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作为贵州省“1+8”

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之一，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高度重视“党建+人才”发展模式，通过与辖区

内的贵阳学院共同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科技

人才深入企业和生产一线，“把脉开方”解难题。

7 月 23 日，科技日报记者在当地采访发现，

这种校地合作模式，让专业与产业产生“同频共

振”，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创新引擎，也

产生了“1+1＞2”的效果。

校企双赢，最大化利用学院资源

“希望王老师多为我们解决一些特色食品的

储运难题，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位于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贵州味特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味特食品）总经理潘志焱口中的王老

师，是贵阳学院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主任王瑞，他

正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到企业开展科技服务。

味特食品主营业务为净菜生产、加工和配

送，对于净菜产品的保鲜技术要求极高，这与王

瑞“农产品采后贮运”的研究方向高度匹配。

于是，作为科技特派员入驻企业后，王瑞开

始与企业共同开展充气包装净菜的生产研发，为

每一个不同的净菜产品调配最适合的气体配比，

最大限度地提高保鲜期。

在调试新购买的气调包装机时，王瑞借助贵

阳学院现有的残氧仪，检测出包装机气体配比的

实际值与设置值相差过大，从而发现机器真空泵

存在问题。味特食品马上联系商家更换部件，避

免了使用机器可能带来的问题，为企业挽回了经

济损失。

王瑞说，像残氧仪这样的检测仪器价格昂

贵，企业仅仅为了调试设备而购买的话，性价比

不高。“借助科技特派员制度，我们不仅帮助企业

解决了问题，同时也让学院资源得到最大化利

用，促进了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了

双赢。”

纾困解难，把理论转化为实际

“有机会被派驻到企业去做服务，让我能把

理论转化为实际。”来自贵阳学院食品制药学院

的教师杜斌，也是一位科技特派员。

杜斌觉得自己擅长做基础研究，但不擅长和

企业联系实现成果转化。2019 年，他在辣椒酱

生产工艺上有了突破，鼓起勇气找企业去上门洽

谈，结果被企业以成本过高为由拒绝了。然而半

年后，杜斌却发现这家企业用他的配方思路进行

了生产，这让他非常难过。

如今，科技特派员这个身份，让杜斌似乎找到

了发光发热的地方。他服务的是贵州国蕊生物科

技公司（以下简称国蕊生物），主营食药品检测产

品研发。杜斌的特长在国蕊生物得到了发挥，很

快他的研究成果帮国蕊生物研发出了“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试纸”，这种试纸在几分钟内就能测出猪

肉是否有瘦肉精，能节省大量猪肉检测成本。

国蕊生物负责人令狐克勇说：“技术人员容

易在研发中陷入固定思维，杜老师的到来为企业

打开了另一扇窗。”

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与杜斌、王瑞一

样为企业纾困解难的科技特派员，还有 6 位：杨

文佳与贵州金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团队合

作，配合公司对新冠肺炎和甲流肺炎快速检测试

剂盒进行开发研究；曹森围绕贵州黔山良农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存在的短板开展工作，正在制定相

应的产品标准，对部分产品进行技术优化；葛永

辉根据贵州济仁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及自

身专业特点，就提升浸膏中有效成分进行开发研

究……

深化融合，促进人才双向流动

去年 9月，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与辖区内

的贵阳学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支持大学

毕业生创业就业、建立高层次人才双向流动机制、

合力引进国内外尖端人才等 8个方面开展合作，

深化校地融合发展。其中，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

就是促进高层次人才双向流动的重要工作之一。

“通过提前走访、召开座谈会，我们深入了解

了辖区企业需求，按照自愿原则确定了 8家涉及

大数据、食品、制药等业务的企业，对应遴选出 8

名优秀专家人才担任科技特派员，为企业在科研

项目、运营管理、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技术交流

和指导。”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党工委政治部

人才绩效处工作人员王云霄说，科技特派员任期

一年，由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和贵阳学院为每

人每年提供 5000元的生活津贴和 5000元的工作

经费。

为了让科技特派员真正扎根到企业，贵州双

龙航空港经济区与贵阳学院还建立了相关考评

方案，通过查阅工作日志、现场核实、随机抽查、

征询服务对象意见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如今，8 名科技特派员坚持每周至少到企业

进行一次现场指导，详细了解企业在产品研发、技

术升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企业技术团队一起

商讨解决方案，并利用贵阳学院实验设备帮助企

业进行产品研发，获得了各家企业的一致好评。

截至目前，8 名科技特派员累计到企业服务

近 100次，为企业在产品研发、解决技术难题、项

目申报等方面提供帮助 30多次。

他们的到来给企业研发打开了另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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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 讯 员 陈海洋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通过与辖区内的贵阳学院共

同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

科技人才深入企业和生产

一线，“把脉开方”解难题。

校地合作模式，让专业与产

业产生“同频共振”，为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创新

引擎，也产生了“1+1＞2”的

效果。

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曾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法宝”，但这

