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科技厅印发了《深入推行

科技特派员制度助力乡村振兴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据了解，《方案》的制定，本着“上下联动、分

级负责，聚焦产业、助力三农，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科技资源向农村

牧区基层流动的引导作用，自治区、盟市、旗县三

级科技管理部门协调联动、分级负责，完善政策措

施，优化支持方式，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牧区

开展科技服务和创新创业；聚焦农牧业高质量发

展重点产业领域，发挥科技特派员在现代农牧业

科研、生产、经营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农

牧业发展、农村牧区繁荣和农牧民增收；引导科技

人员深入农村牧区开展科技创业和科技服务，培

育新型农牧业经营、服务和创新主体，以科技创业

带动农牧民增收，形成科技人员和农牧民群众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实现“双赢”目标。

《方案》的重点任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推动

形成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科技部门协调联动

工作机制；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强化自治

区农牧业科技专家下基层服务；提升科技特派员

组织化程度，巩固加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设；

提高科技信息化服务效能，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

开展信息化管理服务；拓展服务乡村振兴新模

式，推广利益共同体模式。

促进科技资源向农村牧区基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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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 讯 员 路 霞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内蒙古科技特派员

工作已探索形成“12396+

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

员+龙头企业+农户”“科

技特派员工作站+企业+

农户”等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服务模式，将科技服务

环节从产前、产中延伸至

产后，实现产销对接、全

链条服务。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郭健辉

在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刚刚公布的第三届

“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获奖名单中，内蒙古自

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甜菜种子纸带直播技

术”获得项目优秀奖。该技术是由商都县科技

特派员工作站针对当地甜菜种植主导产业发

展关键共性问题，自主研发的一项新型精量播

种技术。自 2016 年示范推广以来，截至 2020

年，该技术已在全县发展推广种植面积达 3.6

万亩，每亩节约种植成本 320 元，增收 543.6 元，

在拉动产业提质升级的同时，有效推动了当地

31 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凡是乡村振兴，必有科技支撑，而科技特派

员是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内蒙古作为我国较早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

的地区，近年来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不断

提升科技特派员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服务乡村

振兴新模式，为推动自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商都县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负责人张秀介

绍，目前，商都县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已入站科

技特派员 83 人，其中，既有柔性引进的国家、

自治区级高层次专家教授，又有市县两级科

技、农业部门选派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来自

涉农经营实体、返乡大学生创业群体的乡土

人才。

“工作站整合了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科技

特派员以及科技、信息、资金、管理等现代生产要

素，面向当地主导产业，开展以技术研发和推广、

成果应用与示范、技术指导与培训为主要内容的

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2021 年，商都县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共建设农业示范基地 13540 亩，引进

农作物新品种 89 个，试验示范农业先进适用技

术 6项，服务带动周边农业种植面积 21万亩。”张

秀告诉记者。

商都县科技特派员团队化服务只是内蒙古

提升科技特派员组织化程度，拓展服务乡村振兴

新模式的一个缩影。从最初几个人单打独斗、挨

家挨户上门搞服务，到组建团队协同攻关产业难

题，在 10多年科技服务“三农”的探索实践中，内

蒙古科技特派员队伍已成为内蒙古促农致富、推

动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刻认识科技特派

员制度对推进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意义，不

断完善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积极引导鼓励各类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深入农村牧区基层一线开展

科技创新创业和服务。

从单打独斗到融入一线

“内蒙古积极做好顶层设计，探索科技服务

基层新模式，在今年出台了《深入推行科技特派

员制度助力乡村振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

2023 年）》（以下简称《方案》），进一步发展壮大

和规范管理全区科技特派员队伍，以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内蒙古

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于潍介绍说。

据了解，《方案》明确提出，要用 3年时间，形

成较为完善的、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科技特派员制

度，使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与创新创业深度融合

的激励机制更加健全。到 2023 年底，自治区新

备案 30 家以上自治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在强

化科技特派员与地区产业发展需求有效对接的

基础上，不断扩大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和创业带

动覆盖面；重点围绕自治区百亿元以上农牧业产

业集群，引导高校院所推动组建相应科技特派员

产业服务团，开展下基层服务行动，提升全区科

技特派员服务基层的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方案》还提出，支持中央驻自治区和自治区

