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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在浙江调研科技特派员工作 

为深入了解“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暨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启动

仪式”召开以来各地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有关情况，

10 月 20—21 日，张来武副部长在浙江就科技特派员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调研期间，张来武副部长深入到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村民姜祖

海家中，下姜村科技特派员杭白菊基地以及科技特派员鲟鱼基地进行

调研，与浙江省中药所入驻淳安县枫树岭镇的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俞

旭平同志，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有关同志以及下姜村村民进行

了亲切交谈，就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基层的需要、存在的问题以及

下一步工作建议等进行交流，听取意见。当了解到在俞旭平同志帮助

下，枫树岭镇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中药材销售总额从 2003

年的 300 多万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1500 多万元， 2008 年全镇农民人

均收入大幅度增加时，张来武副部长予以高度评价。 

10 月 21 日下午，张来武副部长在杭州召开了科技特派员工作座

谈会。会议由浙江省科技厅厅长蒋泰维主持，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邱

飞章就浙江省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汇报，浙江大学、

浙江农科院、浙江林学院、中国农科院茶科所、杭州市科技局等法人

和团队科技特派员代表，科技特派员管理单位代表，以及浙江大学派

驻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科技特派员张放等科技特派员代表作了发

言。在认真听取发言之后，张来武副部长对浙江科技特派员工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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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特派员工作，

省委书记赵洪祝亲自主持召开全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座谈会，研究推动

科技特派员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浙江省科技厅与省委组织部、

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等相关部

门密切合作，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法人和团队科技特派员制

度建设的指导意见》，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工作措施，认真开展科技特

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为全国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创

造了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推广。张来武副部长希望浙江省科技厅

等有关部门继续贯彻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制定的

《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以及省委、省

政府的决定，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为建设信息化

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创造经验，作出贡献。浙江省科技厅邱飞章副厅长、科技部农村司副

司长郭志伟、农村中心主任余健、副主任孙晓明等同志陪同调研。 

 

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巡讲活动在四川成功举行 

为贯彻落实“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精神，宣传科技特派员工

作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培

训四川地震灾区的基层科技管理人员和科技特派员。11 月 10—13 日，

科技部办公厅、农村司和农村中心在四川省成都市、德阳市和广元市

开展了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巡讲活动。 

本次巡讲团成员由 5 名优秀科技特派员代表和科技特派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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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组成，来自浙江、内蒙古、宁夏和四川的优秀科技特派员代表介

绍了自己与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围绕产业链建设进行科技创业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的经历；宁夏科技特派员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则从组

织领导、政策环境、队伍建设、运行机制、融资渠道、信息整合等方

面介绍了本省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做法和成效。巡讲活动不仅为地

方科技管理人员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提供了宝贵思路，而且为科技特

派员瞄准市场进行科技创业提供了启发和借鉴。 

此次巡讲活动得到了基层科技管理人员和科技特派员的热烈欢

迎和积极参与，来自四川成都市、德阳市和广元市基层科技管理部门

和科技特派员代表近 500 人参加了报告会。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学习

优秀科技特派员的先进经验，更新观念，积极探索长效机制，深入农

村开展科技创业与服务，助推灾后恢复重建。 

 

地方快讯 
 

青海省科技特派员工作交流会召开 

10 月 13—15 日，青海省科技特派员工作交流会在西宁召开，来

自全省各地的科技特派员代表、青海省有关部门、各级科技部门和中

科院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省农科院、省牧科院等科研院所的

代表 80 余人参加了交流会。会议对近年来全省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

工作的做法和成效作了全面总结，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思路，表彰了一

批优秀科技特派员和先进集体，为获得全国科技特派员先进个人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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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集体颁发奖状。会议还组织代表实地考察了平安、互助、湟源三县

