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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学

福建省科技小院发展现状及建议
韩牙琴 1袁2
渊1 福建省农村科普服务中心袁福建福州 350001曰
2

福建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袁福建福州 350001冤

摘要 农业农村发展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袁离不开农业
科技的支持袁离不开科学普及和农民科学素质提升遥 本文阐述了福建省科技小院发展现状袁总结了福建省科技小
院取得的成效袁提出了注重农业产业科技创新尧注重人才培养尧畅通农业技术服务和科学普及落地野最后一公里冶
等建议袁以期为推动福建农业转型升级尧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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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兴则国家兴袁乡村衰则国家衰遥 解决好野三

型职业农民袁针对生产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创

农冶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袁实施乡村振兴战

新袁形成绿色产业发展模式袁推动福建农业转型升

略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

级袁有效促进乡村振兴[6]遥 实践证明袁科技小院是福建

的职业袁让农村安居乐业的壮丽家园遥 2021 年国家

省科学技术协会服务野三农冶和乡村振兴的新平台和

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袁 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重要抓手袁是科技特派员的新模式遥

全面胜利的标志袁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袁奔向新生

1

活尧新奋斗的起点[1-4]遥

福建省科技小院发展现状
福建省从 2019 创建第 1 批 5 家科技小院开始袁

福建省聚焦提质增效袁着力加快特色现代农业

不断总结经验袁进一步发挥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的

建设袁大力实施野五千工程冶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总产

优势袁集中资源袁持续 3 年创建了 3 批科技小院袁形

值超过 1.7 万亿元袁创建 84 个省级以上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尧60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袁实施现代农业重点
项目 435 个尧完成投资 132 亿元袁培育了一批特色产
业百亿强县袁打造了一系列野福冶字号福建绿色优质
农产品品牌遥 水果尧食用菌等产销联盟和蔬菜供应链
协会发展壮大[5]遥

福建省科技小院肩负着新时代的新任务尧新使

成有福建地方特色的 22 家科技小院渊图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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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袁并在 3 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遥 福建省科学技

术协会在全国率先创建了依托当地主导特色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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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建省 22 家科技小院分布情况

由表 1 可知袁福建省第 3 批科技小院均是紧扣

当地主导或特色产业建立的袁科技人员和研究生扎

韩牙琴院福建省科技小院发展现状及建议
根田间地头袁开展科技创新尧技术服务尧科学普及和

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方式袁实现了生产发展尧农业

农民培训遥 创建科技小院袁为农业产业发展安上了科

增效尧农民增收袁提供了全方位的乡村技术服务袁助

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双翼袁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尧农

力乡村振兴[7-10]遥

表 1 第 3 批福建科技小院概况

名称
所在县渊市冤
产业特色
罗源食用菌
罗源县 食用菌产业是罗源县农业主要产业之一袁种植有秀珍菇尧香菇尧海鲜菇等品种袁其中罗源秀珍菇市场份额
科技小院
占全国 70%以上袁使罗源县成为野秀珍菇之乡冶遥 2020 年全县栽培食用菌 2.29 亿袋袁产量 18.61 万 t袁全产
业链产值 19.6 亿元
平潭县每年培育坛紫菜良种原种 1 000 瓶袁为闽尧浙尧粤沿海地区提供 2 666.67 hm2 优质紫菜苗袁年产值
5 亿元

平潭坛紫菜
科技小院

平潭县

福安红茶
科技小院

福安市

福安市是野坦洋工夫冶原产地遥 茶产业是福安市最具特色的传统优势产业袁全市现有茶园面积约 2 万 hm2遥
2019 年全市茶叶产量达 2.84 万 t尧毛茶产值 16.92 亿元袁茶产业综合产值 80 亿元袁是野中国茶叶之乡冶野全
国十大重点产茶县冶

莆田中药材
科技小院

莆田市

该科技小院拥有 13.33 hm2 中药材基地袁可用于太子参尧金线莲等中药材品种筛选及生态栽培技术集成示
范袁探索适合当地的特色优质金线莲一尧二尧三产融合发展的乡村产业振兴模式

