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发
白 了 不
少 ，总是
面 带 微
笑 ，说话
简明的夏
教授。

▲绿僵菌防治水稻害虫示范基地

教

授递给

我小杯

农药
，叫我

喝下
去。

我接过杯子，

轻轻摇了摇，农药

浓浓的，灰
绿灰

绿，像
抹茶拿铁，

有一种说不出来

的淡香。教授微

笑地直视着我，好

像在鼓励我。但

我犹豫，杯子在嘴

边停了。

在这雾气蒙

蒙的冬日，离涪陵

城区40公
里以外

的一座工厂的车

间内，几
个重达

20吨
的巨型方铁罐正突

突突冒着白色气体，像
在煮饭一

样。铁罐一侧，各
种管子纵横交错，不

远处，从一根管子流出那碧绿的液体。教

授该是从这里接的农药，最新鲜的。

今年陆续有来自美国、德
国、英

国、法
国的多

位生物农药巨头的老板以及一些生物农药科学

家，都
渴望能喝上一口。他们迫切需要这种农

药。他们想方设法接近这座工厂，哪怕远远地看看

那铁罐。当然，这是不被允许的。

博恩集团董事长熊新翔，这
位当今中国环保

投资巨擘在11月
中旬也特别请求教授给他备一

箱农药，他
准备送给他的一些朋友尝尝，而

这些人不是企业家就是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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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庆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关单位委
托，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于2017年12月24日9:00在重庆市
两江新区蔡家组团同兴北路188号耀程二手车市场以现场拍卖的
方式，公开拍卖重庆市党政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28批，现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重庆市党政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28批，共计90辆(以现

场上拍数量为准,不含车辆号牌)，具体车辆信息详见重庆市泰鼎
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网站（www.cqtdpm.com）“重庆市党政机关
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28批拍卖车辆清单”。

二、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必须是具有合法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其

它法人组织以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申请参加车
辆竞买。

三、车辆展示
现场展示时间：12月21日至12月23日（9:00-18:00）。
展示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蔡家组团同兴北路188号耀程二

手车市场（G75渝合高速北碚方向三溪口下道即到，导航请输入耀
程物流基地）。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方式
1.竞买保证金的收取：竞买人缴纳1万元（壹万元）竞买保证

金时，可参与任意1辆车辆的竞买，但只能竞得1辆车，竞拍成交1
辆后，该竞买人竞买资格即终止；竞买人缴纳2万元（贰万元）竞买
保证金时，可参与任意2辆车辆的竞买，但只能竞得2辆车，竞拍成
交2辆后，该竞买人竞买资格即终止；以此类推；竞买人交纳5万元
竞买保证金时，不限竞得数量。

2017年 12月 21日—23日（9:00-18:00）在车辆展示现场
（重庆市两江新区蔡家组团同兴北路188号耀程二手车市场）可以
采取POS机刷卡（仅使用储蓄卡）缴纳，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竞买登记携带资料：自然人携带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
身份证明、法人携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如三证合一携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竞买保证金结转与退还
（1）成交竞买人（即买受人）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在买受人办完转籍、车辆交割及过户新的行驶证
领取后次日起2个工作日内，按原路径退还至买受人。

（2）未成交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次日起7个工
作日内按原路径退回至竞买人。

五、拍卖方式
本次拍卖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拍卖师现场宣布起拍

价及加价幅度，竞买人以举牌的方式应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六、拍卖成交价款、佣金缴纳及方式
1.拍卖成交价款缴纳方式：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于2017年

12月25日17时前现场缴清车辆成交价款到指定专户，支付方式
为一张银行卡全额以POS机刷卡进账（仅使用储蓄卡、不转账、不
收取现金）。

2.佣金缴纳方式：拍卖佣金按拍卖成交价款的5%由买受人在
2017年 12月 25日 17时之前一次付清给拍卖人,支付方式为：
POS机现场刷卡（仅使用储蓄卡）或现金支付。

3.买受人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拍卖标的全部各项款项（包括
拍卖成交价款、佣金、税、费等费用），视为违约行为，拍卖标的由本
公司收回，已经收取的拍卖价款、佣金及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
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按《拍卖法》规定，买受人须向本公司另行
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成交价20%计算）。本公司在征得委托人的
同意后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
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部分并承担违约责任。

七、车辆过户手续办理及移交

本公司将对本次拍卖车辆提供车辆过户、转籍及提车一站式
服务，拍卖人在车辆展场设置车辆过户（须符合转籍提档过户相关
政策规定）代办点，统一为买受人提供代办服务。为加快成交车辆
过户手续的时间，服务机构对部分本批已超过年检期限的车辆代
买受人进行了垫支年检，缴纳了车船税、交强险，拍卖成交后，买受
人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车船税、交强险及其它公示的费用。
并提交齐备的车辆过户手续。

