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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曲天泽 刘 琨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作为一所农字号大学，服务“三

农”是青岛农业大学始终坚守的初心

和使命。13年来，学校千余名师生组

成的科技特派员队伍在黄三角盐碱地

上不断耕耘，搞科研、做服务，为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作出了应有贡献。

刘新民
青岛农业大学校长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入夏以来，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明集

乡的黄河三角洲耐盐碱花生研究院实验田里，山

东省科技特派员、青岛农业大学（以下简称青岛

农大）农学院教授王晶珊一直忙着在地里查看土

壤情况，已经播种的“宇花 18号”耐盐碱花生，正

在厚厚的盐碱土层下孕育生长。

王晶珊是东营盐碱地上的“花生专家”。从

2008 年起，王晶珊就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上进

行科技服务工作，把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和资源

带给盐碱地老百姓，也为黄河三角洲送去了科技

致富的“及时雨”。

“作为一所农字号大学，服务‘三农’是青岛

农大始终坚守的初心和使命。13 年来，学校千

余名师生组成的科技特派员队伍在黄三角盐碱

地上不断耕耘，搞科研、做服务，为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做出了应有贡献。”7月 19日，青岛农大校

长刘新民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十四五’期间，青

岛农大继续瞄准盐碱地发展的关键核心问题，发

力‘硬核’科技，将在黄三角盐碱地绘就高质量发

展的崭新画卷。”

“毛坨的‘坨’，就是疙瘩的意思，是说这个地

方是个寸草不长的盐疙瘩。”回想起当年青岛农

大科技特派员来村里和大家一起开荒盐碱地的

情景，毛坨村的村民们说，“毛坨村人都感谢青岛

农大科技特派员啊。”

在黄河入海口三角洲地带的 800 万亩重盐

碱地上，怎么脱贫致富，始终困扰着老百姓，也是

青岛农大一直牵挂的事。刘新民表示，13 年前，

青岛农大从东营市利津县毛坨村起步，开启了在

黄三角盐碱地的科技服务。学校为毛坨村量身

定制农业生产规划，成立了 5 个专业实验室，选

派专家教授组成土壤、果树、蔬菜、农学、食用菌、

水产和园林 7 个科技特派员团队入驻毛坨村。

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

展规划》后，学校立即与毛坨村合作共建“东营青

农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综合利用及生态农业研究

中心”，又建成“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研究

院”，“盐碱地项目”成为学校开展社会服务的重

要抓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青岛农大科技特派

员们针对毛坨村土壤情况研发和推广了系列耐

盐碱农作物新品种；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经

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度上升；提高农业生产技

术含量，盐碱地改良、上农下渔、无土栽培、稻

鸭共生、耐盐林果、粮油栽培等六种生产模式

为主的盐碱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陆续在村里示

范推广……青岛农大科技创新+优质服务让这

片盐碱地农业生产“久旱逢甘霖”，取得了显著

经济效益。

就这样，在一代代专家教授、一批批科技特

派员的苦干实干下，一个个相继落地的农业科研

项目，一批批相继推广的新品种、新模式、新技

术，在毛坨村“开花结果”，盐碱地上脱贫致富的

“农大实践”在黄河三角洲推广开来。

“农大实践”在盐疙瘩地开花结果

“当时就觉得盐碱地上的老百姓太苦了，花

生是高价值经济作物，只要能选出几个耐盐碱的

好品种，就能让种植者过上宽裕的生活。”回忆起

到黄三角的初心，王晶珊道出了自己朴实的想

法。“但我们很快发现，解决农民‘致富’问题不能

凭借短时的增收，只有夯实产业根基，让乡村具

有‘造血’功能，才能激发农民的内在动力和蓬勃

活力，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王晶珊说。

开出“良方”为乡村振兴赋能

仲夏，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生态高效农业

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生态农业研究院）

的盐碱地智慧草畜一体化示范场里，农业物联

网智慧化设备正实时监控着草场的土壤和空

气温度、湿度，以及草场上的风力、降雨量等

基本情况。

2015 年，国务院批复设立“黄河三角洲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农高示范区）。

2017 年，青岛农大与农高示范区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建立了生态农业研究院。学校瞄准发展前

