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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王谦虚

科技特派员是新时代的

“科技尖兵”，他们把科技创新

的火种播撒到了企业创新发

展的第一线，他们有力提升了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企业注

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动能。

游晨
河北衡水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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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符晓波

陇中大地千余名科技特派员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和生产

一线，架起了农民增收致富桥梁，延长了中医药产业链，成为

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实习记者 陈汝健

这两天，甘肃省定西市漳县桑梓中药材农民

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桑梓中药材合作社）科技

特派员卢爱军格外忙碌，他主持设计的“智慧服

务”小程序进入研发的关键阶段。

这款小程序为中药材种植户量身定做，农户

只要输入自己土地的位置和想种药材的名称，

App会根据数据库里土壤、气候等各种综合因素

“一键开方”，精准智能开出最佳的种植方案，供

农户选择。

定西市种植中药材历史悠久，素有“千年药

乡”之称，是甘肃省中药材主产区和全国“道地药

材”的重要产区之一。2022 年，定西市种植中药

材 170万亩。

“家乡的中药材发展得这么好，我觉得在农

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科技特派员大有作为，大

有可为。”卢爱军说。

送科技、授方法、解疑惑……多年来，一支支

科技特派员队伍进村入户，为农民带去中药材种

植的新技术、新品种，对农民开展适用农业技能

培训，用实际行动解决农民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科

技难题；同时，全力提升中药材产业的科技含量，

为中医药产业的创新提供科技支撑。如今，陇中

大地千余名科技特派员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和

生产一线，架起了农民增收致富桥梁，延长了中

医药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初秋的定西市漳县金钟镇，天高云淡，风景

秀丽。1400 亩的当归中药材种植基地里，卢爱

军正在田间地头，为漳县金钟镇大庄村农民讲解

中药材连种重茬导致的各种病虫害的防治办法。

今年，高温高湿气候导致当归等中药材病虫

害相对较多，卢爱军的培训档期也排得满满的。

“要从根源上解决死苗烂根的问题，最主要的就

是土壤改良、种苗处理、田间管理三大环节。”卢

爱军说。

今年 34 岁的卢爱军 2015 年毕业于吉林农

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热爱“三农”事

业的他选择辞职回乡，开启了心系农民、情系

农村的创业历程。卢爱军成立控股公司，在漳

县石川镇赵家庄村、大草滩镇石咀沟村等村领

办各类合作社 5 个，带领科技服务团队积极推

进公司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服务，推进合

作种植规模化。

“我们主要为农民提供土壤检测、配方施肥、

作物保护、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等一站式全程种

植解决方案。”夏秋季节，正是中药材田间管理的

重要时期，卢爱军带领科技服务团活跃在漳县各

乡镇，第一时间为中药材病虫害防治“把脉开

方”，多措并举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以前，种的当归不知道用啥药防治病虫

害。”桑梓中药材合作社理事长包选明说,“自从

来了科技特派员，再也不愁了，专病专治。”

在卢爱军的传帮带下，包选明成了“技术明

白人”，不但掌握了中药材病虫害防治技术，而且

还经常对桑梓中药材合作社社员开展培训，社员

们也都成了“土专家”。

今年以来，卢爱军带领科技服务团累计对接

涉及漳县、岷县等周边县区的新型经营主体近

10 多家，足迹遍布附近几乎所有中药材产区，服

务面积 10万亩以上。

把脉问诊 科技服务团纾困解难

2019年 7月，定西市通渭县农技中心高级农

艺师史兆辉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通渭县

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各乡

镇金银花种植的示范种植、技术培训等工作。

“金银花栽植模式分为散种型、立杆辅助型、

篱架吊蔓型三种。”史兆辉说，散种长出来的金银

花产量低、品质不高，必须要推广金银花标准化

智慧化栽培技术。

为了提高金银花产量和品质，增加农民收

入，2021 年，史兆辉团队先后开展了通渭县金银

花“篱架吊蔓型”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抑制金银

花徒长枝条生长提质增效等科研项目。“因为金

银花是半木质化的藤本类植物，我们用水泥杆和

钢丝搭起架子，让藤蔓缠绕铁丝向上生长，有利

于提高透光率，增加光合作用，减少病虫害，提高

产量。”史兆辉说。同时，史兆辉团队还大力推广

成本低、可操作性高的立杆辅助型栽植模式，受

到农民欢迎。

今年4月，“一种金银花立杆辅助型栽植装置”

和“一种金银花篱架吊蔓型栽植装置”分别取得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截至目前，史兆辉团队已发布1

项省级地方标准，并发表4项国家新型发明专利。

送技送智 智慧种植赋能乡村振兴
8月 20日，在定西市陇西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一方制药）中药颗粒生产车间，科技特

