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青海省将选派

1000名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

开展科技精准服务，在全省

39个涉农县市区建设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102个，新设立科

技特派员专项资金 2000 万

元，支持“科技小院”开展技术

成果转化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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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至今，广州市科

技局共组织 180 项助农项

目，支持财政经费 1900万，

引导和鼓励农村科特派及

其团队深入广州市7个涉农

区 180多个乡村产业，使一

大批农业新品种、农业先进

适用技术成果得到广泛推

广应用。

典型派

◎本报记者 张 蕴

◎本报记者 叶 青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青海东大门”海东市的农人们抢抓春天

时机辛勤劳作，一幅幅春 耕 画 卷 正 在 河 湟 谷

地 展 开 。 3 月 上 旬 ，青 海 海 东 市 民 和 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以 下 简 称 民 和 县）的 青 海 阿 牛 哥

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牛哥农牧公

司）负责人张学荣和科技特派员团队，等来了

期盼已久的“喜事”：青海省科技厅正式为民

和 县 1 号 站 授 予“ 青 海 省 首 批 科 技 特 派 员 工

作站”牌匾。

连日来，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作为科技特派员

工作的“2.0 升级版”，在青海各地陆续挂牌。一

批又一批科技工作者在高原大地发挥科技力量，

助力精准脱贫、乡村振兴。

阿牛哥农牧公司是一家牛羊养殖与电商

销售一体化企业。几年来，牦牛犊腹泻问题一

直困扰着张学荣。查阅资料、同行交流、请教

专家……为了解决小牛犊腹泻问题，张学荣几

乎用遍了所有方法，可收效甚微。

“犊牛期腹泻是常见疾病，这一疾病在青海

畜牧养殖业具有普遍性。传统治疗犊牛期腹泻

的方法是大剂量使用抗生素，但这并不符合降低

抗生素使用的发展趋势。”张学荣说。

青海是我国畜牧业大省，素有“世界牦牛之

都”的美誉。关键技术问题得不到破解，制约影

响了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张学荣坦言，“畜牧

企业只有总结经验的能力，无法上升到科研成果

层面，更缺乏系统性研究能力，因此，我们非常期

待科技特派员的到来”。

2021 年初，科技特派员、青海农牧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农牧科技学院）经济管理系

主任翟卫红带领团队来到民和县，成立了由南京

农业大学、农牧科技学院、阿牛哥农牧公司等单

位共建的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民和县 1号站。

依托科技特派员团队力量，民和县 1号站以

育肥期牦牛为对象，翟卫红和团队重点开展了中

兽药治疗牛羊疾病，降低牛羊抗生素临床使用

率，提高肉品品质以及生鲜肉品冷链运输保鲜等

系列科学研究及服务项目。科技特派员团队研

究出中兽药药膳配方，让动物摄入中草药的办法

降低疾病发生率。短短 3个月，民和县的小牛犊

腹泻状况明显好转，死亡率明显降低。

此后，翟卫红和团队专家的身影每月都会

出现在养殖大棚。“现场技术指导，这是‘固定

动作’；还有‘非固定动作’，如遇到临时出现的

养殖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视频电话，请专家

‘远程会诊’，专家的技术服务通过互联网及时

送达。”张学荣说。

在青海，科技特派员送技术，正成为这一

高原省份将科研成果洒向农田舍饲的有力抓

手。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农村科技处处长王洁

渊介绍，青海省是 2002 年科技部首批科技特派

员制度试点省份之一，目前，该省科技特派员

总数约 1000 人。

下乡送技术，将科研成果撒向农田舍饲

牛羊寄生虫疫病，同样是困扰青海农牧业发

展的一大问题。

近年来，科技特派员、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研究员蔡进忠及 7 名成员组成的科技特派员

