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农业大学“6161科技服务
与精准扶贫”的工作考核机制：以
省科技厅组织实施的科技特派团
富民强县工程为契机，出台《江西

农业大学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
建立了科技特派团和特派员专家
的科技服务与精准扶贫工作考核
机制。

江西农业大学科技服务新模
式：在长期服务“江西三农”实
践中，逐步形成了“三式合
一、五位一体”的科技服务
新模式。即通过契约式、组
团式、协同式“三式合一”机
制开展科技服务，通过特
色产业示范基地、科技驿
站、产业精准扶贫、农村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咨询服务等

“五位一体”模式服务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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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科技特派团

服务绿色农业新发展 产学研合作取得新突破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江西绿色农业新发展企业

家峰会暨江西农业大学特色产

业基地建设工作研讨会在井冈

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举行。与

会者就推进江西绿色农业新发

展达成四点共识：一是江西农

业绿色发展是推动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发挥江西绿色生

态优势的重要抓手；二是鼓励

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建

设，发展现代绿色农业是突破

江西农业农村发展瓶颈的重要

举措；三是加强高校与农业企

业的合作，江西农业大学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与地方企业共建

特色产业示范基地的经验值得

总结推广；四是省科技厅组织

实施的科技特派团富民强县

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已经成为

推动江西绿色农业新发展的

重要技术支撑。

科技服务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江西农业大学打造农技推广新模式

“江西绿色农业新发展”峰会纵横谈

江西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为优势，以生物技术为特色，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学校以服务江西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宗旨。近年来，通过建设江
西农业大学国家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整合全校科技资源，
积极推进“校地、校企、校所、校社、校村”的深度合作，探索
出了一条以大学为主体，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政用一体化
的“科技服务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农技推广模式，并且创建
了“6161科技服务与精准扶贫”的工作考核机制，在推动江
西农业绿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以来，江西农
业大学先后派出 157 个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团和法人特派
团，500余专家人次在江西 90多个县市开展科技服务和精

准扶贫。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与企业合作建设了 57个特色
产业示范基地，涉及江西水稻、生猪、油茶等 10 大优势产
业，示范基地面积超过 10万亩。包括 6个综合服务示范基
地、40个特色产业示范基地、8个分布式服务站；在重点贫
困县、井冈山市等地与企业合作建设了 3 个“博士农场”。
专家每年现场技术指导 2万余人次，累计培训乡土人才和
新型职业农民15000余人次，与200多个农业龙头企业等新
主体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将 1000余贫困户打造成“专业
户”，累计带动贫困户直接脱贫2000余户，累计推广和解决
关键技术300余项，引进新品种50余个，为我省科技精准扶
贫和绿色优势农林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科技特派团富民强县工程成效显著

黄英金（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
化农业产业空间布局，实施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绿色农业
发展战略，是发挥我省生态优势的重要举措，用新理念、新方
法、新方式推动我省农业绿色生产方式的新发展，对于贯彻落
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我省生态强省、农业强省、农村
强省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014年以来，省科技厅组织实施科技特派团富民强县工
程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模式，把科技成果引入
农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江西省科技精准扶贫和绿色优势农
林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我省新农人要用新的理念引领农业绿色新发展，成为现
代绿色农业发展的开拓者、受益者、中坚力量。按“抓标准、出
特色、创品牌”要求，以现代绿色农业发展的理念谋划农业，以
科技进步的理念发展绿色农业，以一二三产融合的理念振兴
农业，企业要与各科技特派团或大学科研院所形成紧密的利
益共同体，通过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示范基地，参与到
我省绿色农业的科技推广与示范、产品流通、品牌塑造、科技
培训等工作中来，与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其它农业经营主
体、消费者共建共享江西绿色农业新发展的成果。

休闲农业已成为社会资本投资热点

张慧媛（国家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处长）：
休闲农业是农业绿色发展的一种新业态。休闲农业以农业为
基础，以农民为主体，以休闲为目的，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接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
旅游服务业的新型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