沿，抢占“互联网+”发展高地，集中打造了一系

列智慧化集成示范基地，进一步加快盐碱地产业

振兴发展。赵金山告诉记者，学校 19 个专家科

特派团队现已入驻研究院，开展了超过 20 项不

同层次的科研项目研究。

“‘农业生态化’和‘优质种植产业化’是当前

生态农业研究院和科技特派员们开展科研创新

和进行科技服务的两大核心。”青岛农大科技处

负责人赵龙刚介绍，生态农业研究院将创建国内

首个耐盐碱作物智能精准育种技术平台，“项目

建成后，科技特派员们将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需求，建立盐碱地作物种质资

源圃，开展盐碱地耐盐碱植物产业化示范工作。”

赵龙刚说。

在利津县明集乡，正在建设中的花生小镇成

为学校进行盐碱地农业集成示范的另一个典

型。2020 年，由山东青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

合青岛农大在此建设的黄河三角洲耐盐碱花生

研究院拔地而起，该研究院以王晶珊团队花生研

究工作为基础，以“公司+大学合办研究院”的模

式集合展示耐盐产业成果，科技特派员们则在这

里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服务，推动耐盐高油酸花

生和耐盐植物产业链健康发展，催生新的经济增

长点。

去 年 底 ，青 岛 农 大 主 持 实 施 的 山 东 省 科

技特派员行动计划——黄河三角洲耐盐碱花

生新品种栽培与云服务推广示范项目也已落

地东营，开启了盐碱地智慧化科技服务的新

篇章。

“在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总结会议

上，青岛农大作为科技特派员组织实施单位受到

科技部通报表彰。开展社会服务是高校的重要

使命，也是学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重要内容。青岛农大将继续聚焦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着力开展盐碱地

种源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新品种、新技术的示

范推广，为黄三角盐碱地的乡村振兴作出新贡

献。”刘新民说。

开启智慧化科技服务新篇章

山区县域推进乡村振兴，人

才是一大短板。因此，对科技特

派员项目的扶持显得尤为重

视。科技局积极对接特派员所

在单位，集聚人才资源，以期充

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

程东
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科技局局长

资讯台

“二十多株金桂树苗，按特殊技法捆成一簇，

等几年后底部树根交融，顶部冠幅撑开，每簇成

品市场价可达数千元。”指着面前的试验田，浙江

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下派科技特派员张

庆良介绍道。

7 月，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漈镇进入旅

游旺季。园艺栽培、农旅项目、果树管护、康养培

训……对张庆良来说，每年夏天尤为忙碌。

2013 年，张庆良作为温州市科技特派员入

驻百丈漈镇，通过调研当地产业与经济发展现

状，最终选定休闲旅游作为该镇突破发展的方

向。由于当时镇上并无专业化企业，经过多方比

较和考量，他选择了百丈漈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

作为突破口，开启了自己农旅融合“多面手”的成

长之路。

育好“大树”，带动“林下经济”

2013年 9月，文成县百丈漈瀑布被上海大世

界吉尼斯总部认证为“中国单体落差最高的瀑

布”。同年，与其仅相距 2 公里的百丈漈花卉苗

木专业合作社开始向休闲农庄转型，成立天顶湖

生态农庄。

一座微缩版的百丈漈假山，几个小包厢和十

几间客房，挤在占地 50多亩的苗木基地，那便是

天顶湖生态农庄的雏形。

“苗木合作社效益有限，我有了转型办农庄

的念头，刚开始心里也没底。”天顶湖生态农庄负

责人赵东远说，适逢科技特派员张庆良开展调研

工作，帮扶镇里脱贫致富，他提出利用合作社苗

木资源，走农旅融合的路子，双方当即一拍即合。

通过培育一棵大树，形成标杆吸引游客；带

动“林下经济”，促使当地旅游产业达到一定体

量，逐步让更多村民分享红利，是张庆良的规划

思路。

通过各种努力，张庆良促成了天顶湖生态农

庄发展成为占地 400 亩的生态休闲庄园。加之

利用苗木基础优化的园林环境，短短 6 年时间，

该农庄年接待游客数翻了近四番，营业额也从

1000 余万元猛增至近亿元。农庄的成功转型，

点燃了当地文旅产业的星火，文成县一大批农旅

项目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天顶湖生态农庄现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个典范样板。“2019 年底，农庄拓展经营