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申报建设自治区科技特派

员专家工作站。依托自治区科技特派员专家工

作站部署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站 10 个、特色产业

基地 50个和科技服务点 100个。

自治区科技厅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引导

建设科技特派员基层工作站，促进优先向脱贫地

区选派科技特派员。同时，在自治区、盟市和旗

县层面完善相关的扶持激励政策，进一步加大对

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支持力度。通过巩固和加强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设，有效提升了科技特派员

的组织化程度，使科技特派员的服务由原来小范

围、小规模的单向输入向科技创业、典型带动的

双向互动模式转变，由原来单兵作战、单一服务

顶层设计明确振兴目标

在《方案》指导下，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科技特

派员牵头组建了无定河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鄂尔多斯细毛羊产业化联合体、皇香生猪养殖产

业化联合体、巨力田园综合体、图克镇农牧业社

会化综合服务中心等一批代表性农牧业合作组

织，探索出适合本地实际的各具特色的联合体模

式，这些联合体串联了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各

生产环节，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对农牧

业产业化发展、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农牧业社会化服务、增加农牧民

收入和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了促进作用。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草原乌骨羊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草原乌骨羊公司）科技特派员

工作站通过承担自治区科技创新引导项目“现代

高效繁育技术在保护和开发濒危绵羊品种乌骨

羊中的集成应用及产业化示范”，针对制约地方

肉羊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集成优质肉羊高效繁

育技术，开展胚胎移植工作快速进行乌骨羊选育

扩群，对我国濒危绵羊品种乌骨羊进行抢救性保

护挖掘。

“在产业化开发中，我们通过‘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企业+农户’的联合方式，与企业、农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累计帮扶 10个行政村，涉及农

户 365 户，其中贫困户 33 户，实现了养殖户和企

业肉羊养殖提质增效的良性循环。”草原乌骨羊

公司负责人表示。

目前，内蒙古科技特派员工作已探索形成

“12396+科技特派员”“技术、资金、经营一体化”

“科技特派员+龙头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合

作社+农户”“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企业+农户”等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服务模式，科技特派员或是团

队化协作，或以工作站为依托，围绕区域产业发

展的科技需求，将科技服务环节从产前、产中延

伸至产后，实现产销对接、全链条服务。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施，内蒙古科技特派员队

伍结构更加合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服务模式

日渐多元。形成了学科对接产业、产业带动创

新、创新推动产业的良性机制。目前，全区 4000

多名科技特派员累计推广新技术 1000 余项，创

办企业 400多家，成立专业合作社 700多个。

多点发力激活创新模式

典型派

的形式向组团作战、全方位服务的模式转变。”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自治区科技厅已备

案了 2 批共 74 家自治区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2021 年，内蒙古共向巴林左旗、库伦旗、鄂伦春

自治旗、化德县、科尔沁右翼前旗、正镶白旗等

1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选派 19个科技特

派团、630 名科技特派员，围绕重点县农牧业主

导产业开展相关科技服务工作。其中，呼和浩特

市依托内蒙古农业大学成立法人科技特派员服

务单位，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首批 10

个科技特派员团队深入呼和浩特市农村牧区基

层一线，对接服务当地奶牛、兽用疫苗、特色果

蔬、设施农业、生物饲料等主导和特色产业，精准

解决乡村振兴中的技术难题。

“在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桃产业是当地带动乡村旅游、促进农民增

收的重要抓手。此次被选派至源东乡，我已经和当地企业对接交流，将从

秋剪、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着手，助力当地水果产业发展。”12月 20日，浙

江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浙江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古咸彬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近日，浙江第十五批省派个人科技特派员出征，陆续奔赴全省各派驻

地。浙江省科技厅农村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充分考虑派驻乡镇、县（市、区）

产业需求和科技特派员技术专长基础上，全省共确定第十五批省派个人科技

特派员380名，并增补4个地方自筹经费支持的省团队科技特派员。

记者了解到，本批科技特派员以省农科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科研

院所为主要派出单位，派驻地以浙江省 26 个加快发展县为主。数月前，

浙江省科技厅征集了全省各县（市、区）的省派科技特派员需求，并对需求

情况进行梳理公示，指导相关高校院所针对地方需求，本着“供需结合、精

准选派”的原则，推荐省派科技特派员。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青年科技人员发挥着推进乡村振兴