派员王富刚正在对中药颗粒生产设备的改进方

案进行实地测试。

2020 年 10 月，王富刚以一名科技特派员的

身份被派驻一方制药技术项目部。看到加工车

间的切药机设备没有专业安全防护设计，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王富刚立即上网查阅资料、跟踪

分析，并组织技术项目部职工一起做实验对比，

经过一个多月的测试研究，王富刚提出了“往复

式切药机进出料安全防护”“转盘式切药机进出

料安全防护”两个技术创新方案。

“参数调整后，我先在电脑上进行 3D 建模，

然后再实地验证。就这样循环往复了 10 多次，

最终改造升级的切药机投入使用。”王富刚说，

“新设备创造性地使用了硅胶出料护板暨助力出

料装置，目前正在申请专利。”

一方制药技术项目部负责人蒋海龙说：“该

技术的发明填补了切药机作业安全技术空白，进

出料速度更快、安全等级更高，为企业提高效率、

保障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

工作之余，王富刚积极研发串药机、纯机械

自清洁机等先进机械，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我想把我的专业特长发挥出来，为家乡中药材

产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王富刚说。

陇西县科技局副局长张海燕说：“近年来，陇

西县以企业需求、个人自愿的方式，选派 14名科

技特派员进驻 13 家中医药企业，有效地把科技

特派员的技术特长与企业需要结合起来，服务企

业发展。”

为发挥科技特派员“政策宣传队、科技传播

者、创新领头羊”作用，今年 6 月，陇西县 14 名科

技特派员组建成陇西县中医药科技特派员产业

服务团，由王富刚任团长，对中药材选种、种植，

以及药品生产、检测、包装、设计等进行技术指

导，为全县中医药产业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

创新提供科技支撑。

“目前，定西市 1377 名科技特派员通过积极

开展示范和推广，重点围绕中药材气调仓储、中

药材机械收获、节水灌溉、全程机械化作业等进

行科技成果转化，全力提升优势产业的科技含

量。”定西市科技局副局长杜仙德说。

科技研发 提升企业创新服务能力

地头种地头种““科技科技””车间解难题车间解难题

陇中科特派为壮大中药产业开陇中科特派为壮大中药产业开““良方良方””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让一粒粒好种子成为农民的丰收希望，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科技特派员康英德对此不遗余力。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北辰山下竹坝农场，番茄、辣椒、玉米、苦瓜等种苗

在不同时节静谧生长，待到成熟，再送到农户手中，栽种在更广阔的天地，令

田野芳华无限。

这里是康英德亲手打造的“种苗王国”。他选择拥有广阔市场的种苗作

为事业切入点，创办了厦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专注种苗培

植技术研发。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他扎根田地、面向农民推广“良种＋良

法”种植模式，凭借一棵棵创新种苗和先进技术，带领农民走上现代农业的

康庄大道。

今年 8月，康英德被评选为福建省“最美科技特派员”。

培育国产好苗

如今的“百利种苗”已是厦门一张响亮的名片，特别是在当地农民中有

口皆碑：“百利的蔬菜品种跟其他相比，产量高、品相好、受欢迎。”“用了本地

种苗后，再也没有换过其他种苗。”