工作站，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茫曲镇

西龙沟黑羊场的黑藏羊扩繁中心，开展了黑藏羊

构建新模式，集团作战合力振兴乡村

2006 年，青海省启动了青海农村信息化服

务工作。但实践中发现，网络平台与实际服务

“两张皮”，“三农”信息“满天飞”，农民难以接收

或因有效性差不愿意接收的现象十分普遍。与

此同时，使用电脑的青海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也

很难从网络上繁杂的信息中取得农户可直接利

用的服务内容，难以发挥“搭桥”作用，给予农户

生产销售的具体指导方案。

为破解这一难题，经过几年探索，青海省形

成了青海省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综合平台）以及“专家—科技特派员—农户”三位

一体的青海省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实现了农业

科技成果从科研院所到农户的扁平化主动推送

服务。

一面是农牧户，一面是科技特派员，这一平

台，为科技下沉和产学研结合促进创新成果转移

转化系上了落地纽带。

青海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

长胡永强介绍，综合平台以农业生产和农民科技

需求为重点，依托青海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组建了一支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经验丰富、专

业全面、技术领先、响应及时的专家服务团队。

初步建成了农牧业信息资源开发及咨询专家库，

开展农业技术攻关研究、试验示范、技术推广和

咨询服务工作。综合平台共有 2645名注册科技

特派员开展农村信息化服务工作。

综合平台搭建至今，功能不断完善、应用

不断纯熟，一种新型的科技信息化服务模式应

运而生。胡永强表示，平台通过专家、科技特

派员全流程的信息化主动服务，扩大了优良农

作物品种的种植面积，使农户掌握了先进种植

技术，指导农户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不

仅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生

产效率，形成了“服务精准化、生产规范化、咨

询专业化、销售多样化”的新型农业信息化服

务支撑体系。

综合平台建立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将过

去靠经验种植的方式，转变为依据市场需求和专

家建议确定种植作物种类和规模的方式，不仅避

免了盲目种植，提升了良种种植覆盖率，也使青

海省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益大大提升。据统计，综

合平台推送的青薯 9 号、纪元 8 号等农作物良种

和覆膜、测土配方施肥等丰产栽培技术，较当地

传统种植品种增产 20%以上。

搭建大平台，形成信息化服务支撑体系

健康绿色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黑藏羊场主

要流行病综合防控与净化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的技术服务。蔡进忠团队合力攻关的一项关键

内容，就是黑藏羊场主要寄生虫病的综合防控。

科技特派员团队将常见蠕虫与外寄生虫的感染

率控制在 5%至 10%，提高了黑藏羊成活率和肉、

奶产量，降低了饲养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青海省科技厅实施的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科技小院”制度，以政府引导的方式，把企业技

术需求与实用技术成果通过科技专项的形式固

定下来，以点带面、不断扩大外延覆盖面，有效解

决了信息不对称、科研不落地的情况。

从“十三五”迈向“十四五”，科技创新赋能乡

村产业振兴，青海从未止步。王洁渊表示，2022

年，青海省将选派 1000 名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

开展科技精准服务，在全省 39 个涉农县市区建

设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102个，新设立科技特派员

专项资金 2000 万元，支持“科技小院”开展技术

成果转化服务等工作。

面对新时代赋予科技特派员的新使命，青海

省科技厅于 2021年 9月印发《青海省科技厅关于

扎实推进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

意见》，强化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科技小院”为核

心的基层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布局，着力构建

从单兵作战到集团作战，从单项技术到集成技

术，从短期流动服务到长期固定服务，从单一示

范点到区域示范集群的科技特派员全产业链服

务新模式。

科技日报讯（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王永兴 吴艺玲）早春三月,正值春

耕时节。3月 23日，记者从福建省漳州市科技局获悉，该市组织科技特派

员志愿服务队进长泰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服务活动。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活动首次从线下进村入户现场指导的模式，转为线上+线下

