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特派在行动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6

新闻热线：010—58884102
E-mail：jiangjing@stdaily.com

■责编 姜 靖 2020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典型派

养鱼，喂牛，种菜，育瓜……在农业常规产业

占主导的宁夏，提起 3400多名科技特派员的创业

服务领域，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便是这些关键词。

当改革的春风吹遍塞上大地，越来越多的科

技特派员已不再满足于用固有思维耕耘梦想。

在市场需求的指挥棒下，他们瞄准高附加值做起

文章，勇敢试水各种新兴产业。

于是，种植花卉、引种榛子、移栽火龙果、饲

养梅花鹿、发展红树莓等“花式”项目，如雨后春

笋般绽放。

新亮点，高收益，宁夏科特派队伍为农民增

收、乡村振兴拓出一条新路。

置身花海，无关四季。这在西北地区是一件

何其幸福的事。当你来到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

乡，这个美好的愿望即刻就能实现。

对于当地人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在科技

特派员周志强的带领下，不但闻到了花香，还能

尝到甜头。花卉种植已经成为这里脱贫致富的

主导产业。

在银川，提起周志强的名字，大家或许比较

陌生，但提起“周景世荣”花卉品牌，很多人都耳

熟能详。专业卖花 27年、种花 13年，周志强从下

岗工人华丽转身为科技特派员，将这份“美丽产

业”越做越大。

2007年，“卖花先生”周志强成立了宁夏周景

世荣进出口有限公司，以鲜切花种植、销售、种苗

繁育为主营业务，旗下不但有花店，还有农民专

业合作社、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技术创新中心。

“我们主要生产玫瑰、菊花、康乃馨等鲜切

花，农民跟着我们干，效益要比种地好得多。现

在公司计划‘两条腿’走路，正打造宁夏地区出口

花卉示范基地呢。”花圃里，周志强娴熟地摘着多

长出来的花苞。

和他一样“不走寻常路”的科特派不少。

红树莓因富含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多

种营养成份被誉为“水果之王”。有科技特派员

瞅准了其中的商机，要将它打造为宁夏继“贺兰

山葡萄”“灵武红枣”“中宁枸杞”之后的第四大名

优果品。

宁夏青禾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自 2009 年成立

以来，为红树莓的落户进行了不懈追求，终于驯

化成功 4 个品种，并计划在移民聚集的永宁县闽

宁镇原隆村推广。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宁夏广大

科技特派员大胆创新，勇于实践，服务热情和创

业活力迸射出耀眼的火花。

原本静静生长在宁夏南部山区一种名叫“羊

奶头”的小野果，在年轻人马丁的努力下，居然成

了闽宁镇移民增收的大产业，并且有了学名——

奶瓜瓜。

而银川欣振养殖有限公司高效养殖梅花鹿，

银川市联万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日光温室立体

栽培火龙果，永宁县春之秋农林专业合作社引种

榛子……无不让人眼界大开。

新点子激发创业活力

王迎霞 通讯员 张纫芳

在农村广阔的天地大施拳脚，宁夏科特派一

点点地把产业做大做强。科技创新，是他们扎实

开展创业和服务的利器。

对于这点，大家体会得越来越深。

起初，马丁以水果品类向外推销奶瓜瓜，顾

客反馈回来的信息说，这种水果虽然营养价值

高，但口味没什么特别。事实也证明，回头客并

不多。于是，马丁开始重视如何将它的产业链

延伸。

他在闽宁镇园艺村获得流转土地 108 亩，开

“不敢想象离了科技创新是什么样”

开展多样化服务并不意味着只秀一秀花把

式，要在放宽眼界的同时脚踏实地，才能给农民

带来好收益。

“根植于实际又不拘泥于现状，他们为全区

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吹来一股新风，为农民增收

趟出了新路。”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

心主任杨勇军评价称。

银川市联万家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郭焕

鑫，2011 年加入兴庆区科技特派员队伍，由最初

普通的草莓种植户发展到集新品种引进、示范、

推广、技术服务于一身。随着草莓种植技术的成

熟，他又筛选出 3 个品种实施草莓火龙果立体栽

培模式示范种植项目，为丰富银川人的“菜篮子”