范围。如今农庄除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外，还

向周边农户、合作社订单收购果蔬、畜禽等农产

品，带动了乡镇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赵东远介

绍。截至目前，天顶湖生态农庄辐射带动周边近

300户农民共同发展了相关产业。

做精园艺，拓宽致富路径

百丈漈镇八都村园林景观造型基地，由绿藤

交织而成的八角亭、各式各样的动物造型景观

树，尤其吸引路人眼球。

“该基地也是天顶湖生态农庄打造的。这里

的绿植景观树造型独特，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我们

很看好这块市场，不仅设计了多种造型的创意景

观树，还就关键培育技术申请了专利。”张庆良说。

“山区县域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一大短

板。因此，对科技特派员项目的扶持显得尤为重

视。”文成县科技局局长程东表示，科技局积极对

接特派员所在单位，集聚人才资源，以期充分发

挥科技特派员作用。

2020年 11月，经张庆良牵线搭桥，浙江省农

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物研究所）

和天顶湖生态农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从单个科

技特派员的服务升级为所企战略合作，多学科、

多团队全面助力百丈漈镇乡村振兴。

“深化百丈漈镇农旅融合，我们首先选择了

附加值高、成本较低的创意苗圃开发种植作为切

入点。”张庆良说，作物研究所相关学科团队在天

顶湖生态农庄内开发的创意苗木产品，吸引了一

批种植户联合种植，还相继收到了绿化项目的产

品订单。

“多年来，张庆良老师不断拓展自身专业领

域，帮助企业提升休闲度假、文旅游憩、科普教

育、农事体验、康养膳食、中小学生研学等项目，

使农庄保持竞争力。”赵东远感慨道，从农业企业

转型农旅融合，企业家若单打独斗很不容易，要

由衷感谢科技特派员及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

据了解，为使农庄的旅游经营没有淡季，近

3 年，张庆良协助天顶湖生态农庄成为省级森林

康养基地、温州市青少年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张

庆良累计举办果树栽培、花卉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中药材产业经营等培训班 7期，培训 400多人

次。

“今年 4 月，2021 全省美丽城镇样板创建名

单出炉，百丈漈镇榜上有名。天湖康旅项目等投

资项目正在建设，自己得抓紧时间储备知识，以

期在后续工作发挥更多作用。”张庆良说。

扎根浙南小镇，他长成了农旅融合“多面手”

青岛农大副校长赵金山表示，如今，学校科

技服务范围从毛坨村向黄河三角洲辐射扩展，学

校与东营市的合作不断深入，双方签署了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学校还与利津县政府签订校地战略

合作协议，青岛农大乡村振兴研究院（利津）也揭

牌成立……一系列合作的推进加速了政产学研

用结合。

以盐碱地适生种质资源为基础，青岛农大科

特派构建了花生玉米间作模式、花生棉花间作模

式等多种新兴高效生态农业系统，为当地产业结

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学校先后组织

选派 12 个学院的 27 支研究团队、200 余名专家

教授和 200余名研究生，组成科特派团队进驻东

营市，开展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推出一批适宜

盐碱地生产的农业新品种和栽培、种植技术，为

盐碱地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开出了一剂剂脱贫

致富的‘良方’。”赵金山介绍，围绕盐碱地综合改

良和高效利用，青岛农大累计申请各类科研项目

76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37项；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开展农业生产，累计

节水 30 亿立方米，粮棉油作物累计增产 3 亿公

斤，直接经济效益 15亿元；引种、试种、筛选了小

麦、花生、甘薯、玉米、苜蓿等作物耐盐种质资源，

育成或审定抗旱耐盐碱农作物新品种 21 个，筛

选、鉴定、培育耐盐白蜡、榆树、竹柳、盐柳等苗木

品种 10 余个，引进耐盐葡萄品种 8 个，种植滨海

生态改良植物 300亩。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7 月 16 日，记者获悉，在广东省企业科技特

