的
产业化运作机制， 以龙头
带动的方式， 发动村民养
殖娃娃鱼。

他先从本村做起，由
乡政府组织办班他讲课。
现在仅芙蓉桥一个乡就已
有 56 户村民在养殖娃娃
鱼，2012 年 5 月先后购苗

6200 尾。 芙蓉桥村村民王真吉，利
用住房地下室建养殖池， 养娃娃鱼
800 多尾， 一次对外销售种苗收入
就达 100多万元。几年的实践，他尝
到了甜头， 目前正着手到邻近的淋
溪河乡承租几百亩山溪， 建设仿生
态的娃娃鱼养殖基地。

张家界金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通过与农户签订养殖协议，采
取供应优质种苗、 无偿提供技术
服务、跟踪技术指导、保护价回购
等措施， 极大地调动了有条件的
农民养殖娃娃鱼的积极性。 这一
举措同时也影响到了陕西汉中、
湖北房县、 恩施及福建厦门、江
西、四川、重庆、云南等地。 为解决
全国各地娃娃鱼养殖户在养殖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 王国兴特设 2
条专门的咨询热线进行技术解
答。 据统计，近些年来，通过热线
先后接待全国各地电话咨询 5 万
余次，公司已为全国 10 多个省培
训娃娃鱼养殖技术人员 6500 多人
次。 王国兴决心通过实施国家星
火计划项目，带动桑植乃至全国 2
万多农户，委托饲养娃娃鱼 26 万
多尾，使每个养殖户增加纯收入 5
万元以上。 为了给养殖大户培训
技术， 他每年都要拿出很大一部
分时间往返于全国各地。 去年初，
在路途不幸遭遇车祸受重伤，至
今脸部仍留下了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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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老科协协办

编外科技大军风采

———记省老年科技精英王国兴

通讯员 谷利民

钟情大鲵创奇迹

东方田鼠将成
首个“湘版”实验动物

本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娉)6 月 30 日， 记者从省动
管办获悉，由该部门推荐、中南大学起草申请的《实验东方田鼠质
量控制规范与标准化》项目，经省质监局组织专家评审，已列入我
省 2014 年度第一批地方标准制订项目计划。野生动物通过人工驯
化，进而制定质量控制规范与标准，这在我省尚属首次。

据悉， 该项目完成后， 东方田鼠将成为我省首个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实验动物， 对日本血吸虫抗性机理研究、 疫苗制作
等提供最为合适的实验动物， 对推动我省实验动物产业化发展具
有现实意义。

“东方田鼠”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资源，广泛栖息于我省洞
庭湖区， 是迄今发现唯一对日本血吸虫感染具有天然抗性的啮齿
类哺乳动物。“九五”期间，我省由中南大学牵头承担了国家重点
攻关项目“东方田鼠实验动物化及其抗日本血吸虫机理研究”，课
题组对东方田鼠人工繁殖、 室内驯化、 生物学特性、 生态及行为
学、抗日本血吸虫机理等进行了初步研究。“九五”以后，该项目多
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省科技厅也对该项目予以了持续
支持。 以中南大学为主的科研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建立了
实验东方田鼠室内驯化种群， 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基本形成了实
验东方田鼠较完整的质量控制与标准化研究资料

道县三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兴明） 6 月 30 日，道县科学技术局收到喜

讯，该县申报的三项发明均获得了国家专利授权，分别是：人体感应
节能防电触电插座、人体感应防触电插座、一种触摸式防触电插座。

该县科学技术局、 知识产权局为进一步推动企业专利申请工作
有序开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该局大力开展专利申请工作。今年来，
该局组成调研组多次走访了县内具有科技含量高的企业， 并详细了
解企业产品的研发创新与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提炼技术创新点；
通过与企业交流，让发明人对知识产权有了全面认识和理解，并详细
宣传介绍县委、县政府出台的《道县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办法》，鼓
励企业积极申报专利； 邀请省内知识产权专家来该县对专利发明人
进行授课，引导和指导专利发明人充分掌握专利申请知识，鼓励企业
加强专利申请，帮助企业挖掘“核心”技术，提高该县企业知识产权创
新运用能力。

