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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农大
“水稻抗癌秘方”
入选2017年
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获奖者：
发个微信
继续科研

2017年6月，因为一篇发表在《细胞》
（Cell）上的论文，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陈
学伟团队被学校重奖1350万元。
2018年1月31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国科技技术协会官方网站和四川农业大学证
实，在日前中国科协公布的2017年“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中，四川农业大学水稻所
陈学伟研究员的成果“水稻新型广谱抗病遗传基础发现与机制解析”入选。
1月31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陈学伟团队中论文第一作者李伟滔正忙着
抓紧时间做实验等。他说，这段时间学校放假了，外界干扰比较少，能集中精力做科研。
再有几天，团队还有一篇关于水稻的论文将发表。
说起此次入选，他表示，公示时团队成员仅在微信群里分享了一下就继续忙自己
的事了，入选后大家也没有庆祝，
毕竟科研人员不会为了获奖而去做科研。

超市
“盒马鲜生”
成都开店。
通过天花板下的输送带，
将外卖打包后运到仓库，
再配送到订购者手中

一斤重的波士顿活龙虾只卖79元，
英国面包蟹每斤59.9元
还可以买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种商品
生鲜占比三成，专业大厨现杀现做，30分钟闪送到家……

盒马鲜生来蓉

手机一点
进口鲜货上门
成都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大会提出要大
力发展社区新零售服务体系。在消费不断提
档升级的背景下，无人售卖、线上体验等新的
多元消费方式，迅速在成都市场扎根。目前在
成都，新零售业态已成为新的增长点。而随着
昨日“盒马鲜生”来成都后的第一家门店在红
牌楼商圈正式开业，
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如今，盒马在上海、北京、成都等8个城市
共计开设了30家门店，成都首店标志着盒马
在西南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马云在2016年云栖大会提出“新零售”概
念，而新零售最大的理念就是人、货、场的重
构。盒马进入成都，随之而来的正是线上线下
加物流的新零售模式。

货

昨天9点多开门前，记者先进入店里，整个店
铺面积6000多平米，海鲜区、海鲜岛、蔬菜水果
区 、酒水饮料区、联营档口 、标品区、烘焙区等。
来自俄罗斯的深海帝王蟹499元/只；英国面
包蟹59.9元/斤。作为一个典型的内陆城市，成都
人民对于海鲜尤其是活海鲜的庞大消费需求，多
年来由于运输成本高、价格贵、不新鲜而一直被
压抑着。
“盒马以门店为中心、以3公里为半径，可
以做到30分钟0运费门槛，将鲜美用品送到家的
服务体验。
”盒马成都总经理张晓峰介绍。

2017 年 6 月 30 日，
四川农业大学奖助陈学伟研究团队 1350 万。图为颁奖现场 图据四川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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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李伟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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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校已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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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1350万元
1300万元是科研经费

论文对水稻安全意义重大

2018年1月31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国科技
技术协会官方网站和四川农业大学证实，在日
前中国科协公布的2017年“中国生命科学十大
进展”
中，
四川农业大学水稻所陈学伟研究员的
成果“水稻新型广谱抗病遗传基础发现与机制
解析”
入选，
也是四川省唯一入选的科研项目。
1月31日，根据中国科技技术协会官方网
站上公布的消息显示，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
联合体组织22家成员学会推荐，经生命科学领
域同行专家审核与评选，向社会公布2017年度
“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水稻新型
广谱抗病遗传基础发现与机制解析——稻瘟
病被称为“水稻癌症”，常年肆虐各个水稻产
区，引起水稻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是全球粮
食安全的重大隐患。
四川农业大学陈学伟研究组利用大数据分

析，结合分子生物技术手段鉴定并克隆了抗病
遗传基因位点Bsr-d1，揭示了该位点具有抗谱
广、
抗性持久、
对水稻产量性状无明显影响等特
征。
该研究成果一方面极大丰富了水稻免疫反应
和抗病分子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为培育广谱持
久抗稻瘟病的水稻新品种提供了关键抗性基因。
同时，
也为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相关新型抗病
机理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该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
杂志。
成都商报记者查阅发现，其余9项也发表
于《细胞》杂志（Cell）、
《自然》杂志（Nature）、
《科 学》杂 志（Science）和《自 然 方 法》杂 志
（Nature Methods）。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农业大学官方
也证实了此消息的真实性。

场

2016年论文在全球顶尖学术期刊《细胞》
上 发 表 后 ，学 校 对 陈 学 伟 研 究 团 队 进 行 表
彰，特聘李伟滔副研究员为教授二级岗，连
升三级。
四川农业大学宣传统战部工作人员介绍，
在这个项目中，陈学伟是通讯作者，相当于项
目主持人，而李伟滔是论文第一作者。
1月31日中午11时30分时，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陈学伟团队中的李伟滔正忙着
抓紧时间做实验等。
李伟滔说，那阵子过去后，大家该忙什么

还是忙什么，自己是在2018年1月中旬公示时
才知道入选2017年“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这个事，1月26日大家知道正式入选后，因为都
比较忙，在微信群里分享了一下这个消息，没
有庆祝，
互相祝贺一下就完了。
“当然，选上去还是比较高兴，但大家不会
太看重这个入选，不会特意去说这个事。”李伟
滔说，
“ 我们搞科研的，选上了就选上了，选不
上也没什么，我们没有过于在意这些事情，大
家知道这个事就完了，重点还是把手上的事情
做好。
”

