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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2020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二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特有范儿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张 桥

当下，位于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沿海的养殖基

地一片繁忙景象。渔民叶友明正忙着将一条条浒

苔绿藻打捞起来，准备送去工厂加工。

叶友明告诉记者，以前，浒苔在渔民眼中是废

弃物，常常富集在养殖的紫菜周围，主要通过阳光

暴晒让其自生自灭。如今，这些“废藻”也能充分利

用起来，通过机械化加工成海苔饼干的配料、鸡饲

料等，成为沿海渔民增收的新途径。

是什么让这个泛滥成灾的藻类“变废为宝”？原

来，自2009年起，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福建医科大学

林文庭教授便携手福建海兴保健食品公司，对福建

沿海大型绿藻浒苔进行开发利用。如今，从鲜浒苔

海藻原料加工、浒苔多糖提取，到浒苔多糖保健食品

的制备生产，浒苔真正实现了产业化应用，也为生态

环境修复、渔民致富开拓了一片“新蓝海”。

实现浒苔工业化生产

走进福建海兴保健食品公司的厂房，伴随着机

器轰鸣声，湿漉漉的浒苔经过清洗、脱盐等工序，变

成了干燥的浒苔半成品，进而加工成饲料、食品、保

健品等。

众所周知，浒苔也是绿藻门的大型绿藻，繁殖力

极强，其爆发之时不仅影响海底其它生物生长，死亡

后，如同贝类杀手，还会消耗海水中的氧气，使养殖

贝类死亡。同时，还会严重影响景观，干扰旅游观光

和水上运动的进行，对环境和水产养殖的负面影响

较大。在我国海域特别是东海海域的浒苔资源十分

丰富，仅福建沿海每年产量（鲜重）达10万吨以上。

但是，这类让人“嗤之以鼻”的藻类并不是毫无

用处。“浒苔自古即为食用和药用藻类，浒苔中含有

丰富的多糖，国内外研究表示，浒苔本身具有很好

的降血脂、抗病毒、抗菌、调节免疫力、抗氧化等多

种生物学活性，因此，需要有效开发利用浒苔资

源。”林文庭说。

林文庭在调研中发现，传统浒苔加工方法主要

是自然晒干，没有工业化利用技术，因此，色泽、风

味、卫生、效率都受到一定影响。如何能够最大限

度保留浒苔色泽风味，提高效率？他首先考虑的是

实现浒苔工业化生产。

为此，自 2009年起，林文庭携手海兴企业开始

了长达 10 年的求索历程。在他的帮助下，企业较

好地解决了清洗、色泽保持与脱盐等技术难题，建

成年加工新鲜浒苔 2500 吨的生产线，完成年生产

浒苔多糖能力为 30 吨的工业化生产线建设，工厂

化生产的浒苔多糖产品具有多糖含量高，蛋白质、

灰分等杂质含量低，功能活性强等特点。

“原来浒苔采集量很少，大部分处于自生自灭

状态。现在，浒苔价值增加了，有效促进了浒苔采

集、渔民增收。”林文庭说。

帮助渔民敲开致富门

早前，海兴公司将出口剩下的浒苔下脚料送到

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并由饲料研究所进行实验。经

过两个月的实验发现，在饲料里添加适量的浒苔精

粉，能让鸡蛋里面的蛋黄胆固醇降低逾 20%。这个

意外的发现，也为浒苔资源开发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为此，在林文庭指导下，企业不仅实现了浒苔

工业化加工，还在国内率先申报以浒苔多糖为主原

料的保健食品，解决了产品应用、因浒苔过度生长

而影响环境等问题，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的浒苔资

源产业化应用体系。

“浒苔摇身一变成为浒苔粉与浒苔多糖，可作

为人类食品配料、健康食品及医药的原料及辅料，

也可用于畜牧业及水产养殖的饲料功能性强化

剂。”林文庭说。

当前，海兴保健企业年生产浒苔加工相关产品

260多吨，新增产值 1060万元。该企业开发的浒苔

多糖和浒苔粉、海苔类功能食品，共生产相关产品

8000多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如今在福建，浒苔这个“宝藏”资源的开发，也

敲开了渔民的致富门，带动沿海渔民及富余劳动力

增收约 720万元，创造 140多人的就业机会。此外，

开发海藻加工技术，促进浒苔加工利用，增加采集

捕捞浒苔，可降低福建沿海海域富营养化海区，减

少赤潮发生，改善海洋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海产养

殖、沿海旅游。

林文庭：把泛滥的浒苔变成宝

在宁夏，连续三年蝉联“中国十大好米饭”殊荣

的叶盛贡米大名鼎鼎。鲜有人知的是，它的生产厂

家宁夏正鑫源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正鑫源），是一家科技特派员创办的企业。

从普普通通的有机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长为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鑫源的