据统计，截止 5 月份，道县共完成专利申请量 51� 件，申请量同
比增长为 59.4%；专利授权量 40件，授权量同比增长为 100� %。

麻林老科协激活民族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 郑远江 彭述龙）新宁县麻林瑶族乡老科

协、体协牵头组织并带领村民激活瑶族民俗文化。 6 月 23 日，在
该乡五盘村举行了 2014 年第一届老科协、 体协挖掘地方民族文
化交流会。

由该村原支部书记、老科协、体协常务副会长罗德能和文艺
爱好者杨远达带领，全村 8 个小组，九百多村民积极参与，自助
资金，购买音响设备，挖掘本地民俗文化，自编自导节目 16 个，
如盘歌对唱、民间小调、杨花小调、菜茶舞、民族歌舞等节目激活
一方山民，村民身着瑶族服装跳起民族舞、菜茶舞，二人盘歌对
唱。 该村 81 岁的娭毑兰碧玉脸上写满了笑意， 唱起山歌———五
盘是个好地方！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成刚） 7 月 2 日， 记者从株洲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获悉， 由该所引进的
国内外著名百合育种专家郑思乡博
士经过最近几年的潜心攻关， 首次
发现三倍体二倍化及体细胞核转移
遗传现象， 创新培育了“株洲红”、
“贵阳红” 等四个抗镰刀菌新品种，
攻克了东方百合种球腐烂的世界性
难题， 突破了种球国产化最关键的
技术瓶颈。

中国园艺学会球根花卉分会
会长赵祥云等国内行业顶尖专家
一致认为， 此育种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是近年来我省乃至我
国花卉行业少有的重大创新成果
之一，其转化应用，将大大推进东

方百合种球国产化的进程， 从根
本上改变我国百合花产业受制于
人的被动局面。

目前，百合种球市场价格为 3
元 / 个以上，该市农科所将与相关
企业联合实现年生产销售种球
1.2 亿个以上， 年产值超过 3.6 亿
元，可安排就业 1400 人。同时可带
动本地花卉冷冻贮藏、 运输及药
用加工业的发展， 社会经济效益
显著。 百合种球产业的快速发展，
对于打造株洲农业升级版， 增加
农民收入，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链接：

东方百合因其浓郁的香味深
受大众喜爱。 其优质鲜切花一季

亩产值可达 6-10 万元，株洲市一
年可生产 2 季， 经济效益十分显
著。 但至今我国切花百合生产所
用品种均来自国外， 百合种球主
要从荷兰引进， 严重制约了我国
百合产业的正常发展。

郑思乡博士， 自 2001 年首创
秋水仙素诱导二倍体雌配子的方
法， 成功建立了东方百合花三倍
体培育方法，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
利、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
并获得香港生产力促进中心颁发
的紫金杯奖。 应用该专利技术培
育东方百合花新种质 20000 多个、
新品种 12 个， 其中： 国际（RHS）
登记新品种 10 个， 农业部授权 1
个，农业部公告 1 个。

郑思乡博士攻克东方百合种球腐烂世界性难题

王国兴繁养的良种娃娃鱼苗

北汽转型升级 勇闯强者之林
6 月 25 日， 国际权威品牌研究机构

“世界品牌实验室”在京发布 2014年（第十
一届）《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 排行榜，
北汽集团凭借 986.75 亿元品牌价值上升
至排行榜第 19 位， 相较去年品牌价值增
长 19.5%， 稳居中国最具价值汽车企业前
三强，同时位居北京市属企业首位。

目前，北汽正在由“技术创新”向品
牌创新过渡，着力把品牌理念、品牌文化
融入到企业经营价值链全过程， 助推企
业变革与转型升级，实现集团化管理、跨
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