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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李 迪 陈 科

科技特派员们积极行动，切实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一大批科技创新项目、金融资本、载体平台向江阴集聚，有力

推动了创新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精准对接，有效打通了技术

与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激发了江阴的创新活力。

许迎春
江阴市科技镇长团团长

“特”有招

◎本报记者 过国忠

来自南昌大学的朱政强教授，已经是第 3 次

来到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宏

科技）了。这一次，他在前两次调研的基础上，精

心准备了一堂培训课，为企业的技术骨干讲授

“焊接应力、应变（变形）技术”，提出通过振动时

效方法解决焊接应力与变形问题。

1 月 28 日，华宏科技研发部部长符杰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非常感谢由科技特派

员组成的江阴科技镇长团，解决了一直困扰我们

企业的技术难题。”

精准把握企业创新需求

选派科技镇长团，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江苏

省的创新实践。“我是第 13 批科技镇长团团员，

团员们积极开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切

实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江阴高质量发展持

续赋能。”江阴市科技镇长团团长许迎春说。

江阴是全国县域经济的领跑者，企业技术和

人才需求多、要求高。第 13 批科技镇长团到任

以来，科技特派员们主动适应新环境，变压力为

动力，突出团队作用、点面结合开展服务，扎实深

入基层一线、面对面对接企业需求。

科技镇长团的科技特派员们会同各板块相

关负责同志，共商发挥科技镇长团作用、推进企

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方式方法。他们向江阴

企业和镇街园区深入宣传人才、科技政策；同时，

积极与江阴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加强协作，形

成合力，力争实现走访调研“三法四清”，即调研

方法上个别沟通与集中走访相结合、面上了解与

专项交流相结合、座谈研讨与现场指导相结合，

企业生产情况上则做到经营规模清、人才引进

清、科技创新情况清、现实困难需求清。

记者了解到，江阴科技镇长团去年 7 月以

来，累计走访企业 398 家 579 次，收集汇总全市科

技、人才等需求信息 300 余条，解决技术难题 30

项，帮助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20 家、瞪羚企业 4 家、

雏鹰企业 11 家。

推动产学研金用结合

在江阴市委组织部相关领导眼里，科技镇长

团是一座桥梁，一扇窗户，一个舞台。团里的每

位科技特派员背后都有一个科教资源富矿。

作为江苏省工信厅的干部，许迎春对江阴的

规上工业企业的发展情况非常熟悉。去年 9 月，

许迎春通过反复协调，组织江苏省工信厅、中国

信通院等专家组，赴江阴市富仁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调研指导工业互联网

二级节点建设，从政策和技术等方面对企业开展

精准辅导。目前，这两家企业都已通过国家工信

部组织的专家评审，正式开展国家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

科技特派员孙吉川来自毅达融京资本服务

公司，成为科技镇长团团员后，他积极走访企业，

目前已在江阴协调投资两个项目，累计投资额达

6000 万元。孙吉川还联系国内多家知名投资机

构，成立了江阴市人才创投联盟，助力江阴创新

创业和创投机构发展壮大。

在科技镇长团全团人员的努力下，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区域创新项目长三角（江苏）国际创新

中心落户江阴；上海交通大学、江南大学分别在

江阴设立了技术转移分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在江

阴设立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东北大学在江阴设立

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等。

“这一大批科技创新项目、金融资本、载体平

台向江阴集聚，有力推动了创新供给侧与产业需

求侧精准对接，有效打通了技术与市场的‘最后

一公里’，激发了江阴的创新活力。”许迎春说。

江阴市科技局局长徐飞介绍，2 年来，江阴

科技镇长团成功举办了 3 场“百企千才高校行”