积极摸索。

草莓种植户人均年增收约 2 万元；合作社周

边 70多位生态移民就业问题得到解决；服务对象

已不仅仅是周边农户，而是辐射广东、海南、贵

州、山东、陕西等多个省区……

2018 年 5 月，郭焕鑫的果蔬合作社与上述省

区种植户签订了 3000 万株草莓苗订购协议及草

莓种植技术合作协议，还为青海、甘肃、内蒙古等

省市的 23个种植户提供“一对一”帮扶，充分展现

了宁夏科技特派员的风采。

技术硬、创业强、服务优。由科技特派员组

成的创业服务团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农增

收效果明显，赢得掌声一片。

女强人王洁为实施产业化发展战略，以“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与当地移民合作创建红

树莓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 2500亩。公司先后获

得全国巾帼脱贫创业示范基地、银川市精准扶贫

产业基地等荣誉。2016年 7月 19日，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的汪洋到月牙湖树莓生态产业园视察，对

公司带动当地移民增收致富所作出的努力和贡

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自 2002 年启动实施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以

来，宁夏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行了有益探

索。未来，将继续鼓励科特派创新性开展农业全

产业链创业和科技服务，扶持农业产业的新业

态、新模式，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更多科技特派员将成宁夏乡村振兴的“先

遣队”。

开展多样化服务不秀花把式

不种菜不种瓜不种菜不种瓜，，大棚里面开满花大棚里面开满花
宁夏科特派宁夏科特派““花式花式””助农增收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讯员 赵清泉

本报记者 叶 青

从“星期六工程师”到在全国率先实施企业

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如今广东探索企业科技

特派员改革又有了新实践。4 月 14 日，记者从广

东省科技厅获悉，今年广东在拨付专项资金，启

动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专项计划的同时，广东

企业科技特派员精准对接平台也已正式上线，

这是全国首个企业科技特派员线上精准对接服

务平台。

首创“揭榜制”，实现精准对接

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企业强烈

感受到科技创新赋能的重要性，它们希望能和更多

科技人才开展研发合作。“我们改革完善省企业科

技特派员制度体系，探索‘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

的企业科技特派员新模式，支持企业通过创新实现

高质量发展。”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记者从广东率先推出的《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