科技特派员创业的示范基地，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庆生到会作了讲话。 

    从 2002 年开始青海省实施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行动，截至目前，

共有 673 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田间地头，在全省 681 个村、协会开展

创新创业和科技服务工作。青海省已累计投入省级科技专项经费 1400

万元，支持科技特派员创业项目 500 余项。仅去年 1 年，青海省科技

特派员就实施科技开发项目 274 项，推广新技术、新成果 249 项，创

建利益共同体 87 个，创办经济实体、协会 78 个，培育龙头企业 12

个，培训农牧民 7 万多人次，科技特派员服务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

幅 14.8％。今年 6 月，青海省赵进朝等 9 名同志被科技部授予“全国

优秀科技特派员”荣誉称号，西宁市科学技术局、平安县科技特派员

管理办公室被授予“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省科

技厅被授予“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省级优秀组织管理单位”荣誉称号。 

    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华在讲话中说，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加快

了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农牧民收入；加快了科技成果推广步伐，提

高了农牧民科技文化素质；提升了农牧民组织化程度，推动了特色产

业发展；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业热情，壮大了科技特派员队伍；强化

了地方科技工作，已成为推动青海省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重

要力量。很多农牧民与科技特派员建立起长期有效合作机制，不仅增

加了农牧民的收入，而且加速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

取得了互利双赢的显著成效。“十二五”期间，青海省科技特派员工

作将重点推进“2135”工程，即科技特派员队伍发展到 20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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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 100 个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和创业链，重点支持 300 个科技

特派员创业服务科技项目，推广先进适用新技术、新品种 500 项。 

（青海省科技厅）   

 

甘肃举办科技特派员培训班 

10 月 29—30 日，甘肃(中片)科技特派员培训班在定西市举办。

此次培训班是甘肃省科技特派员系列培训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兰州

市、白银市、定西市科技特派员代表，各县区科技局负责人及市直涉

农单位副高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甘肃省马铃薯变性淀粉工程技术

中心技术人员约 180 人参加了培训。 

甘肃省科技厅副厅长赵旭东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充

分认识科技创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科技特派

员制度实施 7 年来，盘活了科技人才资源，探索了科技服务“三农”

的新机制，提升了农业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强化了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与此同时，科

技特派员的自身价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实现了农民与科技特派员的

双赢，产生了巨大的带动效应和显著成效，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充分肯

定和农民群众的由衷欢迎。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要求市县各级科技管理部门要拓宽科技

特派员服务领域，关注民生改善，加强产业链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培训班还邀请甘肃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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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吴建平，兰州理工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贵贤，甘肃轻工学院院长、教授赵煜分别作了《我的农民情结、科

研之路、创新探索及人生追求》、《甘肃草畜产业发展》、《定西精细化

工产业发展的思考》、《科技创新与县区特色产业发展》专题报告。并

请荣获“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的临洮县科技局及荣获

“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的科技特派员周爱兰、孟新文分别在大

会上交流发言。 

这次培训班是甘肃省科技厅委托定西市科技局承办的，此前已分

别成功在天水和酒泉开展科技特派员市县的基层分区域培训。通过这

一系列培训，对交流各地科技特派员工作开展的成功经验，启迪工作

思路，提高科技特派员的业务素质，发挥科技特派员在服务基层新农

村建设中的作用，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甘肃省科技厅）   

 

浙江宁波今后 6年将派 1000 人次农村科技特派员 

今后 6 年，宁波市将着力实施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六大行

动，并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给予保障。 

为了进一步深化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宁波市委、市政府决定从

今年起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具体包括粮食丰产科技支

撑行动、农业产业基地科技提升行动、农村企业科技服务行动、农村

新型业态培育行动、农村医疗卫生科技服务行动、农村社区建设科技

服务行动六个方面。力争到 2015 年，实现“四个百千”的目标：即

 - 6 -



选派 100 个团队和法人科技特派员，使科技特派员队伍规模达到 1000

人次；突破 100 项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转化和示范推

广 1000 项农村科技成果；培育创建 100 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

业和农业科技创新型企业，结对服务 1000 家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和科

技服务组织；争创 100 个科技示范村、乡镇，示范辐射 1000 个村。 

（宁波市科技局）   

 

