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大学共建表面工程实验室；2019 年与同济

大学张伟贤教授团队成立“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

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临沂转化基地；到了今年，双

方的合作再升级，“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临沂研究中心”与“新型材料处理重

金属废水及利用项目”诞生。

付振峰说，他们一方面吸收国家级成果落

地，另一方面，自己的队伍也在成长。他认为，科

特派的作用之一就是辐射带动，而上述园区便是

具体操作的场所。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科特派？这是河东区

科技部门一直在深入思考的问题。外部的专家

可以入列，内部的挖掘也需重视，只有内外互动

起来，才会实现企业发展、产业崛起、专家成果落

地、科技工作畅通的四赢局面。

在这样的考虑下，临沂佳画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佳画电商）总经理助理王明军很好

地诠释了科特派这一角色。

佳画电商不缺画。走廊里、转角处、办公室、

创作间，处处可见创意十足的画作。比如，他们

利用浮雕、轴色彩绘在树脂、玻璃钢上作画，5 道

彩绘工艺之后，纯手工“静坐的孙大圣”便栩栩如

生起来。王明军告诉记者，这幅画卖到 2680元，

“在市场上是爆款，很抢手”。

从传统产业中跳出来，王明军入职佳画电

商三年，不但将科技部门的政策用足了，拿到

了各种研发计划，还将可控性供应链带到了这

一新产业。在差异化竞争中，他们找到了生存

之道——在壁饰装饰画的细分市场上，坐上冠

军宝座。

初冬时节，重庆市黔江区中塘镇上万亩猕猴

桃销售进入尾声。据初步估算，今年猕猴桃的产

量将达 2000 吨左右，产值在 2000 万元以上。而

几年前，这里的农户曾被号称猕猴桃“癌症”的溃

疡病困扰，是重庆文理学院猕猴桃科技特派员团

队到来后，创新了避雨栽培技术，才破解猕猴桃

病害顽疾，让猕猴桃真正地成了当地农户的“金

果果”。

致富产业遭遇“癌症”侵扰

猕猴桃维生素 C含量高，营养丰富，享有“水

果之王”“世界珍果”的美誉，深受消费者推崇。

黔江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山地占辖区面积 90%以

上，夏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猕猴桃糖分含

量高，口感极佳。自 2002 年，黔江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猕猴桃产业，种植栽培面积突破 5 万亩，

年产值 1.5 亿元左右，猕猴桃成为黔江区乡村振

兴的特色产业。

就在黔江的果农怀揣猕猴桃致富梦想，准备

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号称猕猴桃“癌症”的

溃疡病却打击了大家的种植积极性。

“这种病很厉害、传染性强，每年 2月中下旬

开始发病，从枝蔓裂缝处流出白色脓液，导致病

部上端枝条萎缩枯死。”中塘镇兴泉村村民李长

全说，他们采取的措施均治标不治本。往往由于

一个环节的疏忽，就导致整个园区染病，损失极

其惨重。

“我们公司在黔江区中塘镇仰头山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拥有 5000 余亩的猕猴桃基地，2012 年

开始种植红心猕猴桃，开始的几年，收益好，效益

高，但 2016 年，一场溃疡病的大规模暴发，导致

三分之二以上的猕猴桃都需要重新分级、嫁接处

理，公司损失惨重。”重庆三磊田甜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磊田甜）总经理彭文平说起那