种做法却是伤害土地和农产品的“魔棒”。现在国家大力发

展绿色农业，提倡转型升级，农业生产必须“减肥”，这是农业

科研工作者，更是科技特派员的重要任务。

刘岚
科技特派员、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何星辉
实 习 生 周泓汛 张 华

“村里来了一个让土地‘减肥’的科技特派

员，把自己的手机开通成了‘农情电话’。我们有

疑难问题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咨询，不论白天还是

夜晚，不论上班时间还是周末节假日，这位科技

特派员的手机都能打通。”7月 24日，宁夏固原市

隆德县神林乡双村村民马军告诉记者。

马军说的那个人，就是刘岚。

2018 年，宁夏从科技特派员中选派“三区”

人才开展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工作，刘岚受隆德县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推荐、科技局委派，于当

年 6月来到双村开展技术服务，从此和乡亲们打

成了一片。

刘岚进驻双村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村两委班

子沟通，摸清该村发展现状。

双村辖 4 个村民小组共 316 户 1037 人，总耕

地面积 3887 亩。彼时，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有 123 户 447 人，截至 2019 年还剩 3 户 7 人未脱

贫，贫困发生率为 0.56%。

刘岚发现，双村虽然种植蔬菜多年，但每家

每户种植杂乱，品种单一老化，种植过程中还盲

目大量投入化肥用量，农药使用数量和种类逐年

增加。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优新品种和标准化生

产技术应用程度低，厚种薄收。

他紧紧围绕村两委制定的冷凉蔬菜、草畜、

旱作节水设施农业三大主导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针对种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开展技术培训，

同时发挥 20 户科技示范户的示范带动作用，带

动全村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每逢农闲季节，刘岚都要为村民进行蔬菜标

准化生产集中培训。马军笑着说：“他还免费给我

们发培训材料和生产物资，不参加都不好意思！”

