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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春林看来，坡里何庄多树，是“国家

森林乡村”，发展林下经济具备天然优势。他

提出宠物饲草林下种植模式，将猫薄荷、猫尾

草、紫花苜蓿引入坡里何庄的林间。猫薄荷，

常常被猫用来清理肠胃，是养猫人士必备法

宝之一；猫尾草，是宠物兔、龙猫、豚鼠等萌宠

最喜食的饲草之一，也是赛马专用饲草；紫花

苜蓿，更是草食幼宠的“奶粉”。

按照贾春林的规划，宠物饲草收获之后并

不是“宠物经济”链条的终结，而只是开始——

他设计了宠物草粮生产加工环节，将猫薄荷系

列产品、猫尾草系列产品、紫花苜蓿系列产品

统统纳入其中，它们的生产、仓储、包装车间乃

至电商运营平台组成了一个链条。

与此同时，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第

二批新职业中，“宠物健康护理员”引人关注。

据统计，中国宠物及用品一年的交易额已超过

100亿元。宠物市场的火爆，引燃了宠物经济，

宠物饲养自然成了高价值的代表性行业。

对坡里园区和朱仰文来说，“萌宠经济”是

一个全新的命题，是否值得尝试、是否要做勇敢

的创业者？朱仰文思考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贾春林深知，如果不抓住近年来以猫猫

狗狗为代表的“萌宠经济”的“风口”，将会错

失机遇。由此，在上述链条上，他又将“萌宠

动物特色养殖”引入其中，这意味着坡里园区

将与亲子游、近郊游产生联系。贾春林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性格温顺的羊驼、稀有的矮脚

马、外表呆萌的“网红新宠”柯尔鸭、长相可爱

的小香猪都将被引入园区。

“将这些规划落地，需要630万元的投资。”

贾春林给记者算了笔账：保守估计，每年可实现

销售收入325万元，两三年便可收回成本。

记者了解到，贾春林的新规划已经在坡

里园区落了地。“科特派+创业者”的组合，决

心将新模式打造成样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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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稍稍

搅扰了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坡里何庄村书记

朱仰文的种植计划，但他并不担心，因为有贾

专家在。此时此刻，黄土地对专业知识的渴

求显得生动而迫切。

放在几个月前，他很难想到，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以下简称山东省农科院）“三个突破”工作