次受灾仍然心有余悸。如何高效地防控溃疡病，

成了困扰公司的一个技术难题。

2018 年，重庆文理学院廖钦洪、兰建彬、张

文林、决登伟、李哲馨、吴中军等专家组成的猕猴

桃科技特派员团队来到黔江，采用“高校研发+

企业转化+农户应用”的种植推广模式，与龙头

企业三磊田甜开展项目合作，在黔江区中塘镇进

行猕猴桃高光效避雨栽培试验。

创新技术破解病害顽疾

“我们采用团队研制的纳米转光膜，设计了

4 种棚架类型，深入研究了棚内空气温湿度、光

照以及土壤理化指标等生态环境因子变化对猕

猴桃溃疡病防治效果的影响，提出了猕猴桃分阶

段避雨的栽培模式。”科技特派员廖钦洪博士说，

每年 10月底至 11月上中旬，在秋施基肥后，搭建

避雨大棚，11 月底完成盖膜。这样既避免了重

庆高温天气对猕猴桃产生的热害，又改善了猕猴

桃周围的小气候环境，切断了溃疡病菌最重要的

风雨传播途径，摆脱了猕猴桃病害防治“靠药治

病”的局面。

同时，团队研发的纳米转光膜集多种功能于

一体，在每年 1—3月环境温度较低时，转光膜可

发挥其保温、增温的作用，针对性地将阳光中有

害的紫外线转换成猕猴桃所需的“光肥”，改善大

棚透过的光质，提高了光能综合利用率，果品品

质和产量均大幅提升。“重庆猕猴桃高光效避雨

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得到了重庆市科

技局支持，目前，项目涉及的转光膜、避雨大棚等

相关技术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项，制定发布地

方标准 1项。

“猕猴桃高光效避雨栽培项目的实施，很好

地解决了黔江地区在低温高湿环境下，猕猴桃溃

疡病侵染快、防治难的问题。”彭文平介绍，目前，

由科技特派员团队指导的种植户采用的猕猴桃

高光效避雨栽培技术，1 亩的建造成本约为 1.8

万元左右，棚架使用寿命 6—8 年。猕猴桃产量

每年每亩均可提高 1000 斤以上，按每斤红心猕

猴桃 15元计算，棚架 2—3年即可收回建设成本，

与猕猴桃露天栽培相比，效益增加明显，非常适

合在重庆猕猴桃主栽地区应用推广。

据了解，2018—2021 年，科技特派员团队在

重庆黔江、万盛、永川、万州及奉节等地建立猕

猴桃避雨栽培示范点 6 个，示范面积 268.6 亩，

推广面积 1500 余亩，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520 余

人次，猕猴桃平均产量提高了 50%以上，溃疡病

发病率降低至 3%以下，农户亩均增收 0.93 万

元，有效解决了武陵和秦巴山区红心猕猴桃种

植的技术难题。

攻克猕猴桃“癌症”，重庆山区长出“金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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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斌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河东区因位于沂河东

岸而得名。在 83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陈墨这样的科

特派还有 250多名。他们分布在全区 9个镇街园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中，覆盖了工农商三

大领域。

典型派

◎本报记者 王迎霞

◎本报记者 雍 黎

11月 18日，记者见到陈墨的时候，他正在造

型别致的现代化菇房里忙活。眼下，市场需求旺

盛，一笔笔订单从全国各地发过来，单单催人

急。同时，每天他还要负责指挥采收数以吨计的

双孢菇发往各地，这让他马虎不得。

陈墨是山东临沂瑞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瑞泽生物）办公室主任，他的另一

身份是科技特派员（以下简称科特派）。双重

身份之下，他一方面需要挖掘企业难题，反映

到当地科技部门搭建的平台上，以精准对接专

家，及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他是科技部门与

瑞泽生物对接工作的“腿”，需要第一时间了解

前者的最新政策，与企业发展需求比对，打通

供给侧与需求侧。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河东区因位

于沂河东岸而得名。在 83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像陈墨这样的科特派还有 250 多名。他们分布

在全区 9个镇街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中，覆盖了工农商三大领域。

在田间地头、车间厂房，他们像一个个勤劳

的“红娘”，在上传下达中，破解着一个个企业难

题，促成了一项项产研合作，为产业、为企业持续

贡献着“生产力”。

陈墨所在的瑞泽生物是国家级双孢蘑菇新品

种工厂化栽培示范基地，这让他和同事们有着对技

术的强烈渴求。但在投身食用菌领域之前，他从没

有与农业产生过交集，是个十足的“门外汉”。

改变在于科特派的到来。

“科技部门从高校院所请来了专家，请来了

科特派。他们水平高，拥有技术，但技术如何落

地？如果专家直接对接农民，后者对新技术的消

化、吸收是个问题。”陈墨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专

家型科特派教会了他知识，使他成为了一名创业

型科特派，他将知识转化为产品，最终缝合了科

技与经济“两张皮”。

科特派介入，使得瑞泽生物快速走入高、精、专

道路。他们将目光望向全球，并与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临沂市农业科学院、青岛农业大学牵手，组建了

一支由北美、荷兰及国内专家组成的首席专家技术

团队，并最终推动瑞泽生物跻身国家食用菌良种攻

关联合体、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科特派+企业、科特派+产业”会产生什么

样的化学反应？在河东区，它可以是国内第一条

双孢菇工厂化生产线，可以是每分钟 650支电池

的智能全自动生产线，也可以是与同济大学深度

合作的“纳米零价铁重金属污水治理及重金属污

染土壤修复技术”……

从田间地头到车间厂房，越来越多的科特派

扎根河东企业，攻克一项项关键技术，推动一个

个科研成果产业化。

河东区科技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我们为科特派制度注入新内涵，将其服务

领域从一产拓展到二产、三产。一方面，从高校

院所选认一批农业、工业领域科特派团队，高位

嫁接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优势特色产业，瞄准产

业链痛点、断点，补链、强链；另一方面，我们挖掘

企业内部潜力，建立企业特派员制度，将科技部

门的资源与产业企业同步共享，真正将科技工作

做到企业一线去。”