……

当在田间地头听见农民这样评价夸赞自己培育的种苗时，康英德感到，

十年创业是值得的。“选择回乡创业的初衷就是想让乡亲们用上本土培育的

优良种苗，可以不再依赖进口。”他说。

康英德依稀记得，小时候家乡大面积种植的胡萝卜品种来自国外，仅

200 克左右的种子就售价 1 万元。尽管价格昂贵，但因进口种子产量高、抗

病性强，乡亲们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用国内的免费种子。

为什么进口种子就比国产的好？年少时的疑问就像一粒种子埋在康

英德心间，引领着他不断去寻找答案。康英德看到国外种苗研发技术的

先进水平，接触到现代农业的先进理念，他决心通过所学改变家乡的农业

面貌。

2010 年，28 岁的康英德抱着“培育出中国好苗种”的信念，回乡创办百

利，一头扎进种苗培育工作。

创业以来，康英德和团队专注育种科研，自主研发或改良生产设施设

备，推动工厂化育苗、嫁接生产等的技术更新，先后获得发明专利 1项，实用

新型专利 15 项，外观设计专利 3项，实现年生产各类蔬菜嫁接苗、实生苗等

1.2 亿株，覆盖闽浙赣粤桂琼滇等南方省市。与此同时，他加入了厦门市的

科技特派员队伍，积极向农民推广新技术、新方法，希望提高农民的种植品

质和效率。

开展种业攻关

小小的种子，蕴含大大的学问。

在外人看来，学有所成的康英德回家做起了农民，种起了地，并没有太

大成就。但康英德自己知道，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其中的科技含

量一点也不比高精尖的产业低。

康英德说，市场上认可度高的优质种子都是来自不同品种，经人工选

育、历经几代改良所得，其中的关键技术买不来，只能靠自己摸索。

传统种子各有优劣，培育出好苗子需要挑出不同种子的好基因，再重新

组合配对，扩繁出人们理想的新品种。康英德和伙伴们采用分子标记技术，

对目标作物展开上百次杂交配对，只为试出最佳基因组合。

“我们培育的番茄皮薄汁多香甜，我们培育的苦瓜个头足、产量高，抗病

性强……”谈起自己用心培育的好种子，康英德说：“每改良一代，就要历经

数百次杂交组合；每一步都做对，才能产生理想的苗子。”

在形成一定技术积累后，2015 年，康英德带领团队投入到更为复杂的

育种工作中，积极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种源，先后获得农业农村部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3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2项，还有多个品种正在申

请保护中。“种苗相当于是农作物的芯片，凝聚着最核心的技术，只有掌握了

种源，才能把饭碗牢牢抓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康英德说。

除了先进的育种育苗技术，康英德更致力于将现代农业的管理理念发

扬光大。走进百利智能化育苗大棚，没有泥泞的土地，没有化肥的异味，整

齐排列的苗床上，一株株种苗生机勃勃。康英德团队先后引进智能控制系

统、全自动播种机、移动喷灌等系统，同时自主研发改良相关设备，对农作物

实行精细化管理，一座现代化农业科技园渐露雏形。

在前沿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加持下，康英德团队掌握了一整套培育高优

种苗的方法。百利先后获评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创业创新第二批优秀带

头人”企业，科技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企业等荣誉。

传播现代理念

如今，百利已成为我国南方首屈一指的蔬菜种苗企业，但康英德的梦想

不止于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作为科技特派员，他除了摸索先进种苗培

植技术，把繁育的优质种苗交到农户手中，还致力于将现代农业理念和先进

农业技术发扬光大。

他说：“‘良种’是基础，‘良法’是保障，好的品种加上好的设施设备、好

的种植习惯才能诞生好的产品，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

身为科技特派员，康英德把回馈社会视作自己的责任。作为乡村脱贫

致富带头人，他连续多年组织开展现场观摩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活动，

每年培训农民 3000人次，技术人员 300人次。

“作为种苗企业，我们更关心农民通过我们培育的种苗能不能赚到钱。”

康英德回忆，一开始，百利培育的新品种，农民不敢轻易尝试。他和技术员

每天登门拜访，免费送种子上门，挨家挨户指导农户从一亩地开始试种。好

苗不愁长，日子久了，农户们发现种植这些本地培育出的优良种苗，产量能

提高上千斤。农民的顾虑逐渐打消了，百利口碑也越来越好。

在同安区郭山村，近 5 年康英德团队为当地投入辣椒、长茄等 6 个新品

种，通过改善农业种植模式，产能由原先的每亩产量 4—5 吨，提升到每亩

6—8吨，亩产收入也由原先的 2—3万元提升至 3—4万元。

百利还与当地军营村开展“公司+村集体经济”合作模式，成立军营红

小番茄种植基地，基地每亩收益是传统种植品种的 2—3 倍，能稳定为军营

村集体带来每年 20万元收益。

康英德坚信农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和高素质人才。他总是称

自己为“新农人”，他还常常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农业，把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带到农村。“要让农民成为令人尊重的一个职业，这样才会真正让农业兴旺

发达起来。”

康英德：

创“芯”助力乡村振兴

“这样涂抹硅油不均，容易造成内胶局部损

伤……”9 月 19 日，在河北衡水高新区大昌管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管业）车间里，科技特

派员、衡水学院化学系教师王晓红正在为企业

生产工艺做指导。

2020 年底，王晓红成为对口帮扶企业的科

技特派员。当时，因高压钢丝缠绕胶管耐压不

好导致成品良好率低的问题正困扰着大昌管

业。“关键问题破解不了，产品性能就不稳定，

质量更是无法保障。”大昌管业经理孙雷说，多

亏来了科技特派员，帮公司解决了难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技特派员扎根河北衡

水的企业，一项项关键技术被攻破，一个个科

研成果实现了产业化。

科技帮扶进车间

了解大昌管业的困惑后，王晓红带领企业

技术人员深入车间，探寻破解难题的关键。经

过多个日夜的研究与分析，王晓红提出采用通

入高压介质和涂油相结合的解决方案，并带领

技术人员设计制作了带涂油紧固环的脱芯工艺

支架装置，成功解决了困扰企业已久的难题。

不仅如此，她还帮助大昌管业攻克了胶料均匀

性技术难题，引进了冷喂料挤出机等新型生产

设备。大昌管业在王晓红的帮助下，不仅产品

良好率提高到了 98%，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如何做好科技特派员工作？“首先帮助企业

