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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典型派
要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加快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当前，加快智

能化农机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既是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需要，

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要

求，更是自己这样的科技特派员需

要完成好的新任务。

张瑞宏
江苏省优秀科技特派员、扬州大学农
机专家

“十三五”期间，20976

名科技特派员奋战在云南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推广先

进适用技术 2000 余项，累

计在88个贫困县，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 178家，建设国家

级农业科技园区11个，有效

提升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内

生动力。

王学勤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生产转型升

级，服务粮食种植户的需求，离不开农业先进装

备的支撑。”4月 1日，江苏省优秀科技特派员、扬

州大学农机专家张瑞宏教授对记者说，他们已与

江苏农垦淮海农场达成意向，今年将通过产学研

合作，共建示范性的智能无人农场。这对于转变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推动农业向绿色化、精准化

和智能化发展，实现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都具

有很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龚俊杰教授说，

当前，农业生产成本偏高、农艺农机不配套、稻麦

品质偏低等问题仍很突出，严重制约着稻麦产业

高产优质发展，也常常让种植稻麦的农民在生产

过程中犯愁。

如何发挥好高校科技特派员的特殊作用？

近 10 年来，从事农业机械教学科研的江苏省优

秀科技特派员张瑞宏，针对农业生产难点、种植

户的痛点，带领科研团队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

民需求，不断研发先进的新型智能农机，一次又

一次地按下了农机随农业生产前行的“同步键”。

张瑞宏认为，要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加快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当前，加快智能化农机的研

发与推广应用，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时代

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要求，更是

自己这样的科技特派员需要完成好的新任务。

记者了解到，2014 年以来，张瑞宏研究团

队先后研发出双轴匀混秸秆全量还田旋耕机、

北斗农机自动驾驶仪、自走式多功能育秧机、

气爆松土注射施肥复式作业机、可移动太阳

能智能烘干房……这些农业装备，不仅帮助扬

州大学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的乡村发展了生

产，如今在国内也进行了全面推广应用。

张瑞宏说，科技特派员的重要工作是用先进

技术做生产示范。在江苏泰州市农业开发区，张

瑞宏为了验证智能装备的性能和加快应用，带领

团队建设起万亩智能高效优质稻米示范区，先行

先试开展稻麦智能化示范种植，不断改进和完善

技术装备，变过去“能人种田”为“专家种田”，帮

助当地农民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在扬州江都区邵伯镇，为了让先进栽培模

式种出的优质稻米，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张瑞

宏科研团队与扬州大学江都高端装备研究院

合作，专门成立扬州金涛精准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开展绿色化、精准化和智能化示范种

植，并申请注册了“众教授”商标。跟随科技特

派员进行稻米种植的农民高兴地告诉记者：

“我们种植的高品质稻米，已经从农田进入了

寻常百姓家。”

这些年，每次新型农机具研制出来，无论是

酷暑，还是寒冬，张瑞宏都要亲自到田里进行测

试，反复观察机具的作业和实际运行效果。张瑞

宏指导的研究生史扬杰说：“张教授总是顾不上

清洗裤腿、靴子沾满的泥巴，就向使用新农机的

种植户征求意见，再与我们商量改进办法。”