发展得益于科特派创业行动专项的支持和培

育。鉴于在行业内作出的贡献，董事长包立新荣

膺“2019中国商界十大创新人物”称号。

这是宁夏以项目为抓手，提高科特派企业带

动能力的缩影。

近 5 年来，宁夏科特派每年 1000 万元专项

资金撬动社会各类资金投入近 3 亿元，服务区

农民收入比其他地区高 15%以上，受益农户达

百万。

而从 2020年起，专项资金额度又提高至每年

3000万元，更多带动能力强、服务效果好的企业将

受益于此。

宁夏科技特派员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创业。

自 2002年该行动正式启动以来，一大批科技

人员在系列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带着资金、项目

和技术成果深入基层，在自我创业发展的同时示

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进行了有益探索。

彼时，包立新经营正鑫源的前身公司没几

年。想使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他，突然看到了

前进的光。

2009年，他通过科技特派员创业机制，在“贡

米之乡”青铜峡市叶盛镇集中流转土地 12600亩，

建立了宁夏规模最大的有机水稻种植示范基地

及黄河金岸现代农业万亩水稻高标准示范区。

包立新积极开展有机水稻新品种引领与

筛选等 11 项新技术，效果显著。随后，示范基

地被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为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合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他本人

也先后获得全国粮食生产标兵、全国劳动模范

等荣誉。

通过加工产业链的延伸，包立新共带动青

铜峡市及周边地区种植有机水稻面积 3 万亩，

解决了 1500 多户农民的产品销售难问题，农户

增收明显。

回首过去，他感触颇深：“那些年，是国家的

好政策给了我希望和支撑。这也是我围绕‘三

农’创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宁夏科特派制度建立伊始，就设立了科特

派创业行动专项。自治区财政每年划拨 300 万

元资金支持科特派创业，2008 年起，专项额度增

加至 1000 万元。

以此为着力点，这笔资金成为每年撬动近 3

亿元社会资本投入农业领域的源头活水。

广大科技特派员积极引进、集成、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设备，使一大批科技成果和创新模