典型案例 

 
矢志传播科技星火 

——记宁夏青铜峡市科技特派员蔡金海 

 

    蔡金海 1992 年 7 月毕业于宁夏林业学校森保专业，2007 年被破

格晋升为林业工程师。是青铜峡市第一批科技特派员之一。 

  多年来，蔡金海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指导农民发展林果产业，为

青铜峡市林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酿酒葡萄园区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受到了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被当地农民称为播撒科

技种子的“绿衣使者”。 

  成为科技特派员后，蔡京海以服务特色产业、实施技术带动、连

接企业农户、引进推广示范等为创业主要内容，以鲜食葡萄、酿酒葡

萄、设施园艺和加工销售为突破口，在青铜峡市示范带动了甘城子等

地7万亩酿酒葡萄基地的快速形成和灌区2万多亩鲜食葡萄的标准化

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他积极与区林业科研所等院所开展技术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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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技术入股形式与明珠园公司、华昊葡萄酒公司、江满洋公司共

同打造青铜峡市的酿酒葡萄产业龙头企业，连接种植大户和农民，签

订种植收购加工订单 2 万余亩，示范带动了葡萄种植户 2600 多户，

引进推广葡萄栽培新技术 8 项，引进、试验、推广林果新品种 4 个，

直接带动农户每亩增收 1870 余元。 

  为了进一步示范带动青铜峡全市的设施园艺发展，2007 年蔡金

海在大坝镇蒋东园区承包了 10 栋温棚，指导 30 余户、1500 多亩设

施园艺种植。同时，针对农户技术缺乏的状况，他积极编写了 2 套酿

酒葡萄栽培实用技术丛书共 1.1 万册发放给农户。 

  面对农民对技术的渴求，他一边耐心地解答问题一边在葡萄行间

查看，有时干脆就来一场现场技术培训，把共性生产技术问题和解决

办法通过田间操作传授给农民，他总是精益求精，倾尽所有，用最通

俗易懂的语言将繁杂艰难的专业术语解读得清晰明了，用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去解决农民提出的各种问题，简便易学，针对

性很强，很受农民的欢迎，许多种植户的在他的指导下技术逐渐得到

了提高，成为了科技致富带头人，带领更多农民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

路子,有的还受到了区、市的表彰和奖励。 

  蔡金海正是靠着长期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倾心事业的精神，将科技

星火传播到了足迹所至的每一片土地，种在了广大农民的心中，结出

了丰硕的成果。青铜峡市的葡萄产业面积达到了 12 万亩，每亩效益

达到 2500 元，纯收入 1500 元，几大龙头企业争相订购优质酿酒葡萄。

近几年蔡金海获得了中国林业科学院 ABT 与 GGR 推广表彰奖，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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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科技特派员，农业科技“110”专家服务团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参加和完成了《兴果富民工程》、《青铜峡市百万农民培训工程》、《三

北四期林业工程项目》等多个林业工程项目；发表了专业论文 4 篇，

参与编制 9 项林业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每年农民科技培训场

次达到 80 场次、8000 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10000 余份。面对赞誉和

成绩，蔡金海表示要继续他撒播科技星火的人生，继续他的“绿衣使

者”之路，为绿化家乡和造福人民贡献毕生。 

（宁夏科技厅）   

 

农家槽头树丰碑 
——记甘肃省科技特派员周国乔 

 