休闲农业产业规模日趋壮大，已成为社会资本投资的热
点。全国旅游投资项目库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 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 5700亿元，从
业人员 845万，带动 672万户农民农受益，旅游业实际完成投
资 12997亿元，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乡
村旅游等新型业态。

休闲农业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方式。休闲农业主
业三产、兼业务农、建美丽乡村、促城乡一体，与“用现代物质
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农业、用产业融合理念经
营农业、用培育新型农业发展农业”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相互
促进。休闲农业发展能“让农村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让农民
闲暇的时间充实起来，让富余的劳动力流动起来，让传统的文
化活跃起来”。

产学研合作模式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力量

朱述斌（江西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江西农业绿色发展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江西
绿色生态优势的重要抓手。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从产
业的布局、制度、政策、创新、环境、监管、竞争等多层面筑起江
西农业绿色新发展的支持保障体系。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建设，发展现代绿色农业
是突破江西农业农村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制约中西部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乡村缺乏资本、技术、人才等现代要
素。在通过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本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的基础上，要大力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现代绿色农业。

江西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依托学校人才技术学科
优势，围绕江西地方农业农村优势产业开展组团式、契约式、
协同式的全产链服务，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与地方企业合
作建设了 57 个各类特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基地面积超过
10万亩，服务江西绿色农业新业态发展，校企合作共建特色
产业示范基地已成为推动我省绿色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
用的重要平台。

绿色农业发展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刘杨（江西中新云农科技有限公司CEO）：中新云农
是一家致力于开拓农业产业、科技、金融的互联网公司，集
信息咨询、软件研发、平台运营、电商销售为一体。其创始
团队由来自上海、深圳的科技、金融、互联网等行业高管组
成，积极探索“互联网+农业”的发展之道。

发展“绿色农业+互联网”，要实现新“五通一平”，即
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以及一个良好的
创新、创业环境与平台。公司致力于制定纯生态绿色果蔬
标准，建立农业农民的上下行通道，打造中国“互联网+农
业”第一平台，以互联网时代的“共享经济”为核心，以“生
态种植、贴心服务、个性定制”为特色，集富硒脐橙、橙树认
养、农耕体验为一体，通过认养，众筹，私人定制，实现线上
线下销售。

科技创新成就企业创造之路

朱博（江西博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博
君生态是一家集水果生产、科研、推广，农产品深加工为一
体的综合型、科技型农业公司，公司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江西省食品加工示范企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偏重于
饮料的保健性和实用性。果醋、果糕等水果制品符合现代
人群的消费观念，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公司抓住这一契
机，与江西农大科技特派团等合作，开发了专利技术产品，
研发的南丰蜜橘果醋具有解酒、护肝、养胃、美容、提高免
疫力等多种功能，真正做到利用科技创新增加产品附加
值。目前公司股票已经在澳大利亚上市。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

蔡福伟（上饶三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
的前身是上饶县三鼎农庄，成立于1997年，流转土地1000
余亩，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发展乡村旅游。

12 年来，公司先后建立了农产品加工厂、农业科技
园、民俗博物馆、休闲观光场所及农家乐，形成了从田间
地头到餐桌的产业链，现已成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实践基
地、江西省乡村旅游 4A景点、江西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国
家 3A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江西农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分
布式服务站。2017年以来，在江西农大科技特派团专家
的指导下，公司组织农民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科技
培训，带动农民发展乡村旅游取得了较大成绩，已带动
30多家农户进行农产品直销和 20多家农家乐的发展，周
末及节假日每天游客数量可达万人，公司带动户均增收
万元以上。

绿色食品产业带动农户致富

刘志高（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秉
承“追求自然纯真，奉献绿色健康，缔造幸福生活”的经营
宗旨，长期致力于江西山区野生食品资源开发天然绿色健
康食品，一直专注于具有特色的天然绿色健康食品领域，
坚持“质量是第一竞争力”的理念。公司与江西农大等院
校持续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品质。1992
年，首创齐云山牌南酸枣食品，以其自然纯真、野生原味和
纯滑柔韧的独特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是国内南酸枣生产
技术和质量的标杆，同时也增加了南酸枣树的价值，为带
动农户致富做出了卓越贡献，以往南酸枣树仅作为用材林
使用，而如今每棵南酸枣树果品就可为农户带来 200 至
300元收入，企业每年上交税金4000多万元。

