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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和团队的同事们培育、改良适应精河当

地环境的枸杞品种。

“当时我们走遍了精河所有的枸杞地，看到

枝丫粗壮，结果好、果实饱满的枸杞枝就移种到

苗圃进行培育、嫁接。”赵玉玲回忆道。

她和同事们从苗木繁育关键技术入手，积极

推广枸杞倒催根育苗技术、滴灌育苗技术、枸杞

营养袋、穴盘嫩枝育苗等技术。

经过近百次的实验，赵玉玲和团队选育了本

土枸杞新品种 5 个、新品系 7 个。枸杞新品种推

广种植后得到了农民的好评，目前已改造老枸杞

园 8万亩，辐射带动受益农民近 1.9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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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枸杞种植专家。30余年来，她

扎根基层，专注枸杞种植技术，将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

将精河县枸杞种植面积从30年前的2万余亩增加到现在的

13万亩，优良品种使用率提高到现在的90%以上。

◎通讯员 黄丽珍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马 林 本报记者 朱 彤

典型派

眼下，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技工

学校举办的“冬季大培训”活动正火热开展。科

技特派员、精河县枸杞协会会长、县枸杞产业发

展局高级工程师赵玉玲正利用农闲时间，为杞农

们培训枸杞管理知识。

每年像这样的技术培训，赵玉玲经常开展，

雷打不动。

赵 玉 玲 是 一 位 土 生 土 长 的 枸 杞 种 植 专

家。30 余年来，她扎根基层，专注枸杞种植技

术，将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使精河县枸

杞种植面积从 30 年前的 2 万余亩增加到现在

的 13 万 亩 ，优 良 品 种 使 用 率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90%以上。

枸杞成为精河县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之一，背后有她多年来的付出和坚守。

2008 年起，赵玉玲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

牵头组建新疆枸杞科技服务团队，邀请中科院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等数十家科

研院所的专家组成56个技术专家科技服务团队。

在枸杞农事生产季节，她采取包片区指导的

方式，深入田间地头，从生物防控、配套栽培和选

择良种等方面，积极推广绿色种植模式，引导杞

农从源头上打造高品质枸杞产品，推动枸杞产业

由“量变”转为“质变”，并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

管理、善经营的枸杞栽培能手。

近几年，为推进枸杞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赵玉玲和团队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构建“新品种示

范推广、种苗繁育—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枸杞产品

初加工—创新种植模式—创新营销模式”的枸杞全

产业链，带领团队科技人员大力推广枸杞新品种配

套栽培、高效节水滴灌、机械化栽培、生物防控、盐

碱胁迫提质增效、烘干制干、分级包装、质量检测等

技术，使技术到位率达100%，亩均增收20%以上。

2021 年，精河县托里镇克孜勒加尔村杞农

李肖汉种植了 130 亩枸杞，因为技术指导到位、

管理细致，他种植的宁杞 1号、7号两个品种的枸

杞丰收，夏枸杞产量在每亩 180 公斤左右，秋枸

杞每亩也达到了 120公斤左右。

“以前我们种枸杞都是‘盲种’，管理粗放，产

量不高，品质跟不上，卖不上好价钱。多亏了赵

玉玲老师从幼苗选购、苗木栽植，到田间管理，全

程跟踪服务，手把手指导种植技术，枸杞品质提

升了，销售价格也就上来了。”李肖汉说。

组建科技服务团，活跃田间地头

枸杞产量高不高，杞苗是关键。1999 年，精

河县成立了自治区第一个枸杞研究所，赵玉玲开

始进行枸杞繁育研究；2005 年精河县成立枸杞

开发管理中心，赵玉玲针对枸杞苗木从宁夏引进

走遍枸杞地，选育本土新品种 在研发枸杞品种的同时，赵玉玲还积极组织

枸杞深加工企业不断延伸枸杞产业链，推动枸杞

产业向纵深发展，让各族群众共享产业发展成

果。目前，全县共有 12家枸杞深加工企业，25家

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300余座枸杞烘干厂。

枸杞原浆、枸杞精酿啤酒、枸杞格瓦斯、枸杞

保健品……走进精河县杞瑞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产品展厅，琳琅满目的枸杞精深加工产品让