南安蜜蜂
科技小院

南安市

长泰火龙果
科技小院

漳州区

养蜂基地面积逾 133.33 hm2袁分 15 个林下养蜂基地袁共林下养殖蜜蜂 8 000 多群遥 养蜂业是当地特色产
业袁年产蜂蜜逾 1 500 t袁年产值高达 1.5 亿元遥 蜜蜂为南安农林作物授粉面积高达 1 800 km2袁带动南安农
林增收 20 亿元以上

上杭萝卜
科技小院

上杭县

萝卜种植面积 1 400 hm2袁种植户 1 000 多户袁年产量在 3.4 万 t 以上袁年产值逾 2 000 万元遥 野上杭萝卜干冶
作为野闽西八大干冶之一袁是上杭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遥 2015 年袁野上杭萝卜干冶正式成为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永安蔬菜
科技小院

永安市

浦城再生稻
科技小院

浦城县

该科技小院拥有近 3 000 m2 的果蔬物流园袁蔬菜基地逾 133.33 hm2袁年产辣椒逾 900 t渊永安总产量达到
10 万 t冤尧莴苣 2 800 t渊永安总产量 30 万 t冤

火龙果种植面积逾 333.33 hm2遥 公司始终坚持生态种植的方式袁采用自然农法的生产管理袁做到以虫治
虫尧以草治草的仿野生生产管理遥 基地已经成为集生产尧储藏尧销售尧观光旅游于一体的新型示范基地

浦城县以农业为重袁主产稻谷袁久负野闽北粮仓冶盛名遥 野浦城大米冶为地理标志产品袁被授予野2020 年度福
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共用品牌冶

2 福建省科技小院取得的成效

农民繁育尧种植尧销售青梗菜种子袁服务当地建成青

2.1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梗菜种子产供销全产业链袁市场占有量全国领先遥 三

平和蜜柚科技小院集成运用最新施肥技术袁增

明兰花科技小院示范引导当地农民建造智能大棚逾

产蜜柚约 4 t/hm2袁利润增加 2.25 万元/hm2袁且品质大

2 万 m2袁培育出近千种兰花品种并加以推广袁并缩短

幅度改善遥 推广运用此技术袁平和县一年可减少化肥

了兰花的育种年限袁每月可节约购买组培苗的成本

投入 10 亿元遥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叶经济半小时曳播

约 2 万元遥

出了平和蜜柚科技小院野科技促丰收冶专题节目遥 浦

2.3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城再生稻科技小院引进优良品种袁 划分早熟再生稻

建瓯闽北乌龙茶科技小院研发野软枝乌龙栽培

和中熟再生稻品种袁建立配套的高产高效生态安全

方式冶野宋代研膏茶工艺复原冶等专利项目袁并制定种

栽培技术体系袁并对当地种粮大户及骨干农民进行

植地域行业标准袁提升了野北苑贡茶冶野闽北水仙冶野矮

技术培训袁实地传授再生稻野三保两促一攻冶高产栽

脚乌龙冶品牌效应遥 尤溪红茶科技小院突破当地茶产

培技术袁带动再生稻产业发展遥 2021 年 8 月 16 日再

业在人才尧资金尧技术等方面的瓶颈袁打造野尤溪红冶

生稻示范片测产袁第一季产量已超过 10 500 kg/hm2袁

茶叶品牌袁为科技兴茶提供了创新发展平台袁为乡村

相当于一季稻的产量遥

振兴注入了新动能遥

2.2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2.4 增强农民获得感

连江海带科技小院指导官坞镇渔民开展海带育

科技小院通过科技画廊尧田间指导尧开展培训袁

苗尧养殖尧加工尧销售袁促进当地建成全国最大无公害

将先进农业技术带给农户袁提高了农民科学文化素

海带良种育苗基地遥 闽侯青梗菜科技小院带动当地

质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3 批 22 家科技小院入驻专家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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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人袁常驻研究生 60 余人袁导师尧专家平均每月到
科技小院指导 2 次袁开展科技服务 130 多次袁举办新

度的新样板尧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16-1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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