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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按照全产业链布局

创新链，建立了研发经费

稳定投入机制，打破了部

门、学科、区域界限和利益

藩篱，实现了农业科研协

同创新，成为促进农业科

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

途径。

农业科研要跳出“一亩三分地”
□ 乔金亮

2019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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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以“硬科技·引领变

革的力量”为主题，聚焦硬科技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为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完善支持硬科技发展的政

策环境提供了交流平台。

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难题

“集团军”投身农业科技创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科技创新
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长期以
来，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培育和推广了
一大批高产优质新品种新技术，为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
而，耕地、淡水资源的刚性约束加剧，
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国农业高
质量发展面临着挑战。为了应对可能
出现的困难，必须提高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

过去，各地区各部门在农业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
进展。但总体看，依然存在条块分割、
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分工不明、协

作不力等问题，特别是在农业科技工
作和产业经济发展之间，仍然缺乏有
效的连接机制。如何探索农业科技发
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是迫切需要解
决的重大课题。

在此背景下，以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为代表的农业科技机制创
新应运而生。体系通过中央财政稳定
支持和任务委托方式，以协同创新为
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打破部门、区域和
学科界限，搭建新型农业科技联合协
作的大平台。

以油菜产业为例，油菜生产机械
化问题是制约油菜产业发展的瓶颈。
由于各类研究计划都是各自立项，农
机农艺难以配套。油菜体系成立后，
将油菜机械化问题作为全体系重点攻
关任务，组织育种、耕作栽培、农机等
方面的岗位科学家和长江流域的综合

试验站聚焦一个目标开展工作。
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推

进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做出布
局，提出强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解决了农业科研长期以来存在
的痛点，让农业科研跳出了“一亩三分
地”，体系的成功探索对我国农业科技
创新的启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建立了技术用户考核评价机
制。相当长时间以来，衡量科研人员
业绩的标准主要是论文、专利和争取
到的项目资金数量，导致许多科研成
果束之高阁，产业中的关键问题往往
不能及时解决。体系对此进行了改
革，引入专家测评和用户评价相结合
的评价模式，由行业部门、协会、企业
等技术用户作为主评价方，把“科研任
务与产业的关联度、科技研发的创新
度、科研产出对产业的贡献度”作为重

点指标，解决了科研与生产“两张皮”
问题。

二是保证了每个产业的每个环
节、每个领域都有相应的科技力量分
布，消除了在过去产业发展技术支撑
方面的“空白”和“短板”。统筹产前产
中产后各环节科技力量，形成了与产
业链并行耦合的创新链，避免了以往
按照学科组织科研力量导致创新链被
人为割裂、产业不同环节技术发展不
平衡的弊端，改变了以往农业科技资
源分散低效，各自为战的现象。

三是注重产学研一体化，体现科
研推广培训的衔接性。过去科研、推
广、培训三大系统脱节问题比较突出，
中间缺少“一体化”的连接机制，而体
系正好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功能，健全
了科技一体化机制，加速了已有研究
成果的快速转化。

一入秋，北京市房山区三仁梨园
的梨树就“穿”上了一截20厘米左右
的瓦楞纸，仿佛一件短棉袄。“这里面
大有玄机”。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刘奇志
说，这叫梨园轻简化病虫害防控技
术。她用小刀划开捆绑用的胶带，瓦
楞纸里面竟然爬满了小虫。“这都是梨
木虱，瓦楞纸很容易引来害虫入住，可
以将害虫一网打尽。”

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是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50 个子体系之
一。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简
称体系）是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建设的
农业科技创新“国家队”，把农业科研
力量拧成了“一股绳”。中国科学院第
三方评估中心的报告认为，体系是促
进农业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途
径，是全国农业科研协同创新的成功
探索。

“体系打破了部门、学科、区域界
限和利益藩篱，实现了‘集团军’式协
同创新，着力化解科技与产业‘两张
皮’现象。”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
长廖西元介绍，其中有3个密码：一是
按照全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二是建立
研发经费稳定投入机制；三是采取“自
下而上确定任务、自上而下分解任务、
技术用户评估效果”的管理办法。

合力拧成“一股绳”

体系聚焦水稻、玉米、小麦、大豆、
生猪、奶牛等50个主要农产品，将全
国800多个中央和地方科教、企事业
单位的2600余名专家吸纳到体系进
行科技攻关。体系首次按照每个农产
品从产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配置研究
力量，目的是在同一产业内形成跨部
门、跨区域、跨单位、跨学科的优势科
技力量的联合协作，合力解决产业重
大问题。