（一）买受人办理车辆过户、转籍提档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2
日内提供以下资料

1.自然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若三证合一，则为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复印件和公章。
3．《成交确认书》买受人联盖章原件。
（二）车辆过户、转籍、提档、交割手续办理及注意事项
1.异地竞买人自行咨询迁入地公安交管部门有关车辆过户、

转籍等政策规定；竞买人自行承担过户转籍风险。如要参加拍卖
会,需提供重庆区域的户籍暂住证,以便车辆成交后办理到暂住地
的过户手续。

2.车辆按照现状移交，买受人提取车辆时，应做好风险防范措
施，若买受人接车后发生的违章、摄像、大小交通安全事故及债权
债务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3.竞买人应自行查看拍卖车辆的保险情况，成交车辆保险若
已到期，由买受人在办理车辆过户、转籍前购买并承担相关费用。

4.车辆过户、转籍应缴税、费、保险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5.缴清成交价款、佣金及各项款项之日起,车辆档案需转出档

案所在地分所以及转出重庆市范围的车辆，买受人需在档案到达
对应上户的车管所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对应车管所完成落户工
作，若买受人接车后发生的违章、摄像、大小交通安全事故及债权
债务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6.车辆在拍卖结束，待完成审验以及提档流程后，如过户手续
齐全完备，并提交车管所受理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辆移交手
续。车辆移交地点在重庆市两江新区蔡家组团同兴北路188号耀
程二手车市场。

7.如出现拍卖车辆过户资料不齐，车辆车架号和发动机号存
在锈蚀、模糊车管部门需重新认定、带“警”字车牌的车辆等情况
的，过户时间自动顺延。

8.拍卖成交车辆若有保险，保险批改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
成交车辆若无保险，由买受人自行购买保险。买受人在拍卖成交
之后，及时交纳交强险、车船税，否则提车之后发生的违章、摄像、
大小交通安全事故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八、注意事项
1.竞拍人有义务对拍卖规则进行了解。
2.拍卖展示的车辆以现状为准，竞买人应在展示时间内亲自到

现场查验拍卖车辆的状况,包括该拍卖车辆之瑕疵，并自行查验车辆
外观、配置、排量、质量及车辆维修、保养、事故、有无改装改动等情
况,竞买人有义务对其了解及核查车辆情况负责。本公司提供的关
于车辆状况的说明仅供参考，不对车辆瑕疵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九、本公告发布媒体：重庆晚报、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网站。

十、竞买咨询地点及电话
（一）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金山路18号中渝都会

9号26楼18室
（二）公司竞买咨询:（023）67618471 67493585
（三）网络服务:（023）67493585
联系人：黄女士15310376811

文女士15320544708

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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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记者
喝下一杯

▲这里生产出的农药成了众多科学家眼中的抢手货

农药有毒，不能喝。这是常识，小孩都知
道。有的农药，剧毒，一头牛喝一口都会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理所当然
认为“农药=毒药”。夏教授——忘记说
了，让我喝农药的教授姓夏，夏玉先，重庆
大学基因工程中心主任，他一干二净抹去
了这个理所当然的等号，给农药装上一副
好心肠——人可以喝的农药。

农药，一直以来又是没长眼睛的，好
坏不分，既杀死害虫又毒死益虫。不知夏
教授怎么搞的，让农药有了双识虫的眼
睛，只杀害虫；而青蛙、蜘蛛、蜻蜓，这些害
虫的天敌一概不受伤害。

“夏天，田野上，翩翩起舞的蜻蜓多美
啊！”夏教授感叹。

再好的科学也不能破坏美。
问题来了，不是一个，是两个。第一，

每种害虫，各不同，比如水稻，就几十种害
虫，难道要用几十种不同的农药？我的
天，这是多麻烦的事，农民兄弟一定会被
这么多品种的药搞昏头的。事实也如
此。第二，如果把所有害虫都杀死了，光
光的，那些靠吃害虫为生的天敌将不得不

饿死，大自然的美好生态可能就此失衡。
夏教授再次想了个办法，让农药长了

一双聪明的眼睛。
农药被夏教授调教得像听话的孩

子。简直大师手艺，他的研究让全球生物
农药科学界震惊，而我等门外汉哪里知道
大事已发生。他改变的远不止是农药，而
是粮食、水果，人们的健康。我突然感到
手中的那杯农药沉重起来。