式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

2019 年，经 5 个地级市组织评审、自治区科

技厅严格审查，全区最终确定立项科特派创业行

动专项项目 157个，涉及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各

领域，涵盖 13个优势特色产业。

“立足项目带动农民致富，只要他们想干，我

们就给力。”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主任王正义如是说。

157个项目，涵盖13个优势特色产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础在县域，难点

在县域，活力也在县域。那么问题来了，县域创

新怎么抓？

王正义总结出两条：首先得有人，其次他们

得有抓手。

“作为我区农村科技创业的重要力量，科特

项目助力创业，促进20万农户增收

随着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专项的扶持

范围渐广，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现了，那就

是经费。

“个人科特派工作量逐渐增大，创业科特派

企业规模逐步扩大，现有项目资金和金融支持已

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创业服务经费不足，自

然削弱大家的积极性。”吴忠市利通区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直言不讳。

王正义对此深表认同。他介绍说，宁夏科特

派创业行动专项每年1000万元的资金，对于一个有

着3400多人的庞大队伍而言，覆盖率只能达到5%

左右。与此同时，专项支持额度非常少，重点项目

仅能获得8万—10万元资助，一般项目也就3万—5

万元。“这样一来，科特派项目的吸引力肯定会有

所下降。”他说。

鉴于各方的金融需求越来越迫切，宁夏科技

厅努力探索和创新科特派创业行动专项支持方

式，决定从最受关注的项目入手，争取加大资金

支持力度。

根据科技厅党组工作部署，宁夏科技特派员

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修订完善了《宁夏科特特派员

创业行动专项管理办法》，协助自治区财政厅完

成了《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保证项目资金能够合理使用。

经与自治区财政积极沟通，宁夏科特派创业

行动专项资金从 2020年开始再次大幅上调，预计

重点项目资金额度将达到 20万元，一般项目 8万

元，项目覆盖率也会达到 10%左右。

“我们计划从原来的项目支持拓宽到项目与

金融支持并行，鼓励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向市场融

资。”王正义透露，凡是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导致

产生费用的，宁夏均给予一定补贴，以降低企业

和个人融资成本。

科技管理部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科特派

创业行动专项项目覆盖面从原来的支持小型企

业，逐步扩大至有一定规模的中型甚至大型企业，

使他们做得更大、更强，从而更好地服务农民。

“全区超过 70%的农业企业都有科特派基

因。大力培育市场主体，我们还得继续努力。”王

正义说。

专项资金再次上调，项目覆盖率翻倍

10001000万撬动万撬动 33个亿个亿，，受益农户达百万受益农户达百万

宁夏科特派创业行动宁夏科特派创业行动““赚大了赚大了””
王迎霞 通讯员 张纫芳 派这支队伍必须用好。”他坦言，宁夏涉农科研院

所不多，科特派企业整体水平不高，主管部门必

须紧扣科特派创业行动专项项目，全面统筹，通

盘安排，支持他们深化创新创业层次和领域，从

而增强引领示范能力及效果。

从 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该中心项目科就提

前组织各县区在册科技特派员申报下年度专项

项目，并及时指导基层科技管理部门完成项目征

集入库工作。

该科科长陈建军的体会是，通过科技计划

项目与市县科技需求紧密衔接，基层科技创新

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为产业发展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

海原县科技特派员田进财，通过带头示范东

西部科技合作推荐的渗水地膜波浪式覆膜穴播

技术，帮扶当地农户种植谷子、糜子获得高产，在

干旱的黄土地上实现了“藏粮于技”。海原 2019

年一举脱贫摘帽，小杂粮功不可没。

吴忠市扁担沟玉国果品购销专业合作社承

担的有机富硒苹果种植技术示范项目，推行科学

化生产和规模化种植，带动周边苹果基地建设

3500 亩，每亩达到了 2600 公斤的产量，亩均收入

达 1万多元。

宁夏华昊葡萄酒有限公司，在专家团队的智

力支持下，每年可生产红酒 500 吨，产品通过

ISO9001认证，获评全国酿酒行业技术能手、自治

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实现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目标……

“紧跟市场，享受政策，基于这两个方面放手

让他们去干，效果不会差。”王正义一语中的。

据不完全统计，宁夏目前由科特派创办领办

的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达到了 1500余家，队伍

稳定在 3400 多人，促进 20万农户增收，辐射带动

100万人。

仅 2019 年，这一群体实施科技成果示范转

化项目近 60 项，引进新技术 1070 项和新品种

1740 个，成为乡村经济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生

力军。

宁夏黄河金岸现代农业万亩水稻高标准示范区宁夏黄河金岸现代农业万亩水稻高标准示范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从从 20202020年起年起，，宁宁

夏科特派专项资金额夏科特派专项资金额

度提至每年度提至每年 30003000 万万

元元，，预计重点项目资预计重点项目资

金额度将达到金额度将达到 2020 万万

元元，，一般项目一般项目 88万元万元，，

项目覆盖率达项目覆盖率达 1010%%

左右左右。。

福建省科技特
派员林文庭正在进
行浒苔多糖实验提
取 受访者供图

“就拿我们扶贫产业基地来讲，560 亩的土地如果种植一般

作物一年的收入也就60万元，如果用来种植黄金百香果，一年收

入可达2000万元。”“真没想到，科技真的能够让黄土变‘黄金’。”

近日，广西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组织当

地种植户开展黄金百香果技能培训，科技特派员为大家算了一

笔账，贫困户的脱贫信心一下子被激发起来。

由于这里的黄金百香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香甜适度，非

常适合北方市场。这段时间，来自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地的

客商络绎不绝。截至目前，该基地已经接到全国各地订单 100

多份 20万件。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南宁市江南区坚持科技助农、科技强

农、科技惠农战略，在科技特派员全程指导下，研究制定了《江南

区开展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帮扶专项行动方案》《江南区“十三五”

