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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培训在重大农技推广服务项目中的作用和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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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辽宁省水稻研究所主持的重大农技推广服务项目为例袁结合辽宁省水稻产业发展特点袁阐述了科技培训在项目执行中
的重要作用及具体的实施措施袁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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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水稻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是农业
部尧财政部下达的重大推广试点项目袁项目旨在推进现代农
业发展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曰以水稻实用技
术集成示范带动技术创新袁以成果转化示范提高辽宁省水
稻生产能力曰建立野科研试验基地尧专家团队垣区域示范基
地垣基层推广服务体系垣农户冶的链条式农技推广新模式袁构
建新型科技服务体系袁探索建立水稻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
产力的新机制袁探索建立高校和科研院所农技推广人才评价
体系袁全面提升辽宁省水稻产业科技贡献率 遥
[1]

1 科技培训的作用
农技推广的本质就是教育袁而农技推广的过程也就是
教育的过程 遥农技推广的核心性质是其教育性袁只有通过
[2]

对农民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教育与培训袁才能将农业新成果尧

及核心示范区周边农户需求袁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培训袁
综合培训与骨干培训相结合袁共举办科技培训班 10 余次袁
与各项目区农技推广部门的技术人员深入农户田间地头袁

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 130 余人次袁培训农户 2 320 人次袁发
放了叶水稻工厂育苗技术挂图曳叶水稻高产栽培技术手册曳

叶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手册曳叶水稻工厂化育苗技术光盘曳等
技术资料遥召开水稻工厂化育苗现场会 3 次尧水稻机械化插
秧现场会 2 次尧水稻工厂化育苗现场观摩会 1 次袁通过电
话尧微信尧短信尧QQ 等多种方式为合作社尧当地农民尧种粮大

户开展技术咨询服务袁培训科技带头人 19 人尧技术骨干力
量 42 人尧示范户 360 余户袁促进了项目区农民水稻实用栽
培技术的普及遥

2 科技培训实施措施

新技术尧新知识与新信息袁扩散普及并应用到农村尧农业尧农

2.1 加强领导袁健全机制袁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民中去遥农民培训始终贯穿在农业技术推广的各个环节中袁

在沈阳农业大学直接指导下袁集中农业科研尧推广尧生

且处于核心地位

遥

[3-4]

产等各方面的力量袁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尧植物营养

辽宁省水稻研究所作为技术依托单位袁重点协助建设苏

与环境资源研究所尧植物保护研究所尧信息中心相关专业技

家屯试验站以及大洼区王家镇绿色稻米认养基地尧盘山县坝

术人员及铁岭尧辽中尧盘锦尧东港等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等单

墙子镇稻蟹生态种养基地尧沈北新区稻梦空间稻米主题公

位组成项目技术服务小组袁建立并完善科技培训运行机制袁

园尧东港市示范繁殖农场等 4 个示范基地袁并且有力地扶持
了 20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遥

项目针对试验站及各示范基地特点袁开展了有针对性的

科技培训与服务遥在苏家屯试验站袁于水稻观摩的最好时期
7要9 月中下旬袁安排专家为来试验站引种观摩的各地人员
讲解试验站内展示的水稻新品种尧新技术等遥不但提高了合

作社以及种植大户对新技术尧新品种的认识袁而且在互动中
了解到当前农民的水稻生产实践经验尧病虫草害防治方法尧
常用农机设备等方面的信息及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遥为将来解
决农民关心的问题提供了课题和工作重点遥在大洼绿色稻米
认养基地袁水稻所重点放在提升农民职业化水平上遥依托
大洼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袁在农闲时间以及水稻生长的关键
时期组织综合素质高尧生产能力强尧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基

在人力尧物力尧技术和资金上给予充分保障袁确保各项工作
措施及时到位遥
2.2 政府推动袁政策引导袁为项目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紧紧依靠当地政府和国家有关政策袁与当地县域经济
发展相结合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袁在人力尧物力及财
力等方面给予保障袁以加强项目的技术推广力度及政策引
导袁保证技术培训的成效袁大大提高技术开发和示范推广的
效果[5]遥

2.3 精心策划袁认真组织实施袁整合资源强化考核与监督
加强本单位与项目区的农业生产部门尧推广部门尧企业
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袁发挥乡镇农业技术推广骨干力量的作
用袁建立完善的技术协作服务推广网络遥同时袁注重与辽宁
省农业科学院承担的省市农业综合开发推广项目相结合袁