  作为一名畜牧站技术人员、民间科技特派员，周国乔全身心投入

畜牧科技工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搏、奉献，赢得养殖户欢迎。

今年 6 月被国家科技信息部授予“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 

  周国乔毕业于甘肃省畜牧学校，毕业后以满腔热情，一心扑在骆

驼城乡奶、肉牛品种改良、疫情防控、技术指导等服务性工作上，用

科技让畜牧养殖提质增效。 

  典型引路起规模 

  作为一名畜牧工作者和科技特派员，怎样唤起全乡农民群众发展

养殖的积极性。周国乔采取典型引路的办法，用事实让群众信服。动

员养殖户发展规模养殖，对建康村四社农民车天亮进行帮扶，从养 3

头牛开始,发展到年育肥肉牛20头以上，仅养牛1项,累计纯收入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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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年均纯收入 1.58 万元，年人均纯收入 4900 元。指导骆驼城乡

骆驼城村二社周军仁发展规模养殖,年饲养生猪由80头发展到600头,

帮助他搞起了生猪贩销,两年贩销生猪近千头,养猪纯收入 5 万元以

上。帮助青年农民万占军兴办起了万头仔猪繁殖场，通过大力推广良

种、良料、良舍、良法、良医的“五良”配套技术，帮助组建自己的

销售协会，养殖当年盈利 20 万元。2007 年，他入驻前进村领办养殖

小区，通过半年的辛苦工作，前进村建成高标准奶牛养殖小区 2 个，

入区户 30 户，饲养奶牛 180 头，在前进养殖示范小区的带动下，全

乡建成养殖小区 7 个。 “小规模，大群体”的生产格局，使畜牧业

成了当地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全乡养殖人均纯收入占到了全乡人均

纯收入的 34%。 

  提高本领趟富路 

  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是提高养殖效益的关键。为了开展第一例奶

牛胚胎移植，他已记不清多少次上门给饲养户王天福讲解技术，王天

福半信半疑地同意了移植手术。2007 年，看到膘肥体壮的小牛顺利

生产，王天福第一个向他报喜，连连向他致谢，同时王天福也掌握了

胚胎移植的技术。 

  同年，11 月份的一天凌晨 2 点钟，他的手机突然响了，骆驼城

村陈贵的孕牛难产，他当机立断，骑上自行车赶到 10 公里以外的骆

驼城村，等到小牛顺利产出，已到凌晨 9 点多钟了。陈贵逢人便说：

“科技特派员就是好，随叫随到，有问题能及时解决，有这样的技术

服务我们搞养殖就不用愁了”。为了让农民听得懂、学得深、记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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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合生产实际编写了《农村养殖实用技术一本通》发放到农户手中，

作为普及性读物，群众从中获益匪浅。为提高养殖户科技养殖水平，

每年举办技术讲座 20 场次，培训 2000 人次，印发科普资料 8000 份，

举办科技培训班 6 期，培训 500 人次。共培养 26 名乡土科技人才，

平均每 2 位农户中就有 1 位养殖大户。 

  有偿服务辟新径 

  怎样引导广大农户发展健康养殖业，把畜牧科技最大限度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经过再三思考，周国乔决定实行有偿服务，这样既可以

增加收入，又可为规模养殖户提供优质长期服务。他大胆与宣建二公

司赵国富养牛场等 6 个养殖场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合同约定收入

1.2 万元。同时探索技术入股、自行投资、与他人合作等方式，解决

资金不足，开展科技服务。 1997 年 3 月，通过参与投资，协调贷款

等方式与本乡骆驼城村村民万鹏合作，从陕西英考鸵鸟养殖公司万陇

分公司引进鸵鸟 40 只，经过 9 个月饲养，按合同价回收，每只纯收

入 1000 多元，周边群众也从中看到了鸵鸟养殖的前景，纷纷前来入

股合作。为了提高奶牛的良种化程度，他积极参与全县奶牛胚胎移植

试验示范工作，取得了成功，本人掌握了胚胎移植的高新技术，利用

畜牧站防疫员的身份，先后在全乡设冻配点 4 个，组织全乡奶、肉牛

冻配改良工作，每年授配奶牛 500 头以上，肉牛 2000 头以上，仅此

1 项实现畜牧业产值 400 万元，在为群众服务的同时还解决了 3 个畜

牧技术人员的就业问题。 

（甘肃省科技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