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派

◎郭芮羽 本报记者 何星辉

“多亏了科技特派员带来的新技术，今年用了这个生物降解膜，辣椒比

往年长得好、卖得起价，一亩地多收了 600 块钱。”日前，在贵州省贵阳市白

云区牛场乡石龙村，村民王德福一脸兴奋地说，生物降解膜能在地里自然降

解，还可以当作肥料使用。“真是太实用了！”王德福说。

石龙村是白云区较为偏远、海拔较高的行政村。石龙村种植的辣椒因

体长椒香、皮薄籽少而有“长生椒”的美称。长期以来，在长生椒种植过程

中，当地老百姓发现，地膜虽具有保湿、保温、防杂草等作用，但难以降解的

塑料薄膜残留物，很容易带来“白色污染”和土壤板结。

为此，白云区科技局争取到了贵州省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材

料技术研究院）的人才和技术支持。该院派出的科技特派员高成涛带着技

术来到田间地头，用生物降解膜解决了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难题。

生物降解膜由材料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团队研发，以可降解的聚己二酸/

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AT）、聚乳酸（PLA）为原料，生物质秸秆、酒糟、无

机填料等为填充物，结合化学改性、物理共混和工艺调控等制成。这种地膜

不但解决了传统地膜回收难和“白色污染”的问题，而且降解过程中释放的

生物质成分能为土壤提供营养，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目前，在高成涛的推动下，石龙村建设了 300亩生物降解膜推广示范基

地，用于长生椒、蔬菜、食用菌的种植，示范基地惠及上百农户。据悉，下一

步，白云区科技部门将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以技术和人才为支撑，把

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播撒到田间地头，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活

水”，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

他们带来的技术

让农田地膜就地化作肥料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郭文涛 赵 龙

近年来，福州在科特

派工作方面着力先行先

试，精准施策，在加快信息

化建设、开展样板点建设

等方面，推出多项福建省

首创举措，以科技助力实

施乡村振兴“五大工程”，

推动福州乡村振兴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

任义文
福州市科技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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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燕建立了徐晓燕建立了““企业企业++科技科技

特派员特派员++核心技术基地核心技术基地++农户农户””

四位一体的科技推广模式四位一体的科技推广模式，，由科由科

技特派员进行技术推广与培训技特派员进行技术推广与培训，，

在核心技术基地进行技术示范在核心技术基地进行技术示范，，

农户运用新技术进行生产农户运用新技术进行生产，，企业企业

收购产品收购产品，，将农户生产纳入企业将农户生产纳入企业

的生产链条的生产链条，，实现农户和企业的实现农户和企业的

深度融合发展深度融合发展。。

资讯台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朱星辉）近日，湖南省永州市召开 2022

年省派驻永州科技特派员和“三区”科技人才集中培训会。100多名省派科技

专家齐聚永州，交流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经验，并分赴当地各县市区深入农业种

植基地、加工生产车间，开展实用技术指导服务，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来自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的科技特派员，在永州市蓝山县

塔峰镇和楠市镇开设“乡村大课堂”，为全县葡萄和花生种植户进行专题培

训，分享先进种植技术。科技特派员们还走进种植基地，手把手传授农业技

术，让农民在自家门口就能学到实用的农业知识和技术。

据了解，今年永州引进湖南省科技特派员45人、“三区”科技人才68人，以

及永州市的市派科技特派员41人，对接联系各县市区的农村和企业。当地11

个县市区以省、市选派的科技专家为骨干，招募科技本土科技人才组建科技专

家服务团，实现了科技专家工作方式由“单兵作战”向“团队作战”转变。

目前，永州市每个县市区科技专家服务团成员均达到 80 人以上，总人

数达到 986 人。全市行政村数量 3140 个，科技特派员覆盖行政村数量 2478

个，科技专家服务团员对行政村的覆盖率达 78.9%。

近两年，永州市共建立省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基地 21个、科技专家服

务团示范基地130个，服务企业427家、合作社499家，推广新技术313项，引进

新品种223个。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共518场次，培训人数7.98万人。永州市还

在湖南省率先出台了《永州市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从人员选派、工作职责、

管理考核、支持措施等方面为科技专家解决后顾之忧；帮助科技特派员实施科

技项目，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科技人才离岗创业政策落实落地。永州

市还组织实施了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科技项目20多项，为科技特派员到

基层服务提供有力保障，有效激发了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百名科技专家聚湖南永州

生产一线助力乡村振兴

科技日报讯（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林开艺 王永兴 沈细冰）近日，记者从福

建省漳州市科技局获悉，该市组织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深化科技特派员服务百

企千村工程”，通过漳州市科特派服务云平台，创新选认机制，打造服务产业一线

的科技人才队伍。截至目前，全市已组建了110个科特派团队，选派1353名科特

派挂钩帮扶全市125家企业和1228个行政村，超额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漳州市科技局运用大数据，共征集基层各类技术需求 1998 个，组织科