夏教授在英国巴斯大学的博士生导
师、一位世界顶级的生物农药科学家来看
了那座厂和那些冒白气的罐子，非常严肃
地告诉他一句话：不要让人来看！要保密！

顶级科学家的忠告是有道理的。果
不然，世界多个生物农药巨头，通过各种
方式悄悄找到夏教授。不久前丹麦的诺
维信公司就来了。

“您开个价，您的设备我们全买了！”
“您开个价，您的技术我们全买了！”
“您只要愿意，我们怎样合作都行！”
夏教授统统拒绝了！“这是我们中国

的东西，不卖。”
当然，参观厂房也谢绝了。

1

一片实验区隐藏在重庆大学虎溪校
区的边缘地带。参观这里没有那么严苛，
科研人员在培育害虫。

上万只蝗虫被养在一间屋子的十几
个玻璃室里。小的豌豆那么大，大的如成
年人的拇指长。有的正在交配，有的在产
卵，还有的爬在玻璃壁上打瞌睡，更多的
飞来飞去。屋子很热，蝗虫喜欢这般高
温。几片玉米叶，很快被它们啃得连渣都
不剩。

它们越凶猛，生命力越顽强，越能考
察出农药的威力。

当然，它们越凶猛越有嚼头。夏教授
说，有餐馆找上门来，想买我们的蝗虫，油
炸蝗虫。

蝗虫的隔壁，一个像三门冰箱大小的
柜子里养有数万只比芝麻还小的蚜虫。
它们挤成一坨，肉眼看不到它们的嘴，但
它们一直是折磨植物的魔鬼。一旦被它
们缠上，植物不是死掉就是无法生长。

蚜虫侧边是稻飞虱，水稻的大敌，专
门在水稻的根部产卵，吞噬水稻嫩苗。

稻田在实验室外，由七八块小方格组

成，每一方格上面和四周盖有纱网，遮得
严严实实。未收割的水稻颗粒饱满，稻穗
弯得快断了。这是封闭实验区，一定数量
的稻飞虱等害虫一批批捉进来，再定量杀
死：想杀多少就杀多少，想怎么杀就怎么
杀。

紧挨水稻的是一块块平整的土地，夏
教授也在这里种菜，有海椒、花生、玉米、
萝卜、白菜……还有棉花。一只白色的蛾
子在胡萝卜和白菜的地里飞舞，夏教授
说，它要产卵了，害虫很快就会繁殖出来。

重庆大学校园的另一处，还有一块开
放的实验区。这里的稻田要大得多，完全
敞开的，水稻已经收割；挨着它的是一片
甘蔗，奇怪的是，左边的又矮又细，右边的
高大粗壮。夏教授说，表现明显，用了杀
虫绿僵菌农药的要好得多，不仅杀虫，还
增加产量。也增加甜度吗？我很想砍两
根比较一下，夏教授阻止了：“不能破坏实
验材料。”

甘蔗地旁边是一地的红薯、茄子，大
门口还有蜂蜜，夏教授的一个博士生正在
研究农药对花粉和蜂蜜的影响。

夏教授53岁，头发白了不少，和蔼，总是面带微
笑，说话简明，直奔重点，不时吐出诗情画意的句子，
或者意义深刻的话。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大抵就是这
个意思。对了，他给我的农药，我还没有喝。虽然它
的原材料是大米和植物油，但那美丽的灰绿色，太过
厚实，让我发慌。它还有一个同样美的名字：金龟子
绿僵菌。

“人玩不过虫，虫是自然界很成功的生物。”
夏教授反复说，挺喜欢这句话的样子。
化学农药通过有毒的化学物质直接把害虫给毒

死。最开始，害虫迅速死去；慢慢地，它却适应了，抗药
性产生，甚至改良、变异成更顽强的害虫；接着，人们被
迫加大药量，虫再一次慢慢适应……农药不断升级，没
料那干净的土地和植物果实被农药的毒浸染。最终，
受害的是我们人自己。这是一个恶性升级过程，虫玩
赢了我们。

但我们不能一直被虫玩下去。
换种方式跟虫玩。
一只稻飞虱，危害水稻的重大害虫，它不仅直接危

害水稻，还会传播病毒。它不幸碰到了金龟子绿僵菌，

迅速被感染了。感染的第一天，稻飞虱开始发烧，接着
就不吃东西，再香甜的稻苗，它也吃不下了。因为它病
了，烧得越来越厉害，病情持续加重，7天左右僵硬而
亡。它的尸体掉落在田间，或者被青蛙、小鸟以及乱飞
的蜻蜓吃掉。

显然，稻飞虱不是直接毒死的，而是病死的。金龟
子绿僵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夏教授赋予它标靶杀虫
的能力，所有害虫，比如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
稻叶蝉、稻蝗、稻水象甲等，都难逃被感染的厄运。这
是致命的。