组贾专家的一次调研，竟然催生出一个科技特

派员服务基层的新模式，并将改变坡里何庄村

现代农业园区（以下简称坡里园区）的未来。

贾专家是谁？他为坡里园区带来了什么？“科

特派+创业者”组合又创造出了什么样新模式？

从济南出发，到达位于其西南方的菏泽

市坡里何庄村，大概需要 3 个小时车程。今

年 6 月初，“省里来的”贾专家应邀到坡里园

区考察。

从一穷二白到初具规模，以种植和养殖

为主的坡里园区是朱仰文的得意之作。但在

创办 5 年后，未来将何去何从的问题摆到了

朱仰文和乡亲们面前。彷徨之际，他遇到了

贾专家，后者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朱仰文口中的贾专家，是山东省农科院

草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贾春林，也是业内颇

有知名度的科技特派员，更是山东省农科院

“三个突破”挂职郓城坡里何庄第一村的主

任。初来乍到，贾春林留给朱仰文的第一印

象是：这位科技特派员爱笑却又严肃，专业精

深却不失生动，能带给人诸多启发。

坡里何庄村是个好地方，目光所及之处，

绿树成荫，更让其成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

定的“国家森林乡村”。不过，在贾春林眼中，

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才是科技特派

员的目的。

占地 1000 亩的坡里园区以种植苹果、

梨、桃等果树为主，间作有花生、大蒜、大豆、

高粱、小麦、玉米等作物，养殖猪、羊、鸡、鸭以

及少量羊驼、矮脚马、孔雀等动物。

专家毕竟见多识广，目光独到。一番考

察下来，贾春林看出了问题。在随后的交流

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三大问题：园区以种养

为主，没有加工、营销等二、三产业形态，这意

味着投资大，效益低；园区内果树、蔬菜、粮

食、畜禽、萌宠等各种资源要素齐备，但没有

主导产业，给人“有高原、无高峰”的既视感；

虽是现代农业园区，却现代感欠缺，尤其是体

现农业科技支撑、科技含量、科技水平的新成

果、新模式、新业态尚未展示“羽翼”，导致坡

里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欠缺。

一针见血提出三大问题

一个好的特派员，不仅要指出问题，更要

提供解决方案。

坡里何庄村所在的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

南部，而黄河流经菏泽北部。要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菏泽市成

为落脚点和发力点。同时，这里正在打造乡村

振兴的齐鲁样板。山东省农科院提出了“三个

突破”战略，坡里何庄村所在的郓城县是主战

场之一，这也意味着山东省农科院将集全院之

力将郓城打造成乡村振兴的典型样板。

与朱仰文分享了这些重大契机之后，贾

春林提出了坡里园区提升的新思路：抢抓上

述机遇，优化现有资源，打造一个以萌宠经济

为主导的新链条，将“宠物饲草林下种植—萌

宠动物特色养殖—宠物草粮生产加工—休闲

观光亲子旅游—电子商务运营平台”串到一

个链条上，最终将坡里园区打造成为“鲁西坡

里何庄·魅力萌宠庄园”。

作为村支书，朱仰文无疑对国家和省市

的战略背景了然于胸，但要抢抓机遇，他需要

解决资源问题——无论是内部资源的盘活、

外部资源的引入，还是新旧资源的深度互动

等，都需要认真研究。

而贾春林提出的新思路无疑解决了坡里

园区发展亟须的资源问题。

当需求与供给对接好之后，一切工作变

得顺畅起来。7 月份，贾春林团队编制完成

《坡里何庄萌宠庄园建设规划》《郓城坡里何

庄萌宠庄园建设方案》；经协调，山东省农科

院畜牧兽医所小动物团队捐赠的 15 只宠物

兔到场；8 月份，贾春林团队邀请我国台湾生

态农渔业产销合作促进会黄文祥会长现场指

导园区规划，将精致、休闲农业元素融入园

区；9 月份，苜蓿、猫尾草、猫薄荷等宠物饲草

在园区开始陆续种植。

赶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山东省农科院草业

创新团队执行专家王国良博士代表团队与园区

建设单位郓城旺坡合作社签订技术入股合同，正

式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新建立起来的工作模式无疑让朱仰文倍

感兴奋，因为它解决了专家如何积极主动、深

度参与的问题。

推动需求与供给完美契合

作为饲草界的资深专家，贾春林拥有一

套成熟的种养经济提升解决方案。该方案囊

括了草业技术中从种到收，到深加工，乃至后

续的“萌宠经济”延伸链。而作为科技特派

员，贾春林更想让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乡村振

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按新模式打造样板工程

科特派出手科特派出手，，传统传统““种养庄园种养庄园””结缘现代结缘现代““萌宠经济萌宠经济””

常州科教城始建于 2002 年，占地 5 平

方公里，分为教育园区、研发园区和孵化园

区三部分，是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

核心创新园区。科教城始终秉持“经科教

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的理念，着

力发挥“创新之核”作用，重点培育“机器

人、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未来

产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平台经济、数字

经济、楼宇经济”，聚力构筑国际合作、创新

研发、成果转化、人才集聚、产业培育、高职

教育六个新高地，努力打造国际合作先行

区、创新创业引领区、科技服务核心区、未

来产业集聚区、产教融合示范区，争当中国

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领跑者，争做苏南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排头兵，当好常州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

“十三五”时期，科教城各项事业发展

取得了新进展，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交出了一份厚重成绩单，成为全国科教园

区的发展样板。2016 年荣获“创新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2017 年获评“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优秀科技园区”；2018 年成为江

苏省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被授予“为江

苏改革开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称

号；2020 年获评国家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转移基地、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示范区、全国卓越创新创业园区。“十

三五”期间，园区平均每天创立 1 家科技企

业、转化 1 项科技成果等；平均每年新增产

学研合作项目超 500 项、合同金额超 2.5 亿

元，组织申报科技项目超 500 项、争取经费

超 2.7 亿元。

国际合作不断攀升新高度。中以创新

园落户科教城。中德创新园成为江苏省入

选的全国 12 个中欧城镇化合作重点支持项

目。弗劳恩霍夫技术展示转化基地、卡尔斯

鲁厄理工学院技转中心入驻，中德 Push众创

空间投入使用，与 Plug & Play 中国合作建

设国际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康宁公司微通道

反应器业务全球总部全面投运。引进德国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推进“胡格教学模式试点”和“双元