技特派员成功对接技术需求 1612个、占比 80.7%。“今年以来，漳州市科技局

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推动科技下乡、人才下沉、服务‘三农’、

服务企业。”据漳州市科技局局长林鹭介绍，该市创新科特派选认机制，实行

双向选择、按需选认、智能对接，由基层提出需求、市县主动认领、省里统筹

安排，推动形成“订单式”需求对接模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发布科研

成果，为广大农民、经济实体提供“菜单式”服务供给。

如针对产业链亟须“智慧”升级这一问题，漳州市科技局组建科特派团

队，协助企业构建智能化运维智慧工厂、研发金属包装罐的耐磨涂料技术、

改进面包生产工艺等，带动项目投资 5746.8万元，申请（授权）专利 90件，引

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36 项，制定各类新标准 3 个，新增收益 2.418

亿元。在农业优新品种培育与示范推广方面，漳州市选派了农作物栽培及

育种领域专家 256名，实施示范项目 8个，引进推广新品种 9个，建立的示范

基地面积达 1950亩，辐射推广面积达 1.3万亩。

目前，该市已构建科特派全产业链服务新格局，推动科特派服务领域从

单一农业领域向工业、文旅、电商等领域延伸，新选认服务第二产业科特派

119名、第三产业 149名，占市级以上科特派总数的 44.8%。建成省级科特派

助力产业融合发展示范点 1个、转型示范点 2个，实现科特派服务领域一二

三产业“全覆盖”，切实把创新的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

同时，该市依托科特派创新创业平台，创建更高水平、更高层级的综合

性农业农村创新载体，已建成国家级星创天地 3个、省级星创天地 8个，组建

服务农村创业导师队伍 261人，孵化初创企业（团队、创客）335个，建立农产

品线上网络平台 25个，为农业现代化装上新引擎。

对接千余个技术需求

福建漳州科特派服务三产全覆盖

◎本报记者 陈 曦

10 月金秋，天津农垦渤海农业集团旗下的

天津天食水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标准养殖基

地洋溢着一派人欢鱼跃的丰收景象。

“公司将百万蛋鸡场产生的鸡粪通过昆虫转

化，产出了高蛋白虫体，然后又将高蛋白虫体作

为公司食用鱼的优质蛋白来源养出‘绿色鱼’。”

天津农垦渤海农业集团副总经理尚东维对科技

日报记者说，应用了“农业废弃物高值资源化利

用”新技术，既解决了都市养殖粪污处理难题，又

保证了水产品的品质。

这项排忧解难的新技术就来自于科技特派

员、天津农学院农学与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徐晓燕

团队，通过昆虫黑水虻，将畜禽粪便转化为高蛋

白虫体和虫粪有机肥，并将转化产物高蛋白虫体

应用于水产养殖，虫粪有机肥应用于当地蔬菜、

果树、水稻种植，有效解决农业废弃物对环境污

染的同时，还给农民们带来新的经济收入。

人人嫌的臭鸡粪变成了
“摇钱树”

“鸡蛋不赚钱，鸡粪赚钱。”天津宝坻区牛家

牌镇吴家牌村村民吴广民现在逢人就说。

吴广民家中养了 3 万只蛋鸡，遭遇鸡蛋价

格下跌，半年累计亏损达到了 20 万元。就在吴

广民一筹莫展的时候，徐晓燕了解到他的情

况，将自己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利用粪便养

殖黑水虻技术”推荐给他，并赠送了他 50 个养

殖盒和种虫。

“鸡蛋卖不上价格，靠养虫子能有用吗？”吴

广民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开始养虫子。

为了坚定吴广民的信心，徐晓燕多次到他家

中指导利用鸡粪养殖黑水虻的技术。很快第一

批虫子“破茧而出”，徐晓燕又帮忙联系相关企业

收购商品虫。这一次，就让吴广民收益 600元。

在尝到甜头后，吴广民又自掏腰包购置了养

殖盒 300个，利用自己的 3万只鸡产生的鸡粪，每

个月养殖出 9000 斤左右的黑水虻商品虫，实现

了近 2 万元的收入，弥补了饲料投入的损失，成

功度过了困难期。

在吴广民的带动下，吴家牌村有 24 户农民

养殖了黑水虻。以前大家都发愁臭鸡粪怎么处

理，现在每户都抢着要，“臭粪”变成了大家的“摇

钱树”。

把解决生产难题作为科
研目标

徐晓燕长期致力于农业废弃物高值资源化

利用研究，农民们在实际养殖生产中遇到的困

难，就是徐晓燕研究的目标。特别是 2016 年徐

晓燕成为天津市的科技特派员后，她下乡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随着我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畜