查找出问题根源并攻克各项难关，其次是提高

企业的创新动能，第三为企业提质增效。”王晓

红说。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田粟

2021 年开始帮扶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河北养元），虽然是一名“新科特派”，

但她“上任”就领着企业创新，帮着企业赚金。

田粟带领团队探索了核桃营养成分分析和

功能研究，开展了提取核桃有效成分的科研攻

关。通过对核桃提取物功效的解析，田粟团队

证明了核桃提取物具有改善和预防轻度认知障

碍作用的可能性，为新产品的社会推广提供了

科学数据支撑。在田粟的推动下，河北养元还

与高校共建了“河北省核桃营养功能与加工技

术重点实验室”和“中国核桃产业研究院”，通

过对核桃营养功能、精深加工创新方面的应用

基础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了核桃产业实现现

代化发展。

“科技特派员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服务员’

‘调查员’。”河北养元常务副总经理王连龙表

示，科技特派员摸清了企业需求，摸透了产品

成分，摸准了市场脉络。

转型升级的“参谋”

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张月成自 2020

年成为科技特派员以来，“当好企业转型升级

的‘参谋’”就成为他的奋斗目标。

河北冀衡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氯代

异氰尿酸系列消毒剂产品的生产，两年来，张

月成不仅协助企业完成了盐水精制工艺技术提

升改进项目，还完成了应用微通道反应器进行

硝化反应连续化生产的研发。

位于衡水高新区的安第斯抗体（衡水）有限

公司也是因为有了科技特派员助力，实现了企

业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促进了抗体研究实用

人才的培养，并与衡水学院共建了科技前沿创

新生物技术实验室。科技特派员、衡水学院教

授白丽荣说：“我们师生团队协助企业完成了

多项科研攻关项目，我深知这既是成绩也是责

任。”白丽荣表示，科技特派员就应该通过科技

助力，让企业受益于科技创新。

对此深有同感的科技特派员、衡水学院教

授孙金旭说：“我既是科技政策的受益者，也是

科技兴企的见证者。”在对接帮扶衡水景芝源

灵芝种植合作社后，孙金旭助力企业解决深加

工产品及衍生品方面的难题。经过探索实践，

他研发了灵芝超声波植物提取技术，使灵芝衍

生品面膜顺利进入中试环节。“是科技特派员

让我们迎来新的发展期。”该合作社负责人张

国伟说。

探索产学研新模式

为有力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衡水学院于

2021 年 4 月新成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室。“自工

作室成立以来，我们通过‘选派对接’和‘揭榜

对接’方式，选派 180 余名科技特派员深入企业

开展科技帮扶。”衡水学院科技处副处长郑艳

玲说，对帮扶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关键性

难题，衡水学院将推荐或组建技术团队对接并

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把脉企业创新发展需求，精准选配科技特

派员，助力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我们定期组织

‘科特派们’线上线下学习，不断提升科技帮扶

能力。”河北医科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张

荣说。

如今，科技特派员已不是单独的个人，其背

后还有团队、平台……

为让科技特派员愿意到企业，并且留得住、

能服务，衡水高新区强化导向激励，着力解决

各项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衡水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游晨说，科技特派员是新时

代的“科技尖兵”，他们把科技创新的火种播撒

到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第一线。据介绍，衡水高

新区目前共有 18 名科技特派员及师生团队服

务于园区企业，他们有力提升了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为企业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动能。

扎根生产一线

他们为企业发展添“智”又添“质”

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一方制药有限公司中药颗粒生产车间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一方制药有限公司中药颗粒生产车间，，科技特派员王富刚科技特派员王富刚（（左二左二））正在正在
对中药颗粒生产设备的改进方案进行实地测试对中药颗粒生产设备的改进方案进行实地测试。。 颉满斌颉满斌摄摄

3 年来，史兆辉几乎天天都在和金银花打交

道，他在全县 11个乡镇 132个村开展金银花技术

管理培训 100余场次，参加培训人员 1.2万余人，

累计培养农民专业技术员 1000余人。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得金银花树长得大，

产量高，经济效益好。”史兆辉深有感触地说，“农

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我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

觉得很有成就感。”

2014 年至 2021 年，定西市累计选派 1017 人

次市级“三区”科技人才深入 7县区贫困村、农村

经济合作组织开展科技服务和农业农村科技创

新创业，一支技术纯熟、诚实敬业、年富力强、精

干高效的科技特派员队伍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成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