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举办培训班尧现场会共计 5 次袁促使

实现多部门尧多层次协作袁强化技术集成袁确保项目培训任务

化好遥水稻专家全年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50 余人次袁培养了

按照省级绩效考评制度的有关要求袁实行责任人负责

生产工作人员对稻蟹种养关键性技术和操作技能消化快尧转
一批野土专家冶野田秀才冶遥

项目实施期间袁项目组专家根据试验站尧各示范基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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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完成遥
制和目标管理制袁建立层层负责的监督检查考核机制遥根据
项目区各地承担的任务指标袁合理确定考评指标袁在项目实
施完成后袁组织成立考评小组袁对各地科技培训情况进行检
查验收袁使项目参加人员的责尧权尧利相结合袁保障项目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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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遥但是代村农地流转情况比较特殊袁所以可以通过后

大部分农村地区农地流转的社会效益并不明显袁还需加大

期推测大致得出代村农户未流转土地前的收益袁代村农地流

农地流转的力度遥

转大部分都用于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建设袁而农业公园是代村

4 结语

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袁特别是农户在公园内打工所挣的劳动
性收入是其家庭年收入的主要部分袁此外袁农户流转土地所

济发展的关键遥目前袁兰陵县代村农地已经全部流转成功袁

获租金渊16 500 元/hm2冤等各项补贴等也都得益于农业公园

建设袁而在农户没有流转土地袁也就是兰陵农业公园未建设
的时候袁农户的主要收入只能是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袁这与
大部分农民收入来源一样袁且根据相关数据可知袁2018 年我
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1.46 万元袁虽然我国西部落后农村地

区收入低袁但 1.46 万元与 5.52 万元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
仅是地区差异这个因素导致的袁代村农地流转确实实现了农
民增收这一目标遥
3.2 农地流转的社会效益分析
实现农民增收并不是农地流转的唯一目标袁社会效益也
是农地流转的一大目标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就是
农地流转社会效益的主要体现遥代村农地流转的社会效益主
要体现在农户在农业公园内工作袁这样既转移了农村剩余劳
动力袁也有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遥其次袁农地流转的社会效
益还体现在村民民生福利方面袁比如村集体以集体名义给村
里老人发放养老金曰对考取高等学校的村民子女实行分级教
育奖励曰定期给村民发放新鲜瓜果尧蔬菜尧饮用水曰村集体免
费给全村供暖等遥代村的民生福利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袁合作
社带动模式下农地流转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农地经营方
式的优化袁方面其产出效益大幅度提高袁特别是代村这种乡
村旅游的发展模式袁使得更多的农户开始从事非农产业曰在
龙头企业引导模式下袁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龙头企业经营袁企
业将土地进行统一整合袁实现规模化经营袁代村流转农地用
于农业公园建设袁积极探索现代农业种植袁致力于发展第六
产业渊一产+二产+三产冤袁农户实现增收目标遥以上 2 种模
式袁都适合代村的实际发展现状袁也真正为代村的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了活力遥但是就全国来看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袁农地流转问题是决定农村经
这在全国具有先例性袁也为其他地区农地流转积累了经验遥
据调查得知袁代村农地流转可以归纳为合作社带动尧龙头企
业引导 2 种模式遥当前代村的农地流转产生了显著的农民增

收效益和社会效益遥代村农地流转成功的主要原因有院选择
了适合的农地流转模式要要
要合作社带动模式和龙头企业引
导模式曰代村紧靠县城的位置优势曰代村村委关农情怀深
厚曰代村本村产业得到突破性发展遥本研究仅对代村进行了
调查分析袁还需要扩大案例区范围袁进一步量化分析农地流
转对农民的效益影响袁 以更客观地分析农地流转模式及其
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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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尧服务区域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袁但缺乏与科研推

实施遥

广机构的协调袁在新技术推广方面存在短板遥建议政府扶

3 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持部分企业开展农业科技推广袁加大对企业相关政策的扶

3.1 缺乏基层农技推广人员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待遇低袁工作任务繁重袁人员流失严

持力度遥
4 结语

重袁新的力量补充不进来袁尤其缺乏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遥

农业科技快速发展袁农技推广需要持续进行遥作为农业

建议提高工作福利待遇袁引进大批青年大学生扎根农村袁服

科技工作者袁要整合新资源尧掌握新技术尧利用新方法做好

务新农村建设遥

推广工作袁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力量遥

3.2 现代农业新技术袁特别是技术方法类成果的推广应用
采用者一般应具备一定的农业基础知识袁熟悉基本原
理和操作技术袁而现阶段仅有少量科技带头农户具备这种
能力袁多数农民尚不具备遥建议加大职业化农民培训力度袁
发挥职业化农民的示范引领作用遥
3.3 民间组织与企业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方式有待完善
近年来袁民间组织渊各类农民协会冤与企业渊公司冤的推
广队伍不断壮大袁特别是一些新型肥料尧农药生产企业袁吸
纳了较多大学毕业生作为推广员尧销售员袁在信息沟通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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