张瑞宏认为，作为科技特派员，应该带领团

队、带动身边的人用科技手段探索高产高效、

优质种植的新模式。

“我们在江苏泰州市农业开发区，选用国内

新培育的江苏优质种源——南粳系列，结合自

主开发北斗导航大数据，实现了对行精准施肥

喷雾，可节省肥料 25%、节省生物农药 30%以

上。”张瑞宏说，团队还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施田

间智能监测系统，实现智能化种植，达到减排减

人减耗的效果，成功探索出了稻麦生产的新模

式，首年示范种植的南粳系列稻米，亩产平均就

达到了 700公斤。

深耕农机研发，让创新成果服务农民

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

把先进智能农机推广到粮食主产区，让粮食生产

实现优质高产，发挥好重要的“压舱石”作用。这

是张瑞宏及其科研团队的心愿。

自 2013 年开始，张瑞宏团队关注西部地区

的农业发展，他们深入内蒙古、新疆等地区，调研

当地农场生产运行模式，共同商讨智能农机推广

应用，通过产学研合作，帮助当地解决农业机械

推广应用效果参差不齐和现代规模化优质高效

生产技术不配套等问题。

2019 年，扬州大学党委书记姚冠新带着张

瑞宏团队来到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开展针对性

调研会诊，并与察布查尔县政府签订了产学研合

作协议，利用学校的技术人才优势，组织科技特

派员帮扶当地农民，重点开展了水稻优质高效高

产示范种植，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工艺、

新装备，提升当地粮食生产水平。

张瑞宏带领团队主动对接当地农场和种粮大

户，共建直播水稻智能化示范田，推广应用北斗导

航成套智能农业装备技术，免去育秧、运秧、机插秧

的成本，有效解决了种植户粮食生产的大难题。

张庭固家是当地“种粮大户”，也是张瑞宏团

队的合作对象。去年，他家种植的伊犁新稻 42，

经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测产显示，

水稻平均产量为 737.12公斤，比普遍采用的机插

秧田，增产 119.62公斤，每亩节约成本 230元。

利用专业特长，解决粮食生产大难题

张瑞宏认为，农业现代化，走向高质量，是一

个系统工程。科技特派员无论是搞研发，还是做

成果推广，绝不能“关着门”单打独斗，必须要依靠

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合力推进，才能让更多地方

用上智能化农业装备新技术。

如今，他负责的扬州大学现代智能农机装备

实验室，已集聚了一批从事结构设计与制造、机电

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领域的高层次人

才，其中不少人同时兼任科技特派员，他们成为了

一支国内有影响力的智能农机研发与推广团队。

用 3年时间，在江苏率先建成一个超万亩规

模的现代智能农业示范基地——这是张瑞宏近

期的一个重要计划。

为此，他放下“一级教授”的身段，以江苏省特

聘科技特派员的身份走南闯北寻求合作，并得到

泰州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江苏农垦黄海农

场、大中农场，金庄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支持。张瑞宏通过联合联建的模式，已在江苏

建立了20多个紧密型产学研合作体，团队研发的

新技术新农机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

“没有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就难以实

现水稻生产优质高效高产的目标。张瑞宏团队提

供的这些新技术真是为我们送来了‘及时雨’，让

我们实现了播种、施肥、施药、除草等生产过程的

精准作业和靶向作业，帮助我们解决了多方面的

生产难题。”高级农艺师、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蒋红云说。

“科技特派员的带动作用大，示范效应好。几

年来，扬州大学通过改变绩效考核方式和创新产学

研合作体制机制，在加快农机人才培养的同时，鼓

励专家、教师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组建协同创新

科研团队，用自己的专长和研究成果服务农村。目

前，一大批专家教授都积极投入农业生产一线，争

当乡村振兴‘提升工程’的带头人。”龚俊杰说。

发挥示范效应，争当乡村振兴带头人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张 平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苏历华 张一博）由湖北省科技厅

组织，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以下简称信息院）和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

所（以下简称水产所）共同举办的“湖北省科技特派员惠农下乡行——水

产专场活动”近日在十堰丹江口市启动。水产所和信息院农村中心的 9

名人员共同组成了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3月中下旬，分别赴丹江口市鲌

鱼原种场、金陂渔场，郧西县名优水产品工厂化流水养殖基地等单位进行

技术指导和相关科技政策宣讲服务。

在国营丹江口市金陂渔场、丹江口市鲌鱼原种场，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队针对春季苗种生产准备工作，详细列出了鱼类苗种人工繁殖前期生产