员改革实施方案》中看到，此

次改革呈现“四新”：

一新：转变了传统科技

计划项目主要由政府和专家

提出申报指南和研发方向的

立项方式，探索建立由企业

提出实际研发需求和决定是

否立项的路径，政府给予立

项认可及经费资助的新型科

技计划项目立项方式。新方

案将探索建立主要通过企业

科 技 特 派 员 驻 厂 到 生 产 一

线，帮助企业解决实际技术

问题的新模式。

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副总

经理李奎认为，高校、科研机构老师通过企业科技

特派员这种方式和企业进行合作，把其成果直接转

化在车间，实际上这是一种新型的、更直接的科技

成果转化模式。

二新：首次采取“揭榜制”。通过“揭榜比拼”方

式，实现科技特派员与企业技术研发需求的精准对

接、精准特派，吸引全球优秀科技人才为广东企业

创新发展服务。

三新：通过广东企业科技特派员精准对接平台

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实现企业科技特

派工作闭环。

四新：打破科技计划项目只资助本地机构的惯

例，对与广东企业签订企业科技特派员合作协议的

外地机构给予同等资助。

防骗补，采用研发支出对冲机制

广东企业科技特派员精准对接平台设在华转

网上，由华南技术转移中心运营。此平台如何运

作呢？据了解，企业注册登记后，可在线发布技

术需求及悬赏金额，发布的技术需求数量不限，

但每家企业每年度获得资助的项目仅限一项。

全球高校、科研院所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科研

人员、博士后、在读博士均可申请成为广东企业

科技特派员，特派员采取常态化入库，常年受理

入库申请。

“由于企业的多样性和生产研发技术的复杂

性，通过依托专业第三方平台开展精准对接，利用

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技术，有效解决线下技术对

接效率低、双方缺乏信任机制等问题，实现技术供

需双方的智慧匹配、高效对接。”李奎介绍说。

据悉，广东将重点支持产品创新与技术攻关

类、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类、技术改造与转型升

级类、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发类等六大类技术

需求。如对接成功，广东省科技厅将给予最高 20

万元的省级立项资助。

值得关注的是，为妥善解决原企业科技特派

员有效激励不足问题，广东省科技厅提出“研发

支出对冲机制”。即企业和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

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并实际支付悬赏金额后，广东

省科技厅按照企业支付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立

项资助。该机制设计使得高校获得企业横向经

费，企业获得政府资助，企业科技特派员获得企

业支付的额外报酬，在有效防止骗补的同时，调

动了各方参与积极性。

“广东将在保持企业科技特派员桥梁纽带作用

基础上，探索广东‘精准特派’新模式，着力实现‘五

大精准’：发布‘精准需求’，遴选‘精准人才’，智能

‘精准对接’，解决‘精准问题’，实现‘精准效果’。”

上述负责人说。据悉，改革后的广东企业科技特派

员专项于 4月 15日正式启动实施。

全国首个企业科技特派员线上精准对接服务平台上线

企业发榜政府买单，广东探索“精准特派”模式

“同一块糯小麦地，为什么有的长势好，有的长势差？”“哪些

因素导致了糯小麦叶片颜色青黄不均？”“叶片卷曲，涉及到哪些

虫害？”

春节过后，为了帮助扶贫村备耕复产，华南农业大学农村科

技特派员张林教授和张光辉教授两个团队与云浮市南盛镇枧岭

村、横岗村、料洞村 3 个贫困村对接，指导草莓和糯小麦种植技

术，送去防治草莓病虫害的生物农药。

糯小麦基地工作人员向张林提出了不少问题，张林一一耐

心解答。目前，横岗村示范基地的糯小麦长势良好。

“糯小麦已联系好收购企业，还要等一个多月才能收割，因

此今年糯小麦销售不成问题。农户咨询最多的是草莓销售。”谈

到扶贫村的农产品销售情况，张光辉表示，因疫情期间禁止大规

模人员流动，草莓销售受到了一定影响，团队也耐心地从农产品

营销、品牌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农户专业解答。

据了解，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一直注重发挥农村科技特派

员的作用。2 月 13 日，该厅印发《关于强化科技攻关 实施科

技惠企行动 支撑疫情防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要求发

挥农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指导农村抗疫复产、村民预防营养

康复、科学开展春耕春种春防等工作，相关工作可视同实施重

点派驻任务。

2月 21日，该厅再次向广大农村科技特派员发出倡议，希望

广大农村科技特派员积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综合运用各种农

业科技力量为全省“抗疫情”“保春耕”带来技术保障。

“合理实施‘互联网+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线上线下

相结合抗疫情、保春耕，是广东科技特派员工作的一大特色。”广

东省科技厅农村处负责人说。

记者得知，目前“互联网+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在许

多地方进行了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广东徐闻县是全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国的

三分之一，有着“菠萝的海”美誉。开春，正值徐闻县的菠萝采收

时节，由于疫情影响，物流受阻、销售迟滞，徐闻县 35 万亩的菠

萝面临巨大的销售压力。

为解决徐闻菠萝的销售困境难题，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农村

科技特派员刘义存博士通过新媒体平台宣传来推动“徐闻菠萝”

的网络营销工作，协助策划“线上徐闻菠萝文化旅游节”、利用短

视频讲好徐闻菠萝故事等，成功助力“徐闻菠萝”通过网络销往

全国各地，从而实现了暂停进村入户，不停技术服务。

刘义存的成功并非个案，广东许多农村科技特派员都通过

线上方式，开展技术指导答疑咨询。

“希望借助互联网平台，与农户之间加强沟通，从而及时发现田

间作物生长和病虫害问题，并进行远程指导，保障农民春耕生产，充

分发挥农村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张林说。

与此同时，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还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编写