人大开眼界。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宾介绍说：“近

年来，我们坚持把普通的枸杞干果变成精深加工

产品，经过深加工，不断提升枸杞附加值。如今，

公司已研发出 37 种枸杞产品，确保每颗枸杞都

被‘吃干榨尽’。”

2021年 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第一

批“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名单中，新疆有9位林草

科技推广员上榜。赵玉玲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

10月，她荣获科技部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

然而在她看来，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实实在

在转化成杞农的收入，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如今，小小的枸杞成为精河县的一张亮丽名

片。2015 年 11 月，精河县 13 万亩枸杞种植基地

获批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2017 年 6 月，欧盟正式发布公告，将“精河枸杞”

纳入中国首批 100 个与欧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交换中的农产品。2021 年，“精河枸杞”被列入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一批产品名录、全国名优

特新农产品名录、2021 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示范区。

让杞农通过种植枸杞增收致富是赵玉玲的

初心。“把时间花在地里，把百姓装在心里，让研

究成果得到应用，让杞农实现增收，就是我工作

的最大动力。”赵玉玲动情地说。

向纵深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

科特派赵玉玲科特派赵玉玲：：
扎根田间扎根田间3030年年，，助小枸杞登上国际舞台助小枸杞登上国际舞台

这段时间，广西南宁市上林县澄泰乡圩底村和三里镇云姚村的村民

们挺高兴。“黑皮冬瓜丰收了，当然高兴，但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呢，我们的

基地得到了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才有这么好的收成。”1月 10日，云姚村

的村民对记者说。

村民所说的农业专家，是来自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科技特派

员吴永官博士，村里的黑皮冬瓜喜获大丰收，得益于吴博士的技术指导。

近几年来，上林县黑皮冬瓜产业发展迅速，全县黑皮冬瓜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左右，几乎年年丰收，为上林县农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做出了

很大贡献，很多村民通过种植黑皮冬瓜增收致富过上了好日子。

2020 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黑皮冬瓜黄叶病席卷上林县，全县的

黑皮冬瓜遭受灭顶之灾。这场来势凶猛的病害，让村民们措手不及，无法

应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上架绑吊好的黑皮冬瓜，在一夜之间因为黄

叶病侵害全部枯萎坏死，几乎绝收，当地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当时，作为上林县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吴永官正在上林县开展科技服