油菜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
院副院长王汉中说，以油菜体系为例，
体系设置 1 个首席科学家岗位，负责
体系综合管理；设置育种、病虫害防
控、栽培、机械装备、加工、产业经济6
个功能研究室，每个研究室由若干岗
位科学家组成。体系还在全国油菜主
产区设立若干综合试验站，每个试验
站设1名站长，带动周边5个示范县，
重点承接岗位科学家的研发成果，进

行技术试验示范。这样，每个农产品
产前、产中、产后环节都有相应的科技
力量，避免了以往产业链割裂、技术力
量不平衡的弊端。

“以前科研人员之间很少共享种
质资源，现在搞育种的拔尖人才都集
中到体系中，针对行业共性问题协同
攻关。岗位科学家与试验站对接，使
专家的成果有了去处，试验站的技术
有了来源。”谈及体系带来的变化，大
豆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感触很深。

体系以农产品为单元建设，初衷
是为保障农产品供给提供科技支撑。
随着农业高质量发展，体系的科技创
新也进行了改革调整，科研重点转向
保障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效益以及资源
环境安全上来。按照共性技术研究特
点，将分布在不同体系的种质资源创
新、植物保护、土壤污染防控、秸秆综
合利用等岗位科学家横向组织起来，
建立共性技术创新团队，开展急需的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如土壤重金属修
复技术、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等。

据统计，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主导
品种、主推技术一半以上是由体系研
发的，大幅提升了农产品综合生产能
力。水稻体系研发了“龙粳系列”品
种，占黑龙江省水稻总面积的 50%。
大豆体系培育的品种占全国大豆品种
推广面积的 50%以上。油菜体系选
育的80多个具有高油、高产、抗逆等
特性的优质新品种，示范推广面积超
过3.6亿亩。

任务要靠“脚板子”

连日来，经济日报记者走访了多
个体系，科学家们表示，体系与科研项
目的任务来源有本质区别，科研项目
的任务来源是“专家写本子，领导拍板
子，指南定任务”，体系的任务则是“实

际调研，自己凝练，要靠脚板子”。科
研项目重点解决某一点的关键技术
问题，而体系侧重于解决全产业链问
题以及公共服务、应急需求、政策咨
询等。

“现在农民需求就是我们的科研
方向，瓜农有什么产业难题，会迅速
反馈到体系，体系就会梳理和提炼出
制约产业发展瓶颈问题作为重点研发
任务。”西甜瓜体系首席科学家许勇
说。西甜瓜体系集成熟化的瓜菜轮作
换茬、配方肥施用、瓜稻水旱轮作等新
技术，深受农民欢迎。

柑橘体系将新品种培育、果园改
造等技术进行系统集成，改变了柑橘
产业传统生产方式，使我国柑橘供应
期从原来的3个月延长到10个月，摆
脱了对国外品种的依赖。走进位于江
西省定南县的华润五丰柑橘基地，果
农们正在忙碌着。“在柑橘体系试验站
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把废弃稀土矿山
改造成了花果山，种植了一批柑橘、甜
柚新品种，供果期延长到10个月。”基
地负责人说。

在广袤的田野间，处处可见体系
专家服务农业的身影。黄土高原是马
铃薯主产区，马铃薯体系首席科学家、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金黎平的一个工作
站就建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里。她和同
事常常是带着干粮下地，累了坐在地
上休息会儿再接着干，“在田间难以分
清谁是农民、谁是博士”。

体系成立以来，取得了 130 项标
志性成果和 328 项重大成果，农业领
域三分之二的国家级科技奖励成果是
由体系人员主持或参与完成的。

科研告别“恐慌感”

长期以来，科研经费的稳定投入
不足，不少科研人员有“恐慌感”。“过

去,我国科研按照项目形式管理,3至
5 年为一个项目周期,但是科学研究
有许多是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完成的。
农业生产周期长、区域性强、技术制约
因素复杂，农业科研的特点必然要求
以长期稳定支持为主。”柑橘体系首席
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说。

在中央财政长期稳定支持下，体
系中每个岗位科学家每年有70万元、
每个试验站站长有50 万元基本研发
费保障。廖西元说，体系充分尊重农
业科研规律，通过稳定资金支持使科
研人员能安心搞科研,破解了科研投
入“过度竞争、稳定不足、程序繁杂”的
机制痛点。加入体系的科研人员真正
能够按照科研规律、瞄准生产问题，安
心开展持续性研究。