活动，带领企业到武汉、西安、郑州开展专场招聘

和产学研对接活动。在郑州大学举行产学研合

作会上，郑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机械动力学院、

化工学院等院系部门的 22 位教授与 20 余名江阴

企业家就节能环保、化工材料、机械锻造、高分子

材料、纳米材料等领域项目进行了对接洽谈。

此外，科技镇长团联合江阴市人社局组织近

80 家江阴企业先后赴常州工学院、常熟理工学

院等团员后方单位开展了校园招聘。

“科技镇长团制度的核心是‘高位嫁接’、重

心下移。”徐飞说，“科技镇长团成员作为新时期

的科技特派员，营造了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激

发了江阴创新的内生动力”。

团员尹进组织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

安科瑞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等 10 多家电子电气类

企业赴江苏理工学院专场招聘应届毕业生。

科技镇长团助江阴企业打通技术创新“最后一公里”

科技日报讯 （李迪 陈科）全国科技特派员创新综合服务平台 1 月 22

日在四川广元启动，广大科技特派员可基于此平台实现成果、项目、产品、

人才和资源“五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合力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该平台第一阶段将在四川、重庆、陕西、甘肃等 6 省市的 80 个县

（市）区投入使用。

启动仪式上，北京国农科技特派员创新服务联盟理事长白启云说，经

过 22 年发展，我国各级科技特派员总人数已达 84.6 万人，广大科特派以

技术服务、项目支持等形式，与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结对合作，推动了

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和农村增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希望广大科技

特派员更深入地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他说，建立全国科技特派员

创新综合服务平台，有助于将全国科技特派员聚拢于“线上”，以此打通人

财物事，形成合力、互相助力。

“作为一个基于钉钉打造的面向全国科技特派员的统一门户和数

据库，该平台将对科特派进行网格化组织管理，并提供系统的专业服

务，帮助科特派实现资源集聚和对接，创新农业产业链。”该平台的支

持系统支持方、阿里钉钉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邱达说，未来该平台具

体 服 务 内 容 包 括 注 册 管 理 、信 息 交 流 、数 据 共 享 、农 机 培 训 、资 源 对

接、解决方案制定等。

6 省市启用

全国科特派创新综服平台

“我家 500 亩的柑桔树长势不好，不少柑桔

叶片呈曲卷状，请问如何解决？”1 月初，四川省

达州市宣汉县科技特派员伍福国收到了一条特

殊的求助信息。这是达州开江县的一家柑桔种

植户，通过“四川科技扶贫在线”达州市开江县平

台转发给他的服务需求信息。由于该农户种植

面积较大、咨询问题复杂，接到求助消息后，伍福

国很快上门为农户的果园“面诊”。

在如今四川的广袤农村，科技特派员走村串

户“点对点”服务农户的传统模式，正通过覆盖全

省 88 个重点县的“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实现

“提速、增效”。2016 年，四川省科技厅立足解决

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技术问题，组织建成了“四川

科技扶贫在线”平台，由四川省农村科技发展中

心运行。目前，该平台已组建 6.03 万余名信息员

队伍；建立涵盖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队伍在

内的专家库专家 1.98 万余名；通过 104 个各级运

管中心的“分诊员”实时调度专家；建立完善了相

关考核评价机制。作为“互联网+科技+扶贫”的

服务三农发展新模式，该平台已成为科技特派员

服务农村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也是在 1 月，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宣河乡竹

坝村信息员将咨询信息上报至“四川科技扶贫在

线平台”：“特急！我村贫困户谭九龙家有几百只

土鸡，部分出现不吃食、没精神、毛蓬松、脑袋耷

拉、粪便还带有血色，请专家指点防治办法。”