务工作，第一次见到黑皮冬瓜遭受如此严重的黄叶病侵害，一时也找不到

防治方法。

群众经济损失如此严重，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群众解

决难题？吴永官和同事们组成科技服务团队，频繁到上林县的各个乡村，

在不同的黑皮冬瓜田间地头调查取样、采集相关数据，然后回到实验室，

从生理性和病理性两方面进行病因排查和分析，经过多次试验、比对和论

证，成功研究出了一套黑皮冬瓜的种植方法和黄叶病的防控技术。

2021 年，吴永官和同事们根据上林县土质和气候条件，用研究出来

的技术，筛选出适合在上林县栽培的高产、优质、抗逆性好、适应消费者需

求的冬瓜品种，从育苗、嫁接换根、肥水一体化、重要病害防控等种植流

程，全程跟踪指导澄泰乡圩底村、三里镇云姚村种植黑皮冬瓜，成功控制

住黑皮冬瓜黄叶病侵害，种植的黑皮冬瓜也获得了大丰收。

初冬季节，在澄泰乡圩底村和三里镇云姚村连片的黑皮冬瓜田地里，

一排排架子上吊着一个个硕大的、黑黝黝的、长势均匀的黑皮冬瓜，村民

们来回穿梭，有的搬运冬瓜，有的张罗装车，一片欢声笑语。

“以前按照自己的种植技术，根本控制不了黑皮冬瓜黄叶病害，现在

按照吴老师指导种植，黑皮冬瓜不但没有被黄叶病侵害，而且品质和产量

大大提高，预估亩产量约 2.5 万斤，按照目前地头收购价每斤 1.3 元，估算

每亩经济收入约 3.2万元，我们心里可高兴啦！”澄泰乡圩底村种植大户覃

德勇说。

吴永官表示，下一步，将依托科技项目“上林县黑皮冬瓜优良新品种

引进、标准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促进上林县黑皮冬瓜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把上林县黑皮冬瓜打造成特色蔬菜产

业名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上林县乡村振兴。

农业专家精准施招

这里的黑皮冬瓜再也不怕黄叶病

珠海高新区推出的《珠海高新区建设未来科技城·人才友好青年

友好行动计划（2022—2024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等系列配套

政策，力求打出一套建设人才友好青年友好“未来科技城”的政策“组

合拳”，让人才体系“塔基更实、塔尖更高”，强化人才集聚“引力波”，

为高质量推进高新区建设，打造未来科技城积蓄强大势能。

创新环境优创业氛围浓人文环境好

珠海高新区是国家高新区，也是经济特区中的高新区。珠海高

新区建设人才友好青年友好城市具备显著优势。

创新环境“优”。高新区作为珠海创新发展的主战场，在创新人

才集聚、创新平台搭建、创新企业培育、产教融合建设等方面表现突

出。2021 年，“一区多园”营业总收入达 3185 亿元。企业研发经费支

出占企业营业收入比例为 4.97%，集聚高新技术企业 1033 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 781家，均占全市 1/2。

创业氛围“浓”。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拥有浓厚的

创新创业氛围。全区 59 岁以下人口占比 93.66%，本科以上学历人口

占比 40%，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2 和 25 个百分点。辖区有中山大

学珠海校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北京

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等知名高校和 7 万多名在校

大学生。

人文环境“好”。珠海，青春之城，活力之都。高新区作为珠海浪

漫情侣路上“一带九湾”的重要节点，兼有滨海风貌、海岛风情，拥有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高新区主园区唐家湾镇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也是香山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历史悠久、名人辈出，人

文气息浓厚。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青年人才新家园

此次《行动计划》围绕珠海高新区“十四五”时期人才发展方向，

坚持以服务青年人才为中心，紧扣青年人才发展需求，整合各类资

源，聚焦人才“来、居、业、学、乐、留”等 6 大“无忧”行动 36 项具体计

划，致力于为青年人才提供高效、精准、优质的全链条全周期全体系

的人才保障服务。

珠海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无论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

还是重点引进的科技人才；无论是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还是落地安

居的科技中坚；无论是青年人才本人，还是子女父母，高新区计划用

三年时间，力求通过一项项行动计划和具体工作为各类人才提供全

流程闭环服务，通过暖心服务、实打实的服务让各类人才选择高新、

爱上高新、留在高新，真正将高新区打造成为大湾区青年人才创新创

业的乐土、成就梦想的家园。

《行动计划》明确，利用 3年时间建设“近悦远来”的现代化国际化

青年人才新家园，提出到 2022 年底，初步建立适应高新区经济发展、

对青年人才友好的政策体系和城市环境；到 2023 年底，高新区“人才

友好青年友好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高新区对海内外青年人才吸

附力、感召力得到大幅提升；到 2024 年底，人才友好青年友好城市发

展环境得到广泛认可，全面建成政策完善、服务有力、环境友好的人

才友好青年友好典范城区。

让青年人才在这里实现六大“无忧”