禽粪便给乡村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也严重

制约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徐晓燕说，她在下乡

进行科技服务时发现，奶牛养殖场中普遍存在粪

污处理难的问题，一般一个 1000 头规模的奶牛

养殖场，每年会产生超 1 万立方米的粪污沼液，

工程化处理达标排放成本高，养殖场无法承受。

此外，不合理使用沼液会造成作物烧苗、水体污

染，导致农户不敢用沼液。

徐晓燕说，解决养殖场的生产难题是科技特

派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带领课题研究团队从

沼液的前期无害化处理，水稻种植中沼液还田方

式、还田时期、还田量以及沼液还田后化肥的减

量施用技术等每个细节入手，进行了 3年的深入

研究，最终制定了畜禽液体粪肥还田种植水稻技

术模式，成功将养殖场的沼液粪肥还田利用，解

决了养殖场的粪污处理难题，并减少了水稻种植

中 30%化肥的用量，为养殖和种植户都带来了收

益。该技术模式 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局采纳，并在全国推广。

将农户科技推广融入产
业发展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产业的发展，徐晓燕

在技术推广中始终想着如何将农户的技术发展

与农业产业发展相融合，实现农村、农业企业的

长久可持续发展。

为此，徐晓燕在技术推广过程中建立了“企

业+科技特派员+核心技术基地+农户”四位一体

的科技推广模式，由科技特派员进行技术推广与

培训，在核心技术基地进行技术示范，农户运用

新技术进行生产，企业收购产品，将农户生产纳

入企业的生产链条，实现农户和企业的深度融合

发展。

在徐晓燕的努力下，近几年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的技术在天津市宝坻区、西青区等地被推

广给 500 多位农户，为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

在 2022 年天津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徐晓燕

和她帮扶的农户们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丰收。

科特派徐晓燕：

把养殖业废弃物变增收利器

遴选一批福建省福州市科技特派员工作样

板点，以展示科特派形象及工作成效；支持组建

科特派服务团，将单一技术服务扩大为产业链服

务；组织福州市科特派直播活动，让科特派们化

身主播为服务的产品代言……

“近年来，福州在科特派工作上着力先行先试，

精准施策发力，在加快信息化建设、开展样板点建

设等方面，推出多项福建省首创举措，以科技助力

实施乡村振兴‘五大工程’，推动福州乡村振兴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福州市科技局局长任义文说。

为进一步完善科特派制度体系和政策环境，

近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印发《福州市深入推进科

技特派员制度服务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以下

简称《若干措施》），推出一系列领风气之先的探

索举措，在新起点上深入推进科特派制度，引领

新时代的科特派制度走得更实、更远。

上半年产值增长近 50%，在去年营收 18 亿

元的基础上，今年有望冲刺 30 亿元！在复杂严

峻的发展环境中，福建御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御冠公司）交出一份亮丽的“答卷”，为

加快公司上市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福州市科

特派工作样板点，科特派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的作

用异常突出。”御冠公司负责人坦言。

御冠公司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与福清市科特派、福州

大学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倪莉教授，福建省

科特派、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副院长项雷文教授等开展多项产学研项目合作，

加快产品升级、新品研发、产业化发展的步伐。

2021 年，御冠公司被认定为福州市现代农业技

术创新基地，福清市与福州市鼓楼区两地的“企

业千岗定向定西精准脱贫计划”就业基地，2022

年计划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00 户，助力乡村

振兴建设。

“通过党建引领加强新时代科特派队伍建

设，从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基地、美丽乡村、农业高

新技术企业和星创天地等科特派受援单位中，遴

选一批福州市科特派工作样板点，以展示科特派

形象及工作成效，推动科特派工作走深走实，在

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福州市科技局

党组书记王博斌说。

《若干措施》提出，运用典型工作法，建立科

特派工作样板点，助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据王博斌介绍，从 2020年开始，福

州市科技局积极推动科特派工作样板点建设，对

认定并具备“五应”标准（应有科特派的成果转化

和成果服务成效；应有科特派主持或参与的科研

项目或形成知识产权等）的科特派工作样板点并

给予挂牌，对环境建设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并对

其申报的各级各类科技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支持。截至目前，福州共认定两批、27 家科特派

