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3月，正值甘肃省武威市从天津市引

进的 10个香菇新品种和白灵菇菌种扩繁的关键

时期。但检测数据显示，由于种种原因，发菌时

间有所迟缓，相关企业为此一筹莫展。

为及时解决香菇生产技术难题和东西部科

技协作专项推进，武威市科技局及时与武威市特

聘科技特派员、食用菌产业首席专家——天津农

学院班立桐教授取得联系。

一下飞机，班立桐未作停歇，直接赶到武

威市天祝县臣祥菌业公司、天祝县南阳山农

业公司古浪县食用菌产业园、古浪县食用菌

研究院、古浪县亿万家食用菌合作社等地，一

一察看了现场，并召开市县菌产业科技特派

员及企业技术人员座谈会，研究解决技术难

题。针对白灵菇菌种植存在的问题，班立桐

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措施，帮助菇

农解决了难题。

20 年来，科技特派员制度与甘肃省广大农

民的切身利益紧紧相连，用技术推动精准脱

贫、用产业为乡亲拔除“穷根”、用行动引领群

众致富。

武威市科技局局长宁生国介绍，借力天津市

科技力量，武威市先后实施天津市东西部科技协

作专项 5项、甘肃省科技专项 9项，获得项目经费

640万元，建成津甘双地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1个、

东西部协作科技示范基地 4个，先后专项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 24 项，有力助推武威市菌、牛、羊等

产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甘肃省与东部协作地区联合认定

“双地科技特派员”336 名。同时，甘肃省科技厅

与天津市科技局联合开发“津科帮扶”在线咨询

平台，为农户提供一对一精准咨询服务；设立“双

地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探索东部人才支撑乡村

产业振兴的新业态，有效提升帮扶地区科学种养

水平。

“‘双地科技特派员’为甘肃省乡村振兴提

供人才支持，也增强了‘造血’功能。”王芳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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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万余人
近5年来，湖北累计选派各

级科技特派员3.4万余人，领办

创办各类企业 7854家，推广新

技术新品种近2万项，帮助培训

新型农民579万人次，直接带动

农户116万余户，产生了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典型派

20年来，甘肃省科技特派员

累计培养示范户 1万多户、建成

示范基地 150个、推广新技术和

新产品 2000余项，服务企业、合

作社、农民协会等机构 4000 余

个，成为了“三农”政策的宣传员、

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

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

头人。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 讯 员 苏历华 张一博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王 甄

