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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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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是农业科技推广的终端袁科技成果的推广成效主要依靠基层推广人员遥如何发挥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作
用袁关键在于加强建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遥本文介绍了霍邱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现状袁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了对策袁以期为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建设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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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邱县是农业大县袁共 21 个镇 9 个乡袁户籍人口超过

称 38 人袁35 岁以下的人员很少遥由于基层推广工作条件艰

22 811 hm2袁其中油料尧棉花播种面积分别为 9 135尧689 hm2遥

推广队伍专业技术人员流失严重袁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不愿进

160 万人 遥全县粮食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为 212 653尧
[1]

苦尧待遇低袁导致许多年轻技术人员纷纷跳槽遥近年来袁乡镇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

来袁造成非专业人员增加袁队伍素质弱化袁给推广工作带来困

业人才的培养遥农技推广体系是实施科技助农的直接载体和

难遥目前袁在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就职的大多是年龄较大的人

重要支撑遥由于体制不全袁体系网络分布不均匀袁现有的农

员袁他们也因自身条件和工作条件的限制袁无法及时了解最

技推广体系特别是乡镇和村级的农技推广体系出现了问

新的农技知识袁自身知识更新慢袁不能胜任当前的推广工作遥

题袁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技推广遥因此袁政府部门必须对该

农业新技术在农村推广存在风险袁许多农民不愿接受

问题加大重视袁找到解决办法遥

新技术遥随着城市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闲置袁农村劳动力

1 现状

进城务工人数不断增加袁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无论体力还

据调查袁全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总数 30 个袁现有编制

是智力都明显弱化袁这严重影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遥

数 120 人袁在职人数 93 人遥其中袁专业技术人员 93 人袁占

2.4 现行农业经营体制制约农技推广

40.9%曰35 岁以下 4 人袁占 4.30%遥在全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

家庭承包经营不利于农业市场化遥面对千家万户袁现行农技

中袁全部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遥随着科技的发展袁农业科技

推广显得力不从心遥乡镇农技推广任务重袁仅靠现在的推广

成果显著遥现阶段霍邱县农技推广工作较以前有了很大进

体系远远不够遥目前霍邱县土地规模经营面积不是很大袁主

展袁但总体进步较慢袁没有突破性进展遥

要还是农户分散经营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技术推广遥

100%曰大专以上学历 44 人袁占 47.3%曰中高级职称 38 人袁占

2 存在的问题

2.1 推广体系不完善
霍邱县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都已经配备袁平均每个乡级

农业生产率低是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缓慢的根本原因遥

3 对策

3.1 组织专题研究袁搞好基层农技推广现状调查是前提
全面了解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现状袁找准问题袁理清发展