“根据你的描述，初步诊断为鸡腺胃炎，建议

用胃得乐饮水配合健胃散拌料治疗，三天后如果

还没见效，请再电话咨询。”咨询信息发出 17 分

钟后，平台立即“线上分诊”，指定科技特派员何

晓力及时跟进作了回复。

眼瞅着自家的核桃即将成熟，广元市朝天区宣

河乡宣河村村民李勤远遇到了烦心事，他发现部分

核桃树的树叶发黄、枯萎，还长了许多黑色斑点。

一筹莫展的李勤远通过村里的信息员将问题

发布到“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几分钟不到，广

元市朝天区分管运营中心立即为其进行“分诊”。

令李勤远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广元市科特派员孙

亮就来到了他家，给核桃树进行“线下看诊”。

“叶子上出现这种黑斑，就是典型的黑斑病，

还伴随有炭疽病，严重时连果子都会感染。立即

用药剂进行防治就可以解决问题。”在现场，孙亮

从包里拿出便签写下了药物方案，并留下自己的

电话号码。随后，孙亮在核桃林子里转了一圈，

对李勤远在核桃管护中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进行

了讲解、提示。

“原本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科技特派员居

然这么快就来了，讲了好多种植、管护知识，还送

了我一些书。”李勤远说，如今有了科技特派员网

上“坐诊”、现场“问诊”，再也不担心种植问题了，

今后一定会按照专家讲的方法，把几百棵核桃树

管护好，力争成为村里的核桃高产示范户。

“‘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的建立，克服了

过去科技特派员服务工作中，人工层层传导服务

模式效率低的不足，确保了每个用户的产业技术

需求都能有效满足，可以说平台为农户的产业发

展提供了优质服务。”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教科

线上线下“问诊”直击农户科技服务需求

如今，一踏入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

水平溪村地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绿色”洁净

的产业“道路”，水平溪村似乎被插上了“产业翅

膀”。而在过去，水平溪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山

卡卡”，全村山多地少，缺乏种养殖技术，村集体

经济更是“空壳”。

为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在全村大力发展食用

菌支柱产业过程中，离不开科技特派员线上线下

的支持——通过“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精准

匹配，四川省乐山市科技特派员张其坤、孙鸿强

组成专家团队进村实地探讨，论证种植食用菌的

可行性，最终该村敲定发展大球盖菇产业。

但在实际种植过程中，由于村民们不了解大

球盖菇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没有浸泡透原材料

玉米秸秆和玉米芯，孙鸿强根据相关图片，从原

理上向村民讲解玉米芯泡透的好处和不泡的危

害，并带领村民浸泡玉米芯到深夜一点。

“一个不拿水平溪村集体经济一毛钱的专家

都冒雨在深夜浸泡玉米芯，我们还有啥理由不干

呢。”水平溪村村民宋世军说。随后，全村老少齐

上阵，“撸起袖子加油干”，按照专家们的要求，连

续三天冒雨进行了规范种植。

随着种植规模越来越大，水平溪村村民每次

出现技术问题，都能通过“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

台快速精准匹配到科技特派员，问题也很快能得

到解决。自 2019 年以来，该平台组织的科技特

派员及农技服务专家团队先后到水平溪村开展

了 6 次集中培训，培训种植农户 300 余人次，以

“线上课堂授课”“线下田间实践”等多种形式传

授村民大球盖菇种植技术。

“通过‘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不断引进科

技特派员、农业专家到水平溪村指导、培训，切实

打通了贫困村产业扶贫‘最后一公里’，在全力推

进大球盖菇种植项目落地同时，真正实现了产业

‘空壳村’到‘蘑菇村’的华丽转身。”四川省乐山

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水平溪村村干部表示。

精准匹配科特派 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近年来，“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充分发挥

科技特派员专业服务的优势，面向四川省 88 个重

点贫困县，只要贫困户、企业等有产业技术需求，

均可得到平台帮助。但要想更加有效地解决全省

农业农村产业发展需求、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的信息阵地建设、助力四川省乡村振兴，“四川科