制”项目，德国莱茵科斯特“双跨”培训中心

建成运行。园区在教育培训、科技创新、产

业升级等层面的国际合作日益深化。

创新研发不断跑出新速度。加强公共

研发机构建设，深化与中科院合作，将江苏

中科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打造成全省

院地合作标杆。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

加快建设国家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江苏省

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加快新型研

发机构建设，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澳大利

亚 莫 纳 什 大 学 共 建 全 球 领 先 的

“LAMP-IDE 快速基因筛查技术项目”，建

成北航常州智能物联创新中心、北邮新一

代信息技术研究院、西安交大集成电路研

究院、常州市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科智算

中心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加强企业研发

机构建设，支持引导院企共建今创、强力电

子、常柴等企业研发机构。园区科技创新

研发平台总数达 42 家，其中省级创新中心 1

家、省产研院专业所 3 家、省级重大创新载

体 7 个。

成果转化不断闯出新模式。全力建设

全国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

地、江苏省技术转移（常州大学）研究院、龙

城中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与中

国技术交易所共建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平

台，授牌 7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分中心，高效

便捷精准的技术转移转化管理服务体系逐

步建立。推进与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和技术合同登记点建立

合作，与常州大学技术转移学院签订人才培

养协议，打造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全面

深化与辖市区、省级以上开发区合作共建，

“创新研发在科教城、成果转化在辖市区”的

新格局加速形成。

人才集聚不断取得新成效。大力引进

面向前沿科技的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加

速汇聚产业关 键 人 物 、应 用 研 发 人 才 、专

业技能人才和科技服务人才。实施“金凤

凰 ”计 划 ，加 强 高 层 次 创 新 创 业 人 才 引

进。充分发掘母体高校院所、校友会、在

孵机构等渠道资源，引荐海内外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项目。推进园区高职院校“双

高计划”建设、推进“1+X”证书项目工作，

综 合 培 养 高 水 平 高 层 次 技 能 型 人 才。实

施“高层次人才双岗互聘计划”，推动校、

所、企高层次人才互聘。园区拥有在校大

学生 8 万余人，科技人才总数达 2.15 万人，

其中国家人才 70 人、省级人才 90 人，海归

创新创业团队 489 个。

产业培育不断集聚新动能。积极抢占

产业发展制高点，聚焦机器人、人工智能、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未来产业，落实“五转”政

策，对各阶段重点培育企业进行重点服务，

促进阶段转化。深化科技金融，设立“科保

贷”“苏科贷”“小微贷”，发挥好科教城产业

投资基金作用，走“创新+资本”发展之路。

园区集聚科技企业 3800余家，拥有苏南自创

区授予的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孵化培育苏文

电能、强力电子、九号公司、联泓新材料、宝

哲等股改和挂牌上市企业 20家。

高等教育不断开创新局面。积极推行

“学院+”发展模式，常州大学获批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推进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和高职

本科建设，启动“争当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

育的领跑者三年行动计划”，以开展国家产

教融合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加快推进常州

科教城产教融合创新园区（一期）项目建设，

进一步提升产教融合平台高端要素集聚和

载体水平。实施现代工业中心三年提升改

造计划，形成“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人

才培养模式。

营商环境不断得到新提升。积极深化

中国（常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建设全

国领先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打造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智

慧园区和一站式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构建线

上线下全方位服务链条，全面优化政务环

境。加快人才公寓和教育配套设施建设，

全面改善生活环境，通过全域增绿、柔性治

水、人造景观等，全面美化生态环境。开展

营销“安琪下午茶”、金融“天使下午茶”、政

务服务“半月下午茶”活动，帮助入驻机构、

人才解决实际问题，打造优良创新创业生态

体系。

下一步，常州科教城将瞄准“国际化智

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城市定位和“532”

发展战略，以“服务全市转型升级、培育常州

未来产业、引领高职教育发展”为主要任务，

进一步强化科技攻坚力度、深化产业能级提

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努力为常州打造长

三角创新中轴、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创新

核能。

（图文及数据来源：常州科教城）

常州科教城：当好常州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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