《行动计划》从发展环境、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交婚恋等方面

切实解决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让青年人才在高新区实现

“来无忧”“居无忧”“业无忧”“学无忧”“乐无忧”“留无忧”。

“来无忧”行动聚焦青年人才吸引力，让人才“汇聚”高新。为在

校大学生提供社团免费活动场所和社会实践活动岗位；为来高新区

求职的大学生和青年提供 7天内免费就餐、免费住宿，打造“暖心第一

站”；建设 1至 2个校友经济产业园，最高给予校友引才奖励 100万；聘

请顶尖高端人才担任高新产业顾问和专家导师等。

“居无忧”行动聚焦解决青年人才关心关注的住房问题。推出最

高 600 万元住房补贴、80 万元生活补贴、3.8 万元租房补贴等“住房奖

补”；6 折租住人才安居房，实现免费拎包入住；今年筹措 1 万套、3 年

内筹措 2万套人才保障性住房，实现人才公寓申请入住“零等待”等。

“业无忧”行动围绕青年人才岗位、资金、平台、项目等人才发展

核心需求，提供无忧解决方案。每年面向青年人才提供不少于 1万个

就业岗位，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引进落地不少于 500 家企业（项

目）；对小微企业、青年企业家和从事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

核心人员实施“小青新”专项扶持，设立青年人才创业贷款担保基金，

给予 50%的利息补贴；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最高给予 2000万股权投资；

打造超级总部基地，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特色产业园”

全周期双创生态体系，充分满足各层次人才就业需求等。

“学无忧”行动围绕城市乐学氛围的营造，打造学习型“未来科技

城”。对重点产业青年人才按博士、硕士、学士三类每年分别给予 5万

元、3 万元、1 万元学费补助；建设 10 个技能培训基地，为符合条件的

青年人才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

“乐无忧”行动围绕青年人才的文化休闲需求，打造富有青春活

力的消费娱乐新场景。建设“三馆一宫”（即唐家湾博物馆、科技馆、

综合体育馆和青少年宫）和一批人才公园，不断增强高新区对青年人

才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

“留无忧”行动围绕全面提升未来科技城人才民生配套，切实解

决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三年内规划建设 8所幼儿园、7所

中小学，新增学前学位 2970个、义务教育学位 9630个等。

24项举措为引进培育企业人才护航

作为《行动计划》专项人才配套政策——《珠海高新区引进培育

企业人才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紧扣人才发展需

求提出引进培育企业人才的 24 项具体举措，安排近 3 亿元作为年度

人才专项经费预算，内容上覆盖拓宽引才培育渠道，搭建招才引智平

台，为人才提供社会保障、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全方位保

障服务，人员覆盖上涵盖高层次人才、高级技能人才、学历人才和重

点产业人才等，着力构建全视角引才、全链条育才、全要素留才、全方

位用才的工作体系。对比以往人才政策补贴力度更大、措施实效更

强、政策覆盖更广。

《若干措施》提出，在全面落实“珠海英才计划”基础上，结合高新

区实际，从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安居保障和金融人才政策完善

等方面加大扶持保障力度，年度人才专项经费预算近 3亿元。

对符合高新区主导产业目录，在产业发展与自主创新方面作出

突出贡献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根据其个人上一年度工资薪金等

个人收入对高新区经济贡献的 100%—300%给予奖励。

对新引进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软件和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人才，按 A、B、C 三类分别给予相应的生活补

贴，最高不超过 80万元。

企业引进相应标准人才，每年最高奖励 200万元。支持高校校友

联盟精准对接高层次人才项目，最高给予 100万元奖励。

升级人才服务平台，搭建“一站式”综合性人才服务平台，打通

政、校、企、人才信息交流渠道，逐步推动各类人才奖励补贴“免申即

享”，实现“零跑动”“秒到账”。

每年高层次人才可在珠海市范围内，其父母、配偶和子女可在高

新区范围内医院享受一次免费人才体检项目。

加大人才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加快推进人才住房、共有产权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项目建设，2022 年筹措 1 万套保障性住房，形

成比较完善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补售相结合的人才安居保

障体系。 （图文及数据来源：珠海高新区）

珠海高新区：营造最优人才生态 为未来科技城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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