了全国首本抗疫情保春耕技术指导用书——《战疫进行时 科技

助春耕——2020年春耕生产技术要点》，目前该书已出版。

截至目前，广东 12 家高校、科研院所 1000 余名农村科技特

派员通过网络平台为地方政府、企业、贫困村、农民提供技术指

导，累计达 3000 余次，已覆盖 180 多个对接贫困村，惠及种养殖

农户 2200多户。

广东科特派：

暂停进村入户，不停技术服务

记者日前从四川宜宾市科技部门获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该市广大科技特派员积极响应号召，下沉到基层一线开展

科技服务，助力一线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等工作，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在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方面，宜宾市兴文县部分科技特派员带

领动物防疫、水产养殖技术人员，多次深入水产养殖场、禽类养殖

场、野生动物繁育场等重点场所，宣传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知识，帮

助企业复工复产，并发放消毒药870公斤。截至目前，水产养殖企

业全面复工，水产品存量1万余吨，保障市场供应2000余吨。

在助力开展春耕生产方面，围绕疫情防控期间春耕生产特

点和难点，宜宾市南溪区、高县的部分科技特派员抢抓农时，运

用互联网、新型媒体等平台开展春耕生产、重大病虫害防治等农

技服务。协调农资网点采取“线上购买+线下配送”模式，保障

水稻、玉米、高粱种子、农药、农膜、化肥等农用物资陆续调运，增

强粮食生产能力。

在宜宾市屏山县，为推动在线服务解决春耕生产难题，相关

部门积极发动科技特派员、平台专家、驻村农技员围绕茵红李春

季栽培、羊肚菌种植销售、茶叶生产加工等技术，开展春耕生产技

术线上咨询500余人次。科技特派员陈兴莲从“四川科技扶贫在

线平台”得知屏山县书楼镇180亩羊肚菌面临滞销后，积极协调对

接，帮助羊肚菌种植大户争取30万元贷款解决燃眉之急。

宜宾科特派：

助力水产养殖企业全面复工

李 迪 本报记者 盛 利

四川农业科研人员奔赴生产一线 受访者供图

辟出一个专门的奶瓜瓜种植基地，种下 35万株幼

苗。2018 年，基地产出 3 万斤果实，马丁把果当

成水果卖，把叶子和枝干深加工生产出茶叶、面

膜、催奶产品，还把老果送进了制药厂。

下一步，他打算进军化妆品领域。

而宁夏首家提倡规模种植有机红树莓的宁

夏荣德佰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靠着科技的

力量已发展为集种植、冷藏、观光农业、产品研

发、深加工为一体的大型企业。

“在中国林科院、暨南大学、南昌大学、宁夏

农科院、银川市农牧局、兴庆区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等技术力量的支持下，我们获得了红树莓

生产全过程的指导服务。”该公司董事长王洁介

绍称。

2017 年，王洁将红树莓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2500 亩，当年产量就达 700 吨。基地还和中科院

等科研院所联手研发，深加工出红树莓酒、口服

液及红树莓籽油等高端产品，并通过了国家相关

机构审核认定。

她感慨道：“虽然宁夏具有红树莓种植的天

然优势，但真不敢想象离开了科技的我们会发展

成什么样子。”

名气渐盛的宁夏周景世荣进出口有限公

司，在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和宁夏大学

农学院的技术支持下，2009 年经自治区科技厅

批 准 组 建“宁 夏 设 施 花 卉（银 川）技 术 创 新 中

心”，制定了 4 个花卉生产地方标准，还被授予

全区农业重点龙头企业、农业示范基地等多项

称号。

最令周志强骄傲的并不是这些。

“设施鲜切花关键生产技术集成研究与示

范项目获得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说明

我们科特派还是有两下子的，是真的开心！”他

笑了起来。

在科技特派员的带动下在科技特派员的带动下，，花卉产业成为宁夏银川花卉产业成为宁夏银川
市兴庆区农民增收致富新渠道市兴庆区农民增收致富新渠道。。 王迎霞王迎霞摄摄

开 展 多 样 化 服

务并不意味着只秀

一秀花把式，要在放

宽眼界的同时脚踏

实地，才能给农民带

来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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