在实验室的一台特制的冷藏柜里放有培育出的上
千种真菌，它们在-80℃的冷温下熟睡。一旦取出来，
它们会迅速苏醒。

真菌杀虫已有古老的历史，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
开始使用白僵菌防治松毛虫。考大学或研究生那时，
夏教授没料到自己会改写这段历史。“我国在生物农药
起步早，但我2000年回国后看到我国还没有真菌杀虫
剂登记，全球真菌杀虫剂生产水平还是很低，基本是手
工生产。我只有自己重新来做。”夏教授说。

夏教授最初是棉花专家。他出生于四川省资中县
的一个农民家庭，大学读林学，研究生学农学，研究棉
花。“当时我父亲很不高兴，本来要跳出农门，结果又入

农门。我给我父亲说，你自己都是农民，怎么还看不起
农民。”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很快就成为四川的棉花
专家。“我发现四川不适合种棉花，由于当时纺织工业
发达，棉花才紧俏，所以专业还红火。实际上危机在眼
前，一旦棉花市场放开，四川就不会有人种棉花。”

准备转行。他发现，生物农药的前景以及英国巴
斯大学在这一领域世界领先。到英国去，到巴斯大学
去。1995年幸运拿到中英奖学金，夏教授如愿了。一
年访问学者结束后，再读博士，他的导师是生物农药研
究的世界权威。

为了尽快建立真菌杀虫剂研发基地，1999年还在
博士二年级他就把家人送回国，开始筹建真菌杀虫剂研发

基地重庆大学基因工程中心，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就
立即回国，成为重庆大学生物学的学科带头人。

仅3年后，他研发的杀蝗虫的绿僵菌杀虫剂上市，这是
中国第一个国家登记的真菌杀虫剂。“有了它，并经过多年的
大面积推广应用后，中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蝗虫灾害。”

一下出名了。农业部请他研究杀稻纵卷叶螟、稻
飞虱的绿僵菌。“这是水稻很普遍的两种害虫。结果我
们走了弯路，还是按照国际现有的办法，针对一种虫研
发一种菌，两种害虫就研发两种。”夏教授说，3年时间
完成了研究。“但我发现很多农民买农药时，老是买
错。结果，杀不死虫。”

这给了夏教授很大启示：生物农药不能这样搞。

如果一个虫一个菌，那么水稻几十种虫，就需要
几十种农药，农民不可能买这么多药。“我提出一个
问题：一种植物到底有多少虫，能否找到一种菌，可
以把这些害虫全部杀了。并且，只杀害虫。”

一种植物所有的害虫只需一种农药，这是一次
科学的飞跃。整个思路变了，农民也省事。夏教授
在国际无脊椎动物病理学会第50届年会上公布了
他的成果，顿时，国际生物农药界一片惊呼。多么不
可思议，困扰科学家的生物农药的广谱性问题被彻
底解决了。

一个无比广阔的市场就此打开，高毒农药将逐
渐不再使用。2015年8月，夏教授还在重庆大学老
校区的一栋楼房的屋顶栽种水稻的时候，接见了两
位客人：博恩集团的董事长熊新翔和集团副总裁魏
开庆。对环保生态的共同意趣让他们在见面的第二
个月就签订合作协议，博恩投资建厂生产金龟子绿
僵菌。今年3月拿到完整的国家许可证，随后迅速
建成投产，设计产能为年产1300吨原药、4000吨制
剂。“孟山都、诺维信、拜耳等跨国公司纷纷找上门，
要我们帮他们生产原药和制剂。”熊新翔说。

全球再次震惊。建座厂有啥惊奇的？如果你了
解，这是世界唯一一座规模化生产绿僵菌的工厂；如
果你再了解，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都只能手工生
产，只有中国，重庆，可以机械化生产绿僵菌；如果你
更了解，世界所有生物农药的巨头都梦寐以求实现
规模化生产绿僵菌，那么，你的任何惊奇都正常。

今年，夏教授开始研究小麦的害虫全面防治。
实验一轮接一轮。

现在，夏教授提出了未来两个宏伟目标：让生物
农药比化学农药便宜；一种农药可以解决掉所有害
虫，并且不杀死益虫。这非常了不起。我们再也不
担心粮食、水果的农药问题。

夏教授准备再鼓励我，但我不再犹豫，一口喝下
那杯农药。我感
到一种奇妙的味
道。这不只是
药，也是未来。
我不知道，其他
人喝下后是否和
我的感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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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可以喝
的农药。夏教授让
农药有了双识虫的
眼睛，只杀害虫；而
青蛙、蜘蛛、蜻蜓，这
些害虫的天敌一概

不受伤害。

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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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的远不止
是农药，而是粮食、水
果，人们的健康。我突

然感到手中的那
杯 农 药 沉 重

起来。

夏教授准备
再鼓励我，但我不再
犹豫，一口喝下那杯
农药。我感到一种
奇妙的味道。这不

只是药，也是未
来。

重庆大学教授微笑着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