田间地头实地直播方式开展，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也是近期受疫情影响，

科技部门为补齐农村科技人才短缺，解决农民春耕最急需的科技服务需

求中的一项创新工作举措。

据介绍，此次活动中，来自漳州市科技局、长泰区科技局、厦门大学药

学院、福建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的志愿者，以及省、市级科技特派员志

愿者，采用“微信电话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志愿服务队

线上+线下对接活动，实现了校企与农户之间，线上与线下、田间地头实

地直播结合的方式进行服务。同时，科技特派员志愿服务队根据漳州市

长泰区岩溪镇石铭村、长泰康养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需求，就长果

桑春季防虫害、施肥疏果技术及日常管理、长果桑产品开发以及科技项目

申报等进行指导并提供了咨询服务。

漳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科技特派员志愿者拓宽工

作思路，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宗旨，充分发挥了科技特派员团队智慧，

并针对石铭村特色产业发展存在的瓶颈问题进行排忧解难，较好地发挥

了科技特派员队伍的作用。科技特派员的科技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为

当地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漳州科特派开直播

助农户补科技短板

顺着郁郁葱葱的林荫道来到山东省东昌府区广平镇颜庄村，一个

个白色的葡萄大棚在道路两旁田地里整齐排列。“我们的葡萄个大、色

红、酸甜适度，一看就能激发食欲。”颜庄村支部书记梁树青指着即将

成熟的葡萄说。

颜庄村是昔日的贫困村，近年来，随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不断投

入，在科技特派员的帮扶下，该村大力发展葡萄产业。经过几年发展，

颜庄村已经成为拥有冬暖式大棚 70 多个、拱棚 6 个的脱贫摘帽先进村，

现年产葡萄上百万斤，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葡萄村”。

“目前大棚内主要种植葡萄，葡萄品种以藤稔系列为主，该品种具

有成熟期早、适应性强、甜味足、色泽鲜艳、颗粒饱满、汁多味甜且耐运

输等优点，4 月份即将成熟。‘大似乒乓球’的葡萄将运往北京等城市。”

山东省科技特派员马莹莹说。

“最近几年，广平乡政府利用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共建造了 70

多个葡萄大棚，并派科技特派员长期帮扶，打造了广平乡扶贫基地，葡

萄产量每年都达 80 多万斤，为村民创造了工作岗位，提高了村民收

入。”梁树青介绍，颜庄村冬暖式果蔬扶贫大棚采取合作社统一向外租

赁的模式运营，大棚很抢手，往往还没建设完毕就被村民抢租一空，每

年的扶贫资产收益则用于帮扶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脱贫。

马莹莹说，经过科技特派员的指导，村民们种植的葡萄都生长良

好，葡萄种植还带动了附近村庄村民就近就业，增加了务工收入。

“村里的每个冬暖式葡萄大棚种植葡萄都能有 5 万元的收入，如

果种植户再种甜瓜、西红柿，收入能达 10 多万元。多亏了国家的好

政策和科技特派员的鼎力相助，父老乡亲都过上了好日子。”梁树青

笑着说。

目前，颜庄村葡萄基地的运营模式为“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由

合作社统一运营，具有种植经验的农户租种，科技特派员提供技术支

持；同时还为其他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农民收入。

科特派支招

昔日贫困村变知名“葡萄村”

科技特派员马莹莹（左）和颜庄村支部书记梁树青（右）在查看葡萄种
植情况 王圆圆摄

通过农村科技特派员（以下简称农村科特

派）项目，广州创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入番石

榴新品种，企业年收入增加 1000余万元；借力农

村科特派的科技智慧，广州增城区正果镇正果洋

村的豆丹亩产值最高每年可达 1.5 万元，比原有

亩产值增产 17%，使合作社逐步实现了豆丹养殖

的产业化，通过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在广

州，农村科特派制度正为农民带来新效益，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为发动更多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农村科特派

队伍，让农村科特派成为推动科技成果入乡转化

的排头兵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力军，近日，

《广州市进一步深化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行动方

案（2022—2024 年）》（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印

发。

3年建300个科特派工作站

《方案》明确，要发挥广州市农业科研机构和

科技人才丰富的资源优势，发动更多专业技术人

才加入农村科特派队伍，鼓励和支持农村科特派

专家团队赴农业农村基层一线开展科技服务和

创新创业，帮助农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升创新能力，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的科