◎本报记者 颉满斌

科特派西北实践②

■广 告“教授每个月都会来，带着我们解决一个又

一个难题。”5 月上旬，湖北省开启万名科技特派

员助力乡村振兴行动，1 万名科技特派员奔赴荆

楚乡村，以科技之力推进湖北乡村振兴。

创新选派机制，科特派
有的放矢

湖北省的万名科技特派员从哪来？主要来

自高校、科研院所和湖北各级农技推广机构。科

特派往哪里去？茶叶、优质稻米、菜籽油、小龙虾

等湖北十大重点农业产业和区域优势特色产业

是重点领域，服务领域将从单一的种植养殖科技

拓展到生产性服务业。

与以往不同，湖北在科技特派员的人员选派

上采取了新办法。

“农业农村的技术需求非常大，今年科技特

派员的选择和支持方向上更加精准。”湖北省科

技厅副厅长吴骏介绍，今年是先提需求，再由科

技人员“揭榜”到一线去服务，新增更多非农院校

为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吸纳更多“田秀才”“土

专家”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

创新科技特派员选派机制旨在精准对接，基

层的切实需求就是科技人员努力方向，也是科技

部门的职责所在。

据介绍，近 5 年来，湖北累计选派各级科技

特派员 3.4 万余人，领办创办各类企业 7854 家，

推广新技术新品种近 2 万项，帮助培训新型农

民 579 万人次，直接带动农户 116 万余户，产生

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涌现出游艾青、马

徐发、聂红丽、许泽民和彭宣国等一大批先进

典型，逐步形成湖北科技特派员特色模式，科

技特派员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做法被编入《精准

脱贫中国方案》。

此外，这批特派员里，还有不少信息技术“大

咖”，他们将带着云计算、物联网、智能控制与决

策的“黑科技”，奔赴田间地头。

此前，湖北省科技特派员、中南民族大学计

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帖军在恩施州鹤峰县调研时

发现，春茶收购旺季，茶农上午采茶下午缴茶，晚

上 8点结束散鲜叶收购，随后还得花四五个小时

清理台账，工作直到凌晨。针对该痛点，帖军和

团队研发出“有机硒茶质量管理与追溯智能系

统”，茶农只需 3 次扫码，即可打印小票领款，整

个过程 30 秒内完成，极大提高茶企工作效率。

“计算机技术可以将数据进行二次挖掘和分析，

帮助农户更精准地解决问题。”帖军说。

一线答疑解难，乡村发
展尽显“科技范儿”
“长江刀鱼是长江三鲜之首，我们希望通过

人工繁育的方式把它给养出来，让它能出现在大

众餐桌上。”湖北省科技特派员、华中农业大学水

产学院教授高泽霞带着多项国家专利和多个鱼

类新品种，与多家企业、合作社达成合作。

高泽霞说，科技特派员工作实质就是想农

民之所想，帮助农民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难点和

痛点。将水产养殖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养殖户

中推广应用，如生长快、抗病抗逆能力强的黄

颡鱼、小龙虾，吃饲料的鳜鱼、无刺的武昌鱼等

等新种系，池塘养殖零排放的圈养技术、池塘

大虾养殖技术、工厂化鲈鱼养殖技术等，实现

科技价值。

毕圣泉酒业始创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是大

别山区域英山县农产品深加工重点企业。“古泉

清”酒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多次获得过省部级

优质产品奖，后因技术落后，企业发展一度陷入

困境。

“最初对接时，酒厂已濒临破产。”湖北省级

科技特派员、湖北工业大学汪江波教授便承诺，

他和团队会持续帮扶酒厂 5年以上，把产品品质

搞上去。

2016 年以来，汪江波带领团队在酒厂驻点

开展技术帮扶，攻克一系列产业技术难题，形成

多项技术专利。“汪教授他们几乎每个月都来，有

时候待差不多半个月，带着我们解决一个又一个

难题。”毕圣泉酒业相关负责人说。

汪江波协调该公司与湖北工业大学酿酒中

试基地共同成立技术研发中心，配置科学仪器和

实验设备。“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建立这个研

发中心，可以帮助企业提升自身技术实力、研发

水平、分析检测水平。”汪江波说。

同时，汪江波团队改进酒厂封窖方式，研制

不锈钢盖水封装置，使出酒率提升 8%，优级品率

提升 3%。还利用重蒸技术和酒体设计技术，提

升原酒品质。在产品上，引导企业研发新产品，

开发新产品 20余款。

去年，科技特派员聂红丽成立湖北首个科技

特派员工作室，以工作室为载体，联合组织各级

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培训，线上培训达 2 万人

次，线下培训 500人次，辐射柑农 2000户以上。

奔赴乡村田野，湖北万名科特派“揭榜出征”

5 月的鄂西，花开遍野。在湖北恩施州中低山区，马铃薯陆续进

入成熟收获期，高山区马铃薯处在田间管理关键期。5 月 16 日，马铃

薯新品种“米拉”丰收的消息从恩施州科技局传来，套种模式下亩产

达 3700 斤。

日前，恩施州科技特派员、恩施州农科院院长沈艳芬带领国家马铃薯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和恩施综合试验站团队成员，与农业农村局专家一同