其实，作为科技特派员，刘岚更注重现场指导。

为了使村民尽快掌握蔬菜种植管理技术，他

深入菜棚和田间地头示范指导，不厌其烦地讲给

菜农听、做给菜农看，使广大村民基本掌握了蔬

菜的田间管理要点，在病虫害生物综合防治等方

面有了很大进步。

让每个种植户都能懂技术、会管理、善营销，

这是刘岚给自己定的“任务”。两年来，他共在田

间地头现场指导 112 次，先后发放培训资料 70

套，高氮颗粒性水溶肥 70袋、钙肥 150袋，生物农

药 150套。

要让村民懂技术、会管理、善营销

农业科研工作者、尤其是科技特派员的初心

和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刘岚在内心问了自己

很多年。

把深入一线作为工作的基本要求，把提供技

术服务作为主要责任，把农民需求高于一切作为

最高原则。除此之外，他又加了一条，那就是积

极践行国家化肥农药“零增长”政策要求。

“过去粗放式的农业发展模式，使过量施用

化肥和农药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法宝’，但实际

上这种做法是伤害土地和农产品的‘魔棒’。现

在国家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提倡转型升级，农业

生产必须‘减肥’，这是农业科研工作者，更是科

技特派员的重要任务。”刘岚说。

说起来容易，真正到了实施的时候，怎一个

“难”字了得。

要减少农药化肥用量，推广生物农药的应用

率，刘岚决定先从思想上对村民说服教育。

一边引导，一边示范，慢慢地，老乡对刘岚提

倡的配方肥、大量元素水溶肥等新方法能够接受

了。

接下来，他开始指导农民根据蔬菜种类、

栽培方式、作物需肥规律、土壤养分状况进行

配方施肥，同时采用少量多次的方法，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量。

刘岚的这些努力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发

挥了重要作用，双村蔬菜种植化肥使用量降低了

15%以上，农药使用量降低了 13%以上。安全

化、标准化、品质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随之而来的，是全村蔬菜种植面积的稳步增

加，加之去年市场价格一路飘红，菜农们的钱袋

子明显鼓了起来。通过规模经营、能人带动、农

户参与等多元化发展，双村的蔬菜产业呈现出良

好发展势头。

发展绿色农业，必须减少化肥用量

通过刘岚的努力，双村 95%的菜农都熟练掌

握了实用蔬菜种植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技术的推

广 应 用 率 高 达 92%，平 均 亩 产 量 比 上 年 增 加

13%，产品质量达到无公害蔬菜标准。

除了开展“点对点”的技术示范指导，刘岚

说，科技特派员还应有自己的“诀窍”。

“农技不能瞎推广，盲目跟风是大忌。必须

按照当地水源、耕地等自然生产条件，科学确定

设施蔬菜种植类型和模式。”刘岚说。

首先，他推广适宜双村种植的新品种和新

技术。

经他推广的 4 个辣椒新品种、2 个番茄新品

种，以及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高垄覆膜单

株稀植栽培等 6 项技术，在实际生产中，不仅产

量和品质得到了提高，还大大减少了化肥和农药

用量，节省了成本投入。

与此同时，刘岚积极与蔬菜专业合作社进行

合作。“这就把蔬菜种植户的销售难题一下子解

决了。此前，由于受市场价格影响，全县亩产普

遍减少，而双村通过合作社的带动，亩产值高于

全县平均水平 17.5%。”他介绍道。

抓住惠农政策，推动产业发展，是刘岚的第

三个经验。

近几年，隆德县委县政府多措并举，对农户

种植给予政策性资金扶持，有力推动了设施蔬菜

提质增效。刘岚关注并学习、熟悉相关惠农政

策，并鼓励和引导双村的农户积极获取政策支

持，发展蔬菜产业。2020 年，双村辣椒、甘蓝、娃

娃菜、芹菜等冷凉蔬菜种植，产量和质量都在前

一年的基础上有了大幅度提高。

“因为有刘岚这样的科技特派员，我们农民

搞种植只管放心大胆地干就是了。”马军说。

推广农业技术，三步“妙棋”提质增效

资讯台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刘先平 记者雍黎）“今天知道了重庆市江

津区政府的扶农政策，又掌握了魔芋在高温高湿期间病虫害防治的

实用方法，真的太感谢专家们了。”8 月 2 日，在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

镇双凤村，村民们对科技日报记者连声称赞江津区党员科技特派员

志愿服务团。

江津区党员科技特派员志愿服务团，是江津区委宣传部、区科技局以

“三下乡”活动为契机，结合主题教育，扎实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

要实践。李英是党员科技特派员志愿服务团的负责人，他已是第六次带

着团队成员到四面山镇双凤村开展技术指导。无论酷暑寒天，无论刮风

下雨，党员科技特派员志愿服务团都活跃在田间地头，服务“三农”，宣传

党的政策、传播农业科技、引领农民致富，成为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的“摆渡人”。

江津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勇介绍，这支队伍由来自不同专

业、不同单位的 12 名党员科技特派员组成，他们针对江津发展花椒、柑

橘、魔芋等特色农业、智慧农业的需求，为群众开展技术指导、政策宣讲

等服务。

在白沙镇芳阴村，李英现场讲解了魔芋轻简化栽培方法，每亩节

约成本 500 多元；在慈云镇一水村，程玥晴指导村民建成面积 1100 亩

的优良花椒品种九叶青种植示范基地，集成国内外花椒野生资源、选

育材料 22 份，栽培种子 1600 株；在西湖镇关胜村，朱仁山、蒋刚、李志

琦示范了生态富硒稻有机栽培技术，让“朱院士”牌天然硒米达到高

硒无农残健康要求，该村种植的硒稻成为江津唯一被评为重庆市优

质扶贫农产品；在龙华镇新店村，张云贵示范推广了“云贵脆橙”新品

种，亩产超过 1500 千克，每亩经济效益逾万元；在油溪镇金刚村，郭爱

民现场指导绿色蔬菜栽培管理技术，每亩多增收 800 元；在四面山镇

双凤村，周永华、黄振霖等针对魔芋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容易患病的情

况，现场进行了病虫害防治、配方肥料选用、田间管理技巧等技术指

导……

据不完全统计，党员科技特派员志愿服务团结合“送科技下乡”，先后

深入基层一线，针对村、社区和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需求，开展

政策宣讲、技术培训、致富引领等科技服务 500 多人次，把科技服务做到

农民心坎上，让党旗在基层科技战线高高飘扬。

重庆江津党员科特派

科技服务做到农民心坎上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记者 8 月 2 日获悉，为推动广州市农村科

技特派员项目，推进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乡村振兴战略行动工作的实施，

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广东农科院）作物

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物所）花生研究室李少雄研究员一行 6人前往广州市

从化区吕田镇三村广州从化思乡源花生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思乡源合

作社），对花生新品种“粤油 43”的表现进行调研。

“粤油 43”是广东农科院培育的高产抗病花生新品种，今年开春时

节，作物所的科技特派员到思乡源合作社开展春耕调研，并根据当地环

境气候和土壤情况，向当地农民免费派送了“粤油 43”种子和栽培技术

规程。

李少雄一行和思乡源合作社农户一起对新品种进行了观察，农户一

致认为新品种抗病性强、抗倒伏、果实饱满且果数多，长势良好的“粤油

43”受到当地农民的一致好评。思乡源合作社农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种

植规模。

思乡源合作社是从化区首个花生专业合作社，创建于 2013年 2月，现

有 30 户社员。思乡源合作社所在地拥有耕地面积达 320 亩，辅助基地

350亩，是广东省农户较多的合作社。该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广州市巾帼

创业示范基地”“广州市农村创业青年示范基地”“广州市农博士服务

站”。花生是思乡源合作社的主栽作物品种之一，但原种植的品种产量低

且不稳定，抗病性下降，抗倒伏能力差，荚果的商品外观不佳。科技特派

员帮助种植并示范推广的“粤油 43”，将极大促进广州市从化区花生新品

种的更新换代，促进花生产量登上新台阶。

免费送种子送技术

科特派促从化花生更新换代

重庆江津区党员科技特派员志愿服务团在四面山镇魔芋基地进
行技术指导。 刘先平摄

刘岚刘岚：：帮土地帮土地““减肥减肥”，”，助农民增收助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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