技支撑。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1 年 6 月，来自广州全

市 60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超 2000名

科技人员加入广州市农村科特派队伍，实现农村

科特派在粮食、蔬菜、花卉、果树、畜牧、水产等广

州市优势特色产业的全覆盖，并且全面涉足智慧

农业、数字农业、休闲农业等新兴产业。

在此基础上，《方案》提出，2022—2024 年，

广州市农村科特派新增入库 1000 名，累计入库

超过 3000名；每年组织实施 100项左右农村科特

派项目，3 年累计选派 300 个左右农村科特派专

家团队精准对接农业农村基层开展科技服务，在

广州市 7个涉农区建立 300个左右农村科特派工

作站；3 年累计培训农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新型农民等超过 3 万

人次，促进超过 300个农业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升创新能力，推广超过 1000 项现代农业

新技术。

扩大科特派专业领域覆盖面

去年 11 月，在 2021 年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

员项目启动仪式和农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上，

共有 20个项目完成了农村科技特派员与实施单

位的对接合作，其中 2个项目已正式落地。

农村科特派王超团队与沙田柠檬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开发柠檬产业，香水柠檬有望迎来第二

次“变身”——从 90%供茶饮店，到开拓柠檬精

油、降血压产品等高价值精加工产品，把柠檬产

业从第一产业往第二产业推进，通过农村科特派

这一机制实现科技兴农、科技强农。

这仅是广州市科技局实施农村科特派制度的

一个缩影。此次《方案》强调要扩大农村科特派的

专业领域覆盖面，从传统的农业技术覆盖到设施

农业、数字农业、生态农业、经济管理、市场营销、

乡村规划、金融服务等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相关技术领域，不断丰富农村科特派的专业结构。

同时，《方案》鼓励农村科特派创新创业行

动。《方案》鼓励和支持农村科特派在乡村开展创

业活动，推动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或以技术入股

等方式与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农民

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利益共同体，推动农

村科技创新创业走向纵深。《方案》还提出，加强

相关科技计划类别专题对农村科特派工作的支

持作用，形成联动共振、相互促进的局面。

鼓励开展科技攻关及成果推广

近年来，广州市科技局创新科技特派员“带

项目+带成果+带资金”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一

对一的精准对接模式，精确解决了经营主体的关

键技术难题，以科技服务支撑地方农业产业的发

展。2018年至今，广州市科技局共组织 180项助

农项目，支持财政经费 1900万，引导和鼓励农村

科特派及其团队深入广州市 7个涉农区 180多个

乡村产业，使一大批农业新品种、农业先进适用

技术成果得到广泛推广应用，推动乡村产业经济

快速发展。

该创新模式在《方案》中也有所体现。如鼓励

和支持农村科特派围绕涉农产业发展需求，组织

开展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解决农业生

产技术瓶颈问题。鼓励和支持农村科特派发挥桥

梁作用，推动所在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型研

发机构、农技推广单位等与农业企业及其他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共建产学研

合作研发平台和示范基地，针对农业经营主体遇

到的技术问题组织专家团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帮助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能力。

此外，《方案》鼓励和支持农村科特派利用各

种线上线下手段，对农业农村科技人员、创新创

业人员、农业职业经理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新

型职业农民等开展技术培训，宣传方针政策和现

代农业生产理念，让乡村科技人才更好地为农业

产业发展服务。

自带项目和资金对接农业企业
广州农村科特派助科技成果入乡转化

青海科特派升级服务模式青海科特派升级服务模式
在高原上播撒致富种子在高原上播撒致富种子

33月月55日日，，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甘沟乡光明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甘沟乡光明
村村，，村民在田间劳作村民在田间劳作。。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龙张龙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