瞄准产业链痛点，科特派“从田间走向车间”

在山东华业鲁蓝表面科技生态示范园的入

口处，一面蓝色的展板透露出管理者的雄心：精

准对接长三角区域企业，打造表面处理产业转移

“大后方”。

运作上述园区，山东鲁蓝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鲁蓝环保）是推手。作为科特派，

鲁蓝环保技术部负责人付振峰直言：“我们企

业是科技创新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吸引表面

处理链条上的科技型企业入驻，要将产业的盘

子做大做强。”

表面处理是在基体材料表面上人工形成一

层与基体的机械、物理和化学性能不同的表层的

工艺方法，其目的是满足产品耐蚀性、耐磨性等

特种功能。传统的表面处理工艺，自动化程度

低，能耗大、污染重、治理难；但鲁蓝环保的全自

动表面处理生产线，能耗降低了 54%，实现了

100%资源化循环利用，并运用到了高铁、航母、

无人机等高端设备中。

起身于民办小厂，鲁蓝环保为什么能跻身高

端？产学研是关键点。2018 年，他们与哈尔滨

科特派对接高端，传统产业焕发新生

创新是一种很难的选择吗？面对这个问题，

山东锦鸿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鸿

源）技术部主任李西强的回答是“不难”。

锦鸿源的展室里摆着五颜六色的颗粒，这是

黄腐酸钾的颜色。作为科特派，李西强明白自己

的使命：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做先行者。

实际上，他和同事们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合作，拿出的土壤修复技术悄悄地

走到了国际前列，更被专家认为要比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研究的同类技术早约 15 年；他们研发的

新型土壤修复剂系列产品和独有土壤改土治土

技术有效解决了土壤酸化、板结、盐化、重茬、重

金属超标等土壤障碍问题……

科特派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李西强说，在

与老百姓打交道时，他发现老百姓往往对科特派

有着天然的信任感，这加速了新成果的落地。

李西强的“现身说法”符合河东区政策制定

者的预期。

今年 4 月底，该区下发《关于创新推行区级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建立全面

的基层科技服务队伍、吸纳更多的技术型人才，

搭建科技资源需求者、科技资源所有者和科技资

源管理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平台，实现政产学研的

协同运作。

如今半年过去了，效果出乎意料。外部资源

被引入，内部资源被激活，科技工作有了“腿”，更

好开展了。

无论是线上的科特派与农工企业的供需对

接，还是线下学院派、土专家的“会诊开方”，一个

个生动的场景让政府、专家、企业都对科特派制

度的“河东实践”有了充分信心。

当然，虽然河东探索的方向清晰、路径正确，

但毕竟还处于探索阶段，与企业的需求、创新的

要求还有一定距离。缝合科技经济“两张皮”，新

路子尚需更长时间的考验。

在这个渴求创新的时代里，他们需要把各种

创新资源匹配好，激发创新要素活力；他们需要

把科特派制度更多推广，让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其

中；需要搭建好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在帮助企业

解决痛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上有更大作为。

缝合科技经济“两张皮”，河东探出了新路子

内外互动打造四赢局面内外互动打造四赢局面
这里为科特派注入新内涵这里为科特派注入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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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有一批科技特派员在自身的专业领域辛勤

耕耘，在激活全县农业生产潜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蒋洪波就是其中一个代表。近日浙江省嘉兴市“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揭晓了 2021年度“全国十佳农民”，蒋洪波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者。

蒋洪波是石嘴山市平罗县城关镇小兴墩村有名的农产品种植、购销

大户，也是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近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合作社走

出一条“公司+基层社+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引

领当地农业快速发展。

蒋洪波在入党和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后，不忘初心和使命，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做好致富带头人。

他带领社员组建的农民合作社，集设施蔬菜生产、植保服务、农产品

流通、农业信息服务和农民田间学校为一体，随后又建成石嘴山市永久性

蔬菜基地，建设高标准设施温棚 113座，通过引进农业物联网水肥智能一

体化技术，建立起农产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采用“双订单”种植和销售模式以销定产。如

今，蒋洪波的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直接带动农户 3200 多户、涉及 9000 多