派员地市行南沙站活动中，来自中科院广州先进所、广东省科学院、长春

中医药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知名专家，为超过 50 家企业技术难题

进行“号脉诊断”。

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员地市行活动聚焦“双十”产业集群中，广州市

南沙区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企业技术

需求及发展痛点展开研讨对接。

广州科慧健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慧健远）是一家落户在

南沙的生物医药中小企业。“我们希望通过对接活动，请教生物医药与人

工智能跨界的功能性解决方案、实验数据的实时获取等问题，这些都是我

们生物医药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需要的技术支持。”科慧健远总经理陈

亮对该活动大加赞赏。他表示，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与专家面对面的交流

机会，方便更准确地沟通相关解决方案，完善现有技术和产品。

企业科技特派员地市行系列活动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与专家进行“技

术面诊”的机会，同时也为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提供了展示平台。“这款水

性环保产品，可直接薄涂于金属、玻璃、塑料、木材、石材等，在室温下自干

形成有超疏液表面的涂层。”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杨明瑾博士

在活动中展示了团队研发的特殊水性环保产品。他说：“希望通过项目展

示，找到应用方合作，将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从吉林赶来参加活动的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娜表示，众多生物医

药企业在南沙汇集，未来在中药材机制研究和产品开发方面，将有广阔的

科研成果转化和落地的机会。

2020 年以来，广东省科技厅在全国率先探索“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导

向”的企业科技特派员“揭榜挂帅”新模式，推动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309家优质特派员派出单位入驻华南技术转移中心着力打造的新型技术

转移线上服务平台“华转网”，促成 591项技术需求成功对接转化，撬动企

业需求悬赏总额达到 1.73亿元。

对接企业技术需求

广东企业科特派现场“号脉开方”

中国水稻种植面积在世界产稻国中位居第二，但却是世界第一大稻

谷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约 60%的人以稻米为主食，水稻是我国最重要

的粮食作物，在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

居国内粮食作物首位。

香米是一种具有特殊芳香的优质稻种，颗粒晶莹，透明如玉，营养丰

富。据史料记载，我国西汉时期已有香米种植，唐代武则天时期香米被列

为贡米。如今，香米在饭桌上仍然备受欢迎。

据了解，每年粤港澳大湾区都要进口 1000亿元以上的泰国香米等高

端香米。如何让国产的香米“香起来”，产量高起来？

记者 7 月 18 日得知，华南农业大学农村科技特派员唐湘如教授及团

队，针对性地研究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成果“香稻增香关键技术

研究及其应用”，解决了我国香稻香气不如泰国香米浓的问题；还解决了

在同一地区，使用同一香稻品种连续种植时，香气明显下降且产量不高等

技术难题。

“水满田畴稻叶齐，扎进地头搞科技”，唐湘如教授及团队积极开展

“科技助农”行动，从香米的播种育秧、田间栽插、病虫害防治，到收获加

工，多位科技特派员在田间地头加强香稻增香（富硒）栽培技术和全程机

械化作业技术推广，大幅度降低了人工成本，增加了农民的种稻效益。目

前，唐湘如团队的技术成果已在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吉林、黑龙

江等省累计推广 5000多万亩，增收近 140亿元。

在广东省的从化香米产业园、龙门丝苗米产业园、兴宁丝苗米产业园

和罗定丝苗米产业园，唐湘如教授及团队把科研成果“种”在了田间地头，

多项科研成果得以成功转化。从香米新品种、香米增香栽培技术到香米

保香贮藏加工技术，在香米生产的全产业链上，科技特派员通过为种植农

户统一提供种子、统一提供增香栽培技术操作规程、统一提供香稻专用绿

色农药、统一提供贮藏及加工等科技服务，创造了香稻生产的一个又一个

奇迹。2020 年，应用丝苗米富香提质增效技术生产的双季香稻谷，亩产

达到 1300.12公斤，突破了香稻产量的纪录。

科技特派员们还创建了丝苗香米品牌并申报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开发品牌香米 14个，提升丝苗香米价格 2倍以上，使稻农每年每亩地增加

纯收入 1000元以上。

科特派唐湘如：

让国产香米成增收利器

典型派

◎本报记者 龙跃梅

唐湘如教授在田间指导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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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角盐碱地上书写致富经黄三角盐碱地上书写致富经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