人

表示，
这段时间比较忙。
对此，
他解释说，
我们做
科研的工作上没有固定的假期，
可能和大家认为
的老师不一样，
我们在学校放假时比较忙，
一是
项目啊论文啊什么的需要申请，二是放假了人
少，
干扰的事情少，
可以集中精力多做点事情。
四川农业大学宣传统战部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学校已放假，估计不会有表彰和奖金，但5
月北京的那次表彰，
他们会前往参加。
杨雯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业内
观察
1、
水稻新型广谱抗病遗传基础发现与机制解析
2、
人Piwi基因突变致男性不育
3、
m6A甲基化修饰调控脊椎动物造血干细胞命运决定
4、
化疗药物通过 caspase-3 诱导细胞焦亡而产生毒副作用
5、
细胞感应葡萄糖水平并调控代谢的分子机制
6、
基于单细胞测序的肝癌免疫图谱
7、
水稻广谱持久抗病与产量平衡的遗传与表观调控机制
8、
超高时空分辨微型化双光子在体显微成像系统
9、
痒觉信息传递的神经环路机制
10、中国学者首次建立基因编辑瑞特综合征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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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近百人的
专职骑手队伍

自2016年1月第一家盒马门店在上海开业以
来，在短短2年时间内，阿里新零售家族的明星业
态迅速在全国铺开。
记者注意到现场黑科技感十足，顶上有个非
常特殊的悬挂链输送带，线上下单三分钟后由每
个区域人工完成分拣，再通过悬挂链传输，最后
再智能分发，由骑手送出去，整个分拣打包环节
控制在10分钟内。
盒马鲜生首店配备约250人，有一支近百人
的专职骑手队伍，全部都是自营，负责店铺周边3
公里范围内的订单配送。此外还增加了烹饪大厨
和打包配送员，还有会员线上运营营销团队。此
外，盒马还开设自助收款机，不用排队，通过APP
直接支付宝付款。

学校还会奖吗 “川农大学术氛围浓，奖励反而是其次”
学校还会不会对此进行奖励？他表示，不
清楚，但他认为可能不会再进行奖励，川农大
的学术氛围很浓，奖励反而是其次的。
不过，李伟滔透露，2018年5月份会在北京
对此次入选颁奖等，但详细情况还不清楚。
“我
们搞科研的，不是为获奖而研究，获不获奖也
要进行研究。再有几天，团队还有一篇关于水
稻的论文将发表。
”
在谈话时，
李伟滔语气平静，
谈话中，
他多次

可APP下单送货
也可进场食用

据了解，传统便利店采用的是平台模式，供
应商缴纳进场费、分享销售提成，产品销售价格
因此被推高。盒马通过全球直采模式，从产品源
头上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缩短了供应链成本。
同时，不收取进场费、促销费等传统线下商业的
种种杂费，而使用APP下单。将节省下来的成本让
利给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不方便做，还可直接在
盒马现场加工、现场食用。
“我们做了大量本地化改造，让成都消费者
好巴适。”张晓峰介绍，盒马在各地的扩张非常注
重本地化，员工招聘主要是以最熟悉当地市场的
本地员工为主，比如，成都人喜欢吃火锅，盒马特
意开发海鲜小火锅、鱼头火锅，就连海鲜加工也
增加了鲜椒、泡椒、豉椒等三种经典川式辣炒方
法。张晓峰表示，盒马还将考虑把成都好的产品，
通过盒马网络输送到全国市场。

微信群里分享 “大家都忙，互相祝贺下就完了”

2017

稻瘟病被称为水稻“癌症”，
可 引 起 大 幅 减 产 ，严 重 时 减 产
30%-50%。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陈
学伟的研究团队与国内外专家合
作，经过7年多的探索研究，终于
发现水稻天然变异位点，这将有
望提高水稻自身免疫力，解决抗
病基因耐药性的国际难题，为防
治“稻瘟病”提供新路径。有网友
将此项目誉为
“水稻抗癌秘方”
其论文在全球顶尖学术期刊
《细胞》上发表后，6月30日，学校
对陈学伟研究团队进行表彰，发
出 共 计 1350 万 元 奖 励 和 支 持 经
费，并特聘李伟滔副研究员为教
授二级岗，连升三级。
之后，论文作者之一、四川农
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
在个人博客发文，回顾了陈学伟
团队获奖的前因后果，并对1350
万元的组成进行了解释：只有50
万元是奖励给团队的奖金；其余
1300万中，50万元是一次性资助
的科研经费，1250万元是分5年资
助的科研经费。

四川唯一入选

全球直采模式
活海鲜更便宜

盒马鲜生购物流程
制图 李开红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形成规模后24小时配送
将冲击便利店业态

盒马鲜生创始人侯毅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透露，盒马线上下单要达到七成的比
例，一般一年左右可以实现盈利。侯毅透露，下一
步在形成规模之后，盒马将发力24小时配送，在
他看来夜间消费依然有潜力可挖。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盒马的选址并非只看
口岸，更会通过淘系大数据来进行选址支撑判
断。业内人士分析，一旦盒马提速网点实现全覆
盖，将对现有的成都便利店形成极大冲击，毕竟
在价格、产品丰富度和配送上更具优势，便利店
SKU也就在2000种，而盒马就有超过6000种。大数
据预测以及夜间打折售卖等也让生鲜损耗控制
在1％左右，因此相比传统生鲜电商在成本上更
具优势。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摄影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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