前往恩施市红土乡石窑开展科技服务活动。

在恩施农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低山马铃薯基地，专家组对种

植的“米拉”品种进行现场测产。经测定，该点马铃薯结薯率高，品质优

良，套作种植模式下马铃薯亩产远高于州内马铃薯平均产量水平。

马铃薯是关系恩施州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州

内常年种植面积约 160 万亩，总产量 150 万吨以上，占全州夏粮总产的

95%，占全年粮食的 21%。综合产值超 80 亿元，栽培面积占湖北省“半壁

江山”，居全省第一位。

在一处高山马铃薯基地，马铃薯田间植株长势良好，正处于结薯

期，科学开展田间病虫草害防控成为高产关键。科技特派员和专家们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为企业提供了科学的田间管理办法，以保障马铃

薯稳产丰收。

据介绍，晚疫病是制约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晚疫病菌既可

侵染叶片和茎秆，在病害流行年份又可引起田间和贮藏期间块茎腐烂，严

重影响马铃薯的产量和质量，一般会引起 10%至 20%的减产，严重时减产

达 50%以上，甚至绝收。

沈艳芬从事马铃薯科研推广工作已 24年，在马铃薯品种资源创制与

遗传育种、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建设、栽培与生理研究、病虫草害综合防控、

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示范与推广等方面有诸多成绩和经验。

近两年，沈艳芬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着重研发并推广了“脱毒种薯

梯级自供应系统的建立”“山区小型机械化技术”“优质商品薯周年供应模

式的建立”及“优化晚疫病等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技术”等科技成果，为种植

企业提供及时、详细的技术服务，大幅度提高了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基地

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程度，增强了企业辐射带动能力，为恩施土豆安全

生产和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她的系列种植技术

让这里的马铃薯大丰收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5 月 23 日，记者获悉，今年春季蔬菜大棚

病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斜店乡，科技特派员通过与农

户面对面交流、实地查看，指导农户如何预防细菌性病害及真菌性霜霉

病，对关键防治技术进行了详细指导。

近年来，斜店乡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加强与科技

特派员队伍的沟通合作，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蔬菜产业，全力为广大农民、

合作社、企业等服务对象办实事，把科技创新的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和企

业车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科技力量。如今，一座座整齐划一的蔬菜

大棚在斜店乡“遍地开花”，成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科特派解急难愁盼问题

蔬菜科技大棚变成“聚宝盆”

从 2002 年甘肃省第一批科技特派员签约落

地至今，甘肃省科技特派员始终动态维持在 1万

名左右，以“团队+项目”的形式“进园入县”开展

技术服务。

20 年来，甘肃省科技特派员累计培养示范

户 1万多户、建成示范基地 150个、推广新技术和

新产品 2000 余项，服务企业、合作社、农民协会

等机构 4000余个，成为了“三农”政策的宣传员、

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

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科技特派员组团式帮扶为引领特色产业发

展、推动农村科技创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巩固

提升脱贫成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科技支

撑。”甘肃省敦煌市科技局局长吕晓艳说。

2021 年，甘肃省敦煌市下派科技特派员 200

余名，新组建镇级科技服务团队8个、村级科技服

务小分队 33个，变单一服务为综合性、组团式服

务，构建起了市有专家智囊团、镇有科技服务团

队、村有科技服务小分队的三级科技服务网络。

最近，敦煌市组织的科技特派员、农业技术

人员深入各镇，开展以桃、杏为主的标准化管理

技术现场培训，受到农户欢迎。敦煌市七里镇杜

家墩村村民刘忠有 8亩桃园，他十分重视标准化

生产，镇村的科技培训都积极参加。刘忠说：“科

技特派员下来给我们传授技术，为我们丰收打下

了基础。”