要素，并对鱼类亲本春季强化培育、孵化设施准备以及集装箱养鱼注意事

项等进行了现场指导。

在郧西县麦峪水库、六郎乡康家梁村和夹河镇箭流铺村水产品循环

槽养殖示范基地，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给出了渔业建设布局设计，高密度

流水养殖循环槽排污系统，双池并列排污管施工设计等整体技术解决方

案，为十里八乡的渔民解决了长期的技术痛点。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还

为渔业生产单位赠送了最新水产养殖技术资料 100余册。

据悉，水产所连续 6年组建科技特派员团队，2020—2021年度共选派

12名省级科技特派员开展全省渔业技术服务，对相关鱼类养殖与生产进

行了实地指导，为当地企业和渔民进行了答疑解惑。

科特派服务团下乡

解惑答疑水产养殖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杨兆雪）“这几天不用着急浇水。

你们看，三指下去有湿土，成块不散，说明麦苗目前不缺水，十天后浇水也

不迟。”3 月下旬，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韩屯镇前店东村的“土专家”田友

江在高标准农田里，耐心地向村民们讲解春季灌溉知识，他同时也是韩屯

镇科技特派员。

连日来，为助力春耕备耕、加快乡村振兴，茌平区科技特派员组团奔

赴田间地头，查看苗情、墒情、病虫草害情，为农民传授小麦田管知识，引

导农户科学管理，为夏季粮食的优质高产夯实基础。

近年来，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茌平区整合资源，发展近百

名科技特派员，包括高校专家、技术人员、乡土人才等，他们深入 34 个扶

贫重点村，手把手指导农业技术，一对一解答疑难问题，开展创新创业和

扶贫工作，推动形成特色鲜明、创新亮点突出、综合效益显著的圆铃大枣、

绿色蔬菜、高品质肉兔、优质强筋小麦“一红一绿一白一农”的产业格局，

为乡村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聊城茌平区发展百名科特派

深入服务扶贫重点村

科技日报讯 （杨子明 周闯 记者龙跃梅）4 月 2 日，记者从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热科院南亚所）了解到，2020