科技精准扶贫工作规划》《江南区科技推广和农村改革创新进村

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通过“互联网+”现代农业技术研发与应

用示范项目建设，打造农业科技扶贫产业园，实施科学种养、科

学管理，降低农业成本，增强扶贫“造血”功能，提高农民收入。

仅用两年时间，该城区 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

科特派支招
精准管理作物不费力

2018年，江南区在江西镇那廊村及周边打造了一个约 2000

亩的江南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农业物联网技术集成示范

基地，由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农业物联网云数据中心、农

业物联网数字门户、农业生产决策指挥中心等组成。

在科特派的推荐指导下，园区生产工作人员通过自动气象

站、土壤墒情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设备，可随时随地精准

便捷地掌握园内金菠萝、沃柑等作物的生长环境数据，实现对作

物水果及时精准的管理。

江西镇那廊村贫困户莫建清一家 4 口，夫妻两人常年以低

保作为主要收入来源。2019 年 1 月，莫建清和妻子到园区从事

除草、选果、摘果等工作。“通过在沃柑基地做工，我们两个人每

个月平均能拿到 2000元以上的收入。现在很多工作，科技特派

员教我们使用高科技，不是很费力。”莫建清说。

江南区扶贫办负责人介绍，科特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

科技园区集农业综合循环利用、生态农业观光、水果采摘、贮藏

加工、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与技术培训于一体，辐射带动周边村

屯发展科技农业 15000 亩，也为区内外广大游客提供了一个游

玩的好去处。通过园区示范、孵化，实现科技扶贫，引领江南区

现代农业发展。

以种植沃柑、黄金百香果、冰菜、香水柠檬等性价比高的现

代特色时令果蔬为主，江南区农业科技园核心区初步形成特色

水果、花卉苗木、生态休闲旅游三大产业，其中绿园果蔬产业星

创天地获得广西科技厅的认定。2018 年，江南区打造的“菜篮

子工程”获得全国“民生示范工程”奖。

2019年，江南区农业科技扶贫产业园实现总产值达 5886万

元，销售收入 5350万元。

水果蔬菜“升级”
传统农业有了“科技范”

在江南区延安镇华南村古桃坡的地里，一棵棵高大的芭蕉

树笔直挺拔，浓荫如盖，村民刘发新正忙着护理“越南蕉”。

50多岁的刘发新，在 2015年底精准识别时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仅有的 2亩多的水田，一家 4口人挤在两间旧瓦屋里，

家里的收入经常入不敷出。

在包村干部、帮扶干部的引导下，前两年，刘发新把自己所

有的家底都拿出来，开始种芭蕉和养鸭，增加收入。为了掌握一

套成熟的养鸭技术，他经常参加水果栽培技术培训班，虚心向科

特派请教芭蕉种植技术以及病虫害防治方法。

“经过品种改良、技术改进，芭蕉基地的抗台风、抗病虫害能

力显著提升了，这 10亩地预计有 2万斤的产量，能够带来 3万元

的收入了。”刘发新满脸笑容。

为使贫困农户得到科技带来的实惠，江南区推荐和选派 6

名科特派到 9个贫困村入驻扶贫，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指导等形

式开展精准脱贫服务，组织实施 4项产学研项目，推广先进技术

6项、新品种 5个。

江南区苏圩镇那海村蕾受坡村民方永光 2015 年以前一直

种植稻谷和普通的甘蔗，收入微薄，一家四口生活过得非常拮

据。在城区科特派的指导下，方永光将自家两亩多土地全部改

种特色水果，通过科技种植，成为了全村的致富带头人。最近，

他又申领了 200株黄金百香果苗，仅此项，2020年预计可能增加

收入 3万元。

2019年，江南区科特派共组织贫困村生产技术现场指导 96

次，服务农户 220户，组织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 9场（次），培

训内容涉及坚果、红蜜柚、西瓜种植等产业，培训农民 238人次，

优先培训贫困劳动力、优先指导贫困农户发展高效种植、养殖扶

贫产业，为贫困户发放农业科技术书籍 500册，先后组织 1300多

名贫困劳动力到农业科技扶贫产业园参观，增添了贫困户的脱

贫信心。

专家手把手教

贫困户靠“技术活”在家门口致富

郭超前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科技特派员在指导贫困村民种植金菠萝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