工作样板点，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典型示范，打造科特派工作样板点

茉莉花是福州市花，其花型多样，有单瓣、双

瓣和重瓣。然而，单瓣的不好种，双瓣的不够香，

这个曾困扰茶企多年的难题如今有望破解。

在位于福州长乐区鹤上镇的闽榕茶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闽榕茶业）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来

自福建师范大学跨专业、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科

精准发力，多支科特派团立体服务

一场直播观众达 2.5万人，带动 10万余元的

产品销售——由福州市科技局主办的“福州市科

特派直播活动”，以“科技直播+助农带货”的形

式傲立福建省直播行业。

倾注了科特派智慧和心血的产品，如何更

好地被广大消费者知晓、接受？2020 年 11 月，

福州市科技局组织刘先锋、王维奇、赖谱富等

科特派亮相直播间，化身“主播”为所服务的产

品“带货”。通过直播，赖谱富助力福州百洋海

味食品有限公司从小企业到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的蜕变；王维奇在直播间里介绍

福州茉莉花茶的“前世今生”，让好产品获得了

更多消费者认可。

“这群来自田间地头、科研单位、实验室里的

特殊‘网红’，用自身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刷新了网

友对‘直播带货’的认知，让广大市民体验了‘购

物+科普’的双重乐趣。”据福州市科技局社农处

处长郭文涛介绍，目前已举办 6场科特派和相关

企业代表联合直播带货活动，为本土农业农副产

品打开了市场，促成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优势特色

产业开发、升级，也加深了广大市民对科特派及

其工作的认识。

《若干措施》要求，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

建立福州市科特派信息化管理服务系统并接

入“e 福州”，实现线上选认、履职报告、成果发

布等功能，并通过手机移动终端 App、微信公

众号等实现“掌上科特派”。同时，设立科特

派“我为乡村代言”栏目，开展“福州科特派在

行动”等直播带货活动。目前，福州已开发了

科特派管理系统，并依托福州市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了一批高校、院所

的科特派项目在网上推广，推动成果落地转

化。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对科特

派和乡村人才振兴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任义文

表示，面向新时代新需求，将进一步总结科特派

在农村基层一线创业创新的经验做法，推动形成

全社会关注和支持科特派的良好氛围，激励更多

科技人员、企业和机构参与科特派创新创业，加

快构建起覆盖福州市、面向“三农”、基于“互联

网+”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让科特派制度

迸发出新的活力。

科技直播，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选工作样板点选工作样板点、、建科技服务团建科技服务团、、开科普直播间开科普直播间

福州福州：：创新工作机制助科特派立新功创新工作机制助科特派立新功
特派团队正在对此进行攻关。其中从事地理学

和生态学研究的王维奇研究员，针对茉莉花种植

土壤酸化、结构退化等问题，开出土壤肥力提升、

土壤结构改良与健康土壤培育的“良方”；从事分

子生物学研究的方静平副教授及赵凯讲师，则通

过多组学联合分析、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方

法，对双瓣茉莉花的基因进行品种改良，提高双

瓣茉莉的产量、花香等品质。

“多亏了科特派团队，他们不仅改良了茉

莉花种植土壤，降低了成本，还有效提高了茉

莉花的香气品质，让茉莉花更清香、茶味更浓

郁。”闽榕茶业相关负责人说，这几年公司的茉

莉花种植产量、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升，构建

了高碳汇生态茉莉花园，产量提升 13%，新增产

值达 1452 万元。

“当前，市场需求多元、分工日益精细，呈现

跨学科、跨行业协同创新趋势，一个项目常常需

要多方技术集成解决方案才能有所突破。”福州

市科技局党组成员林亚平说。为此，《若干措施》

要求，市、县两级和有关部门要结合各县区实际

和特色产业，以“一县一团”“一业一团”及“揭榜”

选认等方式，组建科特派服务团，建设特色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助力

推进乡村振兴。

据林亚平介绍，面向七大特色产业和 344家

市级“扶龙头”企业等，福州选认科特派 103 人，

在此基础上，组建 125个团队科特派、4家法人科

特派，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协同创新，推动科特派

从单一技术服务，扩大到对企业产业链服务，服

务层级更加立体全面，一二三产加快融合发展。

福建省福州市组织科技特派员福建省福州市组织科技特派员，，奔赴田间地头奔赴田间地头，，协协
助农民抢收早稻助农民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抢种晚稻。。图为福清市东瀚镇的稻图为福清市东瀚镇的稻
田里田里，，收割机抢收早稻收割机抢收早稻。。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魏培全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