机构有 4 人袁但基层农技人员在编不在岗尧人员抽调现象严

思路袁为改革提供科学依据遥要对各个乡镇的农技推广工作

重袁难以保证农技推广力量和农技推广时间袁与此同时县区

下达具体的任务袁及时关注农民的需求袁广泛征集农技推广

农业主管部门的行业指导受到削弱袁上下难以形成合力遥农

体系改革意见遥要认真解决基层推广人员的实际困难袁为推

技人员老龄化尧专业过细尧力量分散袁导致职能交叉尧职责不

广人员及时提供农业科技信息遥

清尧管理困难袁影响了推广效率遥

3.2 以改善基层工作条件和强化农技推广人员知识更新为

2.2 推广经费不足袁工作方式落后

手段

乡镇农技推广工作是公益性服务袁一切活动都受资金供

合理配置专业人员袁保证编制及编内人员经费袁特别是

给的制约遥部分乡镇农技推广方式陈旧袁参与产前尧产后服

及时兑现办公和技术服务经费遥改善基层办公条件袁统一配

务较少袁服务方式以技术指导尧产中服务为主遥服务手段落

备电脑和检测仪器遥基层农技人员要自觉更新农技知识袁要

后袁技术承包尧农技 110尧科技特派员等服务形式没有真正落

把农技知识更新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遥县级推广机构要建立

实袁与龙头企业尧农民专业组织等结合不紧密遥许多乡镇农

基层农技人员培训长效机制遥结合新型农民培训这项民生

机推广机构由于活动经费不足袁基础设施不全袁无法有效开

工程的实施袁县农技推广中心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轮训袁把

展农机推广工作遥乡镇推广机构的办公条件差袁影响了先进

培训范围从常规大宗农作物拓宽到高效经济作物袁把培训

技术的应用和信息的接收袁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遥

内容从种养技术培训拓宽到市场销售等方面袁全面提升农技

2.3 科技人员缺乏袁农民接受新技术难度大
农技推广工作关键在于高水平的推广队伍遥霍邱县乡镇

现有的农技推广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仅 44 人袁中高级职
* 通信作者
收稿日期 2019-01-30

250

人员服务能力袁并把基层农技人员培训长效化尧经常化[2]遥
3.3 加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

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市场经济
发展遥农业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也就使中国很难形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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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在 15.22%~57.86%之间袁麦饭石添加量和浸泡时间对农
药吸附率影响显著遥孔令建等[16]研究发现袁用自来水和 30 g

麦饭石浸泡长豆角 60 min袁可降低长豆角中甲拌磷残留率
达 70.3%遥
5 结语

在大力提倡野节本增效尧节能减排冶理念的当下袁天然材
料麦饭石的利用对实现绿色发展尧环境友好型农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遥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壤问题袁麦饭石既能够提高
作物产量和品质袁又可以改良土壤尧吸附重金属污染物尧调
节土壤酸碱度遥因此袁将麦饭石制备成麦饭石矿物肥料或液
体肥等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遥
麦饭石的种类繁多袁不同麦饭石的成分含量也不相同遥
同时袁麦饭石利用效率低袁可以通过改性提高其特性遥丁 园
等[10]利用硫酸钠将天然麦饭石比表面积由 0.515 cm3/g 增加

至 1.281 cm3/g袁改性后的麦饭石对土壤重金属的阻控效果明
显提高遥阎福林等[17]在麦饭石中添加碳酸钠袁经高温煅烧后袁
提高麦饭石 SiO2 的溶出性 30 多倍遥

因此袁深入麦饭石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袁合理开发和应

用麦饭石有助于农业生产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袁也定会产生
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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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技推广网络袁能保证基本推广工作的开展遥下一步的工

大的农产业袁这是中国农民始终走不出贫困的根源遥因此袁

作是要深化农业技术改革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曰要进一步落

应加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袁对农村资源进行科学调整和利

实政策袁确保农技推广机构的稳定袁要坚决制止向农技推广

用袁加大人力资源尧科技资源尧信息资源的介入袁促进农业技

机构安插非专业人员曰要不断更新理念袁提高农技人员的素
质袁增强农技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术进步袁推动农业发展

遥

[3-4]

3.4 集中优势搞好示范

4 结语

以推行农业科技特派员为重点袁进一步提高为农服务水

政府要重视农技推广工作袁制定相关政策遥县级农技推

平遥现行的农技推广工作以技术服务为重点袁采取野技术示

广管理机构要重视基层农技推广员的管理和培训袁要确保

范+行政干预冶 基本推广方法遥随着市场农业的发展尧农民主

推广人员发挥出作用曰要研究新型农技推广模式袁强化农技

体意识的增强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袁必须创新行之有效的推广

服务袁将农业技术与农业产业化紧密结合袁推动农业发展遥

方式方法遥农业科技特派员采取政府推动和市场引领相结
合的方式袁按照自觉自愿尧双向选择尧利益共享尧风险共担的
原则袁选派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线袁为农民提供直接有效的
技术服务遥同时要借鉴外地成功经验袁大力推行农业科技特
派员制度袁在机制创新尧选派规模尧服务成效上寻求突破袁不
断提高科技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5-6]遥
3.5 落实农技推广工作

霍邱县农技推广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县尧乡两级比较完整
渊上接第 252 页冤

的发展提供助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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