人；间接带动农户 4500 多户，涉及 1 万多人；安排就业人口 2000 多人，有

效推动了平罗县蔬菜产业以及二三产业发展。

平罗县通伏乡绿康林家庭农场的万亩绿色富硒稻渔综合种养示范

区同样是科特派带动生产的代表，这里近期再次引来诸多游客。

这是一家汇集了优质水稻种植、加工、销售及农业观光旅游的现代农

业经济组织。“我们作为法人科技特派员企业，已经连续 3 年开展稻渔综

合种养技术示范，从最初的 250 亩发展到如今的上千亩。”绿康林家庭农

场负责人周生林告诉记者。

作为法人科技特派员企业，他们牵头成立了稻渔综合种养联合会，通

过为农户提供优质种子、化肥等农资物品以及稻渔种养技术指导，带动通

伏乡种粮大户实施稻渔综合种养 1万亩，惠及农户 60户，有力带动了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2019 年，稻渔综合种养联合会建立起 1500 亩富硒水稻实验基地，采

用精量穴播、叶面喷施、测土配方等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开展了富硒水稻

示范种植。

同时，他们与宁夏大学农学院合作，建立了 50 亩水稻新品种选育试

验田，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开展了耕地、播种、灌水、施肥等规范化过程

管理，大力推动耐盐水稻新品种选育。

“随着产业链条的延伸，我们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也打造出自己的

优质农产品品牌，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平罗县科技局局长张银军说。

周生林说：“乡村振兴任重道远，科技特派员永远都在路上。”他将继

续发挥好创业、示范、带动和服务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助推三产融合

他们让农业有活力农民有动力

最近，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茨榆坨镇迎来了大批游客。近年来，茨榆

坨镇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进行了大面积中药材的人工栽培，中药材种植

也成为乡镇扶贫攻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而这里种植的中药材，也

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但在科技特派员到来之前，这里的农民或许很难

想象中药材能够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收益。

过去，茨榆坨镇的中药材种植遇到过各种困难，但自从沈阳市中药材

产业科技特派团团长、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周如军教授率领团队

来到茨榆坨镇后，这里的中药材种植有了很大改变。

中药材种植周期一般都比较长，需要 3—5 年才能收获，成熟的品种

价格也相对稳定。但有特色的新型品种却往往短期效益明显，这导致农

民经常在价格最高时，看别人挣钱就“跟风”种植，等到收获时却容易遇上

价格低谷，导致辛苦种植却难以增加收益，经济风险非常大。

“自己从外地引种新品种，难以掌握药材的栽培习性和种植技术，严

重时甚至会导致绝收。”茨榆坨镇农民于东霞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冬季低温容易出现冻害，春夏季病虫害也非常严重，容易出现烂根、死

苗现象，病虫害通常会造成 20%—40%的中药材损失。

2010 年，于东霞种了 10 多亩五味子，但经济效益却不明显。成为周

如军在茨榆坨镇的农民学员之后，对于种植中药材，她心里才有了底。

2013年起，周如军成为于东霞的技术顾问。经过科技特派员团队的悉心

指导，5 年间，于东霞家的五味子种植面积扩大了 10 倍，并创办了汉夏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成为当地的致富名人。

近年来，周如军及团队与当地多个中药材合作社建立了良好合作关

系，通过技术培训、田间技术指导等途径开展了中药材科技服务工作。

2018 年，为进一步做强做优中草药产业，他们在当地开始筹划五味子种

植基地的升级改造。

为了节省资金，科技特派员们没有请设计公司，而是决定自己干。拿

着卷尺在选定的土地上测量面积，在纸上画草图标记长宽，规划功能区，

设计种植品种……碰到难题就上网查资料，向专家请教，这支队伍就这样

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种植基地的升级改造。历时两年，周如军带着科技特

派团的成员终于在茨榆坨镇后犸猇岺村的土地上初步建成了“汉夏中药

养生文化产业园”。

如今，这里已拥有200亩五味子示范园、50亩中药材标本圃、100亩软枣

猕猴桃观光采摘区，1个五味子烘干车间，1个筛选车间还有1个低温贮藏冷

库，成为集中药文化宣传、科研生产、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和加工贮藏为一体

的新型中药材种植基地。同时，这里也成为周如军的教学实习、科研和推广

基地，一大批科技成果相继在这里转化应用并形成经济效益。

十多年来，周如军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让一大批药农受益匪

浅，药农的经济收益增加了 30%以上，他本人也获得辽宁省优秀科技特派

员的称号。

升级中药材种植基地

科特派让药农过上“甜”日子

◎本报记者 郝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