的生力军作用。记者注意到，此次出征的浙江省派科技特派员，超七成年

龄在 45 周岁以下，超八成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不乏首次担任科技特

派员的青年科研人员。

“虽然在科特派工作上，自己还是‘小白’一枚，但在这次出征前，已经

3 次前往过温州市苍南县对接工作，并为当地准备了白茶制作及储存运

输方面的技术成果。”浙江省农科院蚕桑与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清声直

言，作为一名 90后，自己将积极发挥热情与朝气，产出适用于田间地头的

技术成果，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浙江省农科院院长林福呈表示，希望科技特派员能发挥扎根基层紧

密联系生产实际的优势，结合自身专业和派驻地的产业特点，适时引入适

合当地发展的新品种新技术，推动科技成果真正应用于一线，提高品种、

技术的成果转化效率。

据悉，浙江省近年来着力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从 2021年起，努力构

建以个人、团队、法人和工业科技特派员为内容的全方位技术服务体系，

每年省市县联合派遣个人科技特派员 3000 人以上、团队科技特派员 300

人以上、法人科技特派员 30家以上，各类科技特派员总量达 1万人以上。

浙江新一批科特派出征

超八成为硕士博士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为了更好地发展蘑菇产业，山东省冠

县烟庄街道精心挑选科技特派员，发展原有产业基础，对街道的食用菌种

植提供技术指导。

“都知道平菇营养价值高、收益好，但是栽培平菇对于营养、温度、湿度、

空气等方面的生长环境要求很高。烟庄街道有较多种植平菇的农户，并具有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良友食用菌基地。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当地平菇产业，

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烟庄街道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定期技术指导工作

的体制机制，由科技特派员定期到良友合作社以及平菇种植农户大棚现场解

决问题，科学监测平菇的生长数据，判断平菇生长状况，同时根据平菇种植最

新技术，及时对产业基地和农户提供最新的技术，引进更为优质的品种。”12

月12日，烟庄街道党工委书记闫海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科技为引领，烟庄街道紧抓产业项目热点，紧扣科技服务主题，发

挥科技特派员专业技术特长，通过真抓实干，创新服务方式，为辖区合作

社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提供精准服务。

“在日常的服务工作中，科技特派员与项目负责人及农户建立了科级

服务微信群，农户在平菇栽培过程中碰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拍图片或

者视频的方式更快、更直接地向科技特派员进行咨询，技术人员则可以在

群里快速解释疑问并解决问题，真正实现了科技助农、科技惠农。”科技特

派员靳辉说。

烟庄街道平菇产业项目基地的运营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带动当

地经济迈上了新台阶。目前，烟庄街道食用菌基地共有 22 个平菇大棚，

年产量约 300万斤，年收益约 300万元，基地坚持优先聘用贫困人口务工，

解决了周边 50名群众的就业问题，增加了 13个村庄的集体收入。

“在接下来工作中，我们科技特派员将继续充分发挥技术特长服务合

作社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迅速深入产业内部，将工作经验延伸至蔬菜大

棚种植之中，进一步提高生产产量和质量。同时，将加强技术创新、科技

示范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烟庄街道乡村振兴。”靳辉说。

科技引路

小平菇撑起“致富伞”

创新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模式
这里的科特派成乡村振兴生力军这里的科特派成乡村振兴生力军

呼和浩特市依托内蒙古农业大学成立法人科技特派呼和浩特市依托内蒙古农业大学成立法人科技特派
员服务单位员服务单位，，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精准解决乡精准解决乡
村振兴中的技术难题村振兴中的技术难题。。图为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学图为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学
生生，，在内蒙古清水河县高茂泉村的谷子试验田里在内蒙古清水河县高茂泉村的谷子试验田里，，和当地和当地
村民合作获取植株根须村民合作获取植株根须。。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磊刘磊摄摄

相关链接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