年以来，热科院南亚所农业新材料团队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小组（以下简

称科特派小组）先后深入广东省湛江市的雷州市、吴川市的对接村庄，开

展当地特色产业技术需求调研和技术指导。科特派小组共开展技术推广

示范活动 6次，开展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科技需求调研活动 5次，开办技术

培训课程 4次，培训当地农民 100多人次。

科特派小组在吴川市长岐镇洪江村开展了农业科普课培训讲座，积

极传播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农业新技术，推动科研成果在田间地头落地生

根。农村科技特派员杨子明博士向农户详细介绍了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

政策，讲授了新型绿色农业投入品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并向农

民朋友展示了科研团队的研发成果；同时为当地番薯种植基地提供土壤

养分分析和绿色种植建议报告，为提高番薯种植品质，推进番薯品牌建设

提供技术支撑，受到村民的欢迎和好评。

为推动乡村蚕桑产业振兴发展，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科特派小组联

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多次到长

岐镇新联村蚕桑种养扶贫基地开展产业技术需求调研、蚕桑种养与加工

利用技术指导，解决了蚕桑资源利用率低和种养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农

村科技特派员还与长岐镇人民政府和新联村签订了《共建科技扶贫实践

基地协议》，形成了有效的政府引导，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农村合作社

的“政产学研村”五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乡村振兴合作模式。

为推动“水稻秸秆粉碎打捆—喂养肉牛”技术模式在农村应用，提高

秸秆利用价值，科特派小组先后多次深入雷州市乡村，对田间秸秆粉碎收

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进行了推广，为秸秆回收利用和提高当地农民的种

养收入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撑。

调研农村科技需求

打造五位一体科技服务模式

科技特派员在吴川市长岐镇洪江村开展技术服务。
受访者供图

为表彰科技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先进典型，

不久前召开的 2021年云南省科技工作会议议程

上，增加了一项特别的内容——给群众公认的优

秀科技特派员颁证。董文渊、韩曙、刘发万、邵庆

勇、王庆华、华蓉 6 位科技特派员代表在掌声中

上台接证。

“当地党委、政府和科技部门给了我们很高

的荣誉，激励我们更好地服务三农，帮助更多竹

农，高起点、高质量发展筇竹产业，更好地接续乡

村振兴，早一天共同富裕。”4月 2日，云南省科技

特派员、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说。

在彩云之南，科技特派员有一个施展身手的

大舞台。

2万多名科特派是云南
脱贫攻坚的功臣

在云南昭通大关县，几乎无人不识“竹子教

授”董文渊。

在新笋采收前的关键期，董文渊一面指导木

杆镇的竹农科学管护竹园、搞好幼林抚育，一面

还在为完善“科技竹园”网络和培育乡土人才的

事忙碌着。去年底前，他带着大伙儿建起了 4个

科技示范竹园，培养和表彰了 25位技术过硬、发

展内生动力强劲的乡土人才。“今后，我们还要培

育几百、几千位乡土人才，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

事业中留得下、稳得住、可持续的中坚力量。”董

文渊说。

筇竹是乌蒙山区一度濒临灭绝的竹种，但国

内外有关筇竹的研究却是空白。1994 年，挂职

大关县科技副县长的董文渊，从零开始着手，希

望搞清筇竹的属性，并用它带动山区的乡亲们脱

贫致富。27 年呕心沥血，董文渊推广筇竹种植

近 60 万亩，“竹笋卖高价，竹竿很值钱”，小小筇

竹也成为带动当地 3.66万人稳定脱贫、15.9万人

致富的大产业。

“在竹农心里，他是改变大关父老乡亲生活

和命运的恩人。”大关县林草局副局长谢泽轩说。

近年来，云南省重视科技特派员和科技人才

对贫困县、贫困村和建档立卡户的结对帮扶，围

绕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科技特派

员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创办、领

办、协办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创业式扶

贫服务。云南省还印发《关于新时代深入推行科

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鼓励和支持高校、科

研院所发挥人才、成果、基地等方面的优势，为贫

困地区培养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

农民，增强他们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

“‘十三五’期间，20976 名科技特派员奋战

在云南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2000余项，累计在 88个贫困县，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 178 家，建设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11 个，省级

农业科技园区 38个，县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128

个，有效提升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说起

科技特派员的贡献和成绩，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学勤如数家珍，也格外动情。

务实担当的科特派成为
科技工作者楷模

在 2 月 25 日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朱

有勇，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

究所四级研究员尼章光，以及云南省林业和草原

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宁德鲁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表彰。

“他们是全省两万多名科技特派员的代表，

也是科技工作者的骄傲。”云南省科技厅农村处

处长李佳说。

到目前，朱有勇院士团队已在云南省普洱市

澜沧县推广建立林下有机三七 11629 亩、冬季马

铃薯 17000 亩、冬早蔬菜 10000 亩等多个科技扶

贫示范产业基地，还为拉祜山寨培养了 2220 余

名致富带头人。2019 年 12 月，他被中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称号。

而 34 年扎根基层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尼

章光，牵头组建研发团队和平台，潜心选育出

系列芒果良种 13 个，集成了品种的配套关键

技术，研发技术 5 项，构建了云南芒果优势产

业支撑技术体系，形成了云南芒果产业化发

展格局。

记者从云南省科技厅了解到，从 2018 年起，

云南在省级财政科技资金预算中专门安排科技

扶贫示范资金，支持有贫困县的州市实施科技兴

边富民、产业科技扶贫示范、科技特派员扶贫示

范等项目，并对迪庆藏区、怒江州、镇彝威革命老

区、边境地区等深度贫困地区给予倾斜，先后支

持朱有勇、邓秀新、邹学校等 83位院士专家在云

南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探索院士专家科技扶贫

新模式。

“我们突出了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团和科

技人才对贫困县、贫困村和建档立卡户的结对帮

扶，围绕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与建

档立卡贫困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创办、领办、协办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创业式扶贫服务。”

云南省科技厅副厅长高俊介绍，到 2025年，云南

省科技特派员队伍进一步壮大，新选派科技特派

员 1万人次以上、科技特派团 100个以上；科技特

派员制度将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支持措施和

管理制度将不断得到优化。

彩云之南，两万名科特派有个大舞台

稻田里推广智能农机稻田里推广智能农机

他按下农业转型他按下农业转型““快进键快进键””

张瑞宏张瑞宏（（中中））和团队成员在新疆伊犁察布和团队成员在新疆伊犁察布
查尔县示范田里向使用新型农机具的种植户查尔县示范田里向使用新型农机具的种植户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过国忠过国忠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