投入稳定，就稳定了一支研究队
伍，从而也稳定了科研大方向。“对于
小产业来说，体系让我们重新焕发生
机。”食用豆体系首席科学家程须珍坦
言，体系成立之前，全国专门从事食用
豆研究的技术人员不到30人，科研经
费很紧缺，可以说举步维艰，而现在整
个产业每年有2000多万元的科研经
费，从事食用豆研究的专家也增加到
200多人。

谷子、芝麻、蚕桑、兔、蜂……
这些都是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小作
物、小动物品种，也是列入体系支持
的农产品。对它们来说，稳住了研究
队伍，就保护了品种资源，使研发工
作迅速得到提升，壮大了我国特色小
产业发展。

当人们轻轻挥动双手时，
巨大的屏幕上盛放的花朵会随
之轻轻摆动……通过动作捕捉
器捕捉参观者挥手、前进、后
退、跳跃等简单姿势和特定的
颜色，再利用先进的计算机视
觉、感应技术识别人体特征，达
到人机交互的效果。日前，在
陕西西安市举办的 2019 全球
硬科技创新大会上，人们刚步
入会场就被新奇的大屏交互体
验类装置所吸引。

何为硬科技？硬科技是指
以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航空航
天、脑科学、光子芯片、新材料
等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由于
风险大、周期长，往往缺少足够
的资本支持，需要建立完善的
生态体系，加大投入力度，推动
科研成果落地，从而有力地引
领和支撑产业发展。硬科技这
一概念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
2010年提出之后，得到社会的
广泛认可。

本届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
以“硬科技·引领变革的力量”
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10多
个国家和国内21个城市1600
多名专家学者到会进行观摩和
研讨。

助力经济发展

“近几年，我国科技成果转
化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充分
调动了科研人员转化成果和创
新创业的热情。长期积淀和蕴
藏在高校、院所中的大批硬科
技成果逐渐被社会挖掘、发现，
诞生了一大批硬科技初创企
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
敦表示，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
聚焦硬科技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为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完
善支持硬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
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西安以发展硬科技为契
机，着力打造“硬科技之都”。
西安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西安在促进硬科技成
果转化、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方
面做出了诸多积极探索。

西安航空基地在承接产学
研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对外
合作方面成果显著。清华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航天四院及西安光机所等高
校、科研院所的多个产学研项
目先后落户西安航空基地。

其中，西北工业大学介万
奇教授课题组的 3D 打印与智
能制造项目，依托在西安航空
基地孵化器设立的西安金航新
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将科
学技术不断转化为生产工艺，

带动实体工业转型升级。西安
航空基地从资金、场地、人才、
上下游配套等方面提供了多方
位支持。近日，金航新材料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技术输出
成功转化2项镁合金国家发明
专利，产业化项目在轻合金材
料研发制备、智能制造和虚拟
制造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硬科技需要长期研发投
入、持续积累形成的高精尖原
创关键核心技术，有明确的应
用方向和产业基础，对推动经
济发展具有较强引领支撑作
用。”“硬科技”概念提出者，中
科创星创始合伙人、联席CEO
米磊说，中科创星是由中科院
西安光机所联合社会资本发起
创办的专注于硬科技创业投资
与孵化的一站式硬科技创业投
资孵化平台。截至目前，中科
创星管理基金规模超过 53 亿
元，投资孵化了超过 270 家硬
科技企业。

推动成果转化

在 2019 全球硬科技创新
大会上，隐身无人机、可回收液
体火箭、巡航安保机器人等硬
科技新产品琳琅满目，让参观
者赞叹不已。中国科学院科技
创新成果展展示了被称为“深
海勇士”的海翼7000 模型、中
国“天眼”FAST500 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模型、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墨子模型等一批
我国硬科技重要成果，成为全
场耀眼的“明星”。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等通信企业也展示了
5G 网络在 VR 应用、智慧景
区、智慧医疗等方面给人们生
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期
间，通过新技术、新产品为纽
带，一批硬科技产业项目签约
落地。西安航空基地管委会与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院签订
了成果转移中心协议，将共建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携手
搭建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新渠
道，助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通过交流会商，全球硬科
技创新大会发布了《2019中国
硬科技发展白皮书》（简称《白
皮书》）和《西安高新区创新发
展指数 2019》。《白皮书》分为
综述篇、科技篇、产业篇和城市
篇 4 个部分，系统论述发展硬
科技的时代背景、硬科技的各
领域突破和进展情况、国内各
城市硬科技产业发展情况以及
全球主要城市硬科技创新情
况，让人们对硬科技的现状及
前景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日前，在陕西西安市举办的2019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上，中
天引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FL-5支援保障运载无人机模型。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