“把科技人员选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吕晓

艳说，甘肃省的具体做法是坚持群众需要什么、

地方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就选派什么样的

科技人员。

3 月 25 日，正值春耕备耕重要时期，武威市

科技局组织科技特派员专家小分队实施“进百企

入千户”科技服务活动。蔬菜和羊产业科技服务

专家小分队深入农户种植大棚、民勤县发泽种业

有限公司、养殖场户，结合农业生产实际与农户

需求，进行生产技术指导服务以及疫病防治指导

服务，推动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为春耕备耕加油

提质。

在科技服务过程中，武威市科技局工作人员

为农户送上农业技术手册，并免费提供优质农

资。科技特派员通过“武威科特派在行动”小程

序与面对面服务的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详细了

解种植、养殖的基本情况，就如何科学防灾减灾、

合理水肥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动物疫病防控、

优化饲料配方等问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帮助

企业和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为他

们提供全方位科技服务。

“作为科技特派员，我们一头连接科技创新，一

头连接生产实践，把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和现代理念

带给农民，把资金、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注入农村，

努力促进科技创新和农民的零距离对接。”参加这

次活动的科技特派员张仲保感触颇深。

组团式帮扶助陇原农村发展

2020 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甘肃省科

技厅与天津市科技局联合认定了首批“津甘双

地科技特派员”145 名，开创了“双地科技特派

员”的先河。这 145 名“津甘双地科技特派员”

来自中央在津及天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

位，围绕甘肃特色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开展服务。

这是津甘两地通过机制创新，发挥东部人才

智力要素密集的优势，积极探索省际间科技特派

员合作的新机制、新模式。

“双地科技特派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

发挥了极大作用。

首创“双地科特派”模式

农村发展最缺的是人才，农民致富最盼的也

是人才，“人才下沉”尤其重要。“科研人员服务农

业生产一线”是甘肃省一直贯彻的理念。

为此，2020 年 4 月，甘肃省科技厅认定兰州

大学胡芳弟等 359 名同志为甘肃省首批省级科

技特派员。此次认定的省级科技特派员，主要来

自兰州大学、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甘肃农业

大学、省农科院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均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以及农村适用

科技成果和科技服务经验。

省级特派员主要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开展服务，精准对接区域发展需求，促进先进、

适用技术的应用推广和集成示范，通过创新创

业和技术带动，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脱贫增

收提供科技服务。通过转化现代种业、农林作

物高优栽培、畜牧水产健康养殖、农产品加工、

农机装备与机械化、绿色宜居村镇和数字农业

等方面的技术，为助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技术支撑。

“真正把那些有情怀、有能力的精兵强将选

派下去，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夯实甘肃省科技

特派员工作人才基础。”甘肃省科技厅农村科技

处处长王芳说。

此 外 ，聚 焦 人 才 互 动 ，千 里 取 经 学 以 致

用。甘肃省采取室内理论讲解与现场指导相

结合的方式，邀请东西部协作市专业技术人才

赴甘进行专题培训和技术指导；协调厦门市科

技局，从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每年选派 20

多位博士、硕士组成科技帮扶工作组，赴甘肃

省临夏州开展为期 30 天的科技服务工作，与当

地科技人员共同参与项目研究开发，打造科技

扶贫新模式。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技送到基层去。”

20 年来，科技特派员为“科”、为“农”的初心始终

不变。科技特派员制度在陇原大地生根发芽，人

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

常年活跃在基层一线的万名科技特派员，

架起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桥梁，延长了农业产业

链，助力甘肃省乡村振兴结出了累累硕果，这

项科技兴农富民创新机制展现出强劲生命力，

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为开遍陇原大地的

“创新之花”。

选派精兵强将下沉一线

乡村脱贫路上乡村脱贫路上
甘肃科特派用科技搭建致富桥甘肃科特派用科技搭建致富桥

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

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2 年 5 月 25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010－62167381

特此公告

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清算组

2022年5月25日

注 销 公 告

图为山东省科技特派员齐辉（右二）、赵燕（右一）在冠县斜店乡
前社庄村蔬菜大棚指导农户春季种植。 王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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