技扶贫在线”平台的全面升级改造也势在必行。

“按规划，在扩大平台覆盖面方面，‘四川科

技扶贫在线’平台将按照‘自愿加入、稳步扩面、

上下联动、全省覆盖’的原则，用 3 年时间实现 21

个市（州）、183 个县（市、区）全覆盖。”四川省农

村科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去年底，

四川已经有各级科技特派员 7037 人，未来平台

将继续完善相关功能，鼓励各地科技特派员“上

线”，成为在线平台专家，通过专家服务栏目为用

户提供在线“云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下

一步将探索开展社会化服务功能。在成果转化

模块的“产业发展个性服务”栏目，企业、专业合

作社组织等用户可发布有偿服务订单，科技特派

员进行“线上抢单”；在成果转化模块的“科技特

派员讲堂”栏目，需求方可以向专家发出现场授

课、田间培训的邀请。

“在为农业公益服务的同时，科技特派员可

通过平台‘抢单’‘揭榜’，按照与需求方达成的原

则，为市场主体提供有偿社会化服务，解决用户

个性化科技需求，提供有偿技术培训等。”四川省

农村科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省级运管中

心 1 个、市级运管中心 13 个、县级运管中心 90

个。预计到 2025 年，平台将建成并运行实体化

运管中心 200 个，整合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 3

万名以上，建立信息员队伍 9 万名以上，累计开

展在线咨询服务 50 万条以上，发布农业科技成

果供需信息 2000 条以上，并促成科技成果转化

200 项以上。

平台上“抢单”“揭榜”服务乡村振兴

四川科特派四川科特派““上线上线””
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科技服务““下沉下沉””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村里有个科技特派员，等于有个‘活财神’。”1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科技特派员服务过的众多贫

困村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

“十三五”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科技局共选派 5 批次、1628 人

次科技特派员，提供技术服务 3.5 万人次，实现南宁市 421 个贫困村科技

服务全覆盖，有效缓解了贫困地区人才匮乏的问题。

推广科学养殖技术、成立合作社服务广大养殖户、引进科技项目⋯⋯

2016 年，广西畜牧研究所科研管理科副科长廖晓光有了一个新身份——

上林县澄泰乡新联村科技特派员。

“我们不怕苦累，想搞养殖，但没技术。”这是廖晓光刚到新联村时当

地贫困户向他吐露的心声。

廖晓光在调研后认为，要致富必须发展产业，而产业发展必须要有科

学技术支撑。为此，他多次邀请科技专家到新联村开展技术示范指导、培

训等服务，不断提升当地农户的技术水平。

廖晓光经过多次走访调研后，将澄泰乡博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定

为养殖示范点。在以示范基地带动辐射周边的同时，廖晓光还深入到各

个养殖场进行技术培训和推广，服务足迹遍布上林县的 6 个乡镇，一项项

新技术在贫困村“生根发芽”。

如今，像廖晓光这样投身田间地头的科技特派员，在南宁市 421 个脱

贫村都能够看到。

南宁市科技局依托科技特派员、结对科研院所、入驻科技型企业，开

展面向普通农户的普适性技术培训和面向种养大户的持续性定制化服

务，为贫困村培育科技种养能手。“十三五”期间，先后培育和服务农村合

作组织、种养大户 3737 个。

南宁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南宁市鼓励自治区级、市级和县乡级

科技特派员组团开展服务，通过区、市两级科技特派员有效带动县（区）和

乡镇科技特派员，有效提升县乡级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水平，培养本土科技

人才。

“通过组织马山县与广西大学农学院、上林县与自治区畜牧研究所、

隆安县与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邕宁区与广西农科院签订合作结对帮

扶协议，发挥了科研院所的人才、技术、信息优势，助推扶贫产业发展。”该

负责人说。

科特派的身影

活跃在广西南宁 421 个脱贫村

南宁市马山县科技局组织科技特派员到白山镇兴华村开展种桑
养蚕技术指导 受访者供图

◎通讯员 吴良艺 冯梓剑 陈秀清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全福说。

截至 2020 年 7 月，“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

在广元市朝天区已累计开展各类产业技术咨询

近万次，服务贫困户 1200 余户，累计发放平台专

家和信息员服务补助 31 万余元，技术服务为农

户增收 1500 余万元，挽回经济损失 150 余万元。

“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的建立，克服了过去科技特派

员服务工作中，人工层层传导服务模式效率低的不足，确保

了每个用户的产业技术需求都能有效满足，可以说平台为农

户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

马全福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教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