生产的农产品要放心给亲人吃

章国圣（江西轩辕春秋集团董事长）：集团创立
于 2000年，总部坐落于南昌小蓝经济开发区。轩辕
春秋集团已形成七大产业板块，包括工程机械销售
及服务板块、工程机械维修及再制造板块、配件仓
储物流板块、人保财险保险代理板块、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板块、生态农业产业链板块、“互联网+”电商
板块，已成长为多元化、信息化、专业化的综合型集
团企业。

轩辕春秋集团完成一定的财富积累后，在赣南
的红土地上，投资建设了一个 6000 亩的“智慧果
园”——春秋农庄，致力于发展绿色农业。集团非常
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并将国学孝道作为企业的核
心文化，用可以给妈妈吃的绿色食品标准来进行生
产。企业目标是制定纯生态果蔬的标准与规范，深
化绿色农业平台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带动周边农户
致富。

油茶产业走出绿色循环发展之路

刘小平（江西星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自2012年被省林业厅批准列入省级油茶产业科
技（示范）园区建设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支撑
为引领，积极加强与江西农业大学科技特派团及其
他科研院所联合，致力产、学、研紧密结合，逐渐形成
了一个集良种繁育、丰产栽培、精深加工、废弃物利
用、产品研发和生态文化“六位一体”全产业链的油
茶产业科技（示范）园区。公司借助科研单位的科技
支撑，精心打造了油茶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态产业链，
从油茶种植到茶油精深加工，到利用油茶壳培育茶
香“白鲜菇”，再利用培育茶香“白鲜菇”后的菌渣生
产生物有机肥，返回到山上种植油茶，形成了完整的
循环产业链，创造了一条油茶产业绿色、循环发展的
成功之路。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持续动力

张继忠（上犹县五指峰忠誉有机茶有限公司董
事长）：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从事茶叶种植、加
工、销售（批发、专卖）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生产型企
业。现有茶园基地 2000多亩，带动周边 1360户农户
开发茶园4000多亩。公司被评为江西省扶贫龙头企
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龙头企业，公司创建的“五
指峰农业生态科技园”被评为“省级农业科技园”。
公司与江西农大科技特派团合作，按照“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依靠科技支撑助推产业发展，
带领农户发展茶叶产业化经营，联结农户种茶人均
增收都在 2000元以上，使得一批贫困农户有了稳定
的收入来源，实现了增收脱贫。

校企合作使企业找到创新发展动力

李火杰（湖口县顺昌中药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拥有 3700余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加上农户流转
种植面积，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1万亩，申请专利 12
项，注册商标3个。公司通过与江西农大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的合作，寻求科技支撑，坚持以绿色农业技术
为导向，逐渐向绿色智能化加工发展。公司还将进
一步强化校企合作，寻找企业发展动力，做一个技术
先进、产品可靠、消费者放心的良好企业。

“土生土长土到家”创造传奇

陈云峰（江西兴国丰硒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丰硒农业是一家以脐橙
产业为基础的产销研相结合的科技型农业公
司。公司从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管
理创新等多方面发力。经过近几年的摸索，成
功创建了适合丘陵山地推广的“鸡香橙”发展
模式（养鸡、制香、种橙），并获授省级“一村一
品”示范企业。公司依托国际著名专家和国内
高校组成的研发团队和技术优势，成功掌握

“硒禽硒畜硒果蔬”系列功能农产品培育技
术。此外，公司通过互联网技术，把实体农产
品数字化，农产品远销到俄罗斯、瑞士、马来西
亚、尼泊尔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了“土生
土长土到家”的传奇。

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

郑建民（江西牛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就要把产品
品质看成企业生命。牛牛乳业是一家从事奶
牛饲养、乳品加工、产品销售的农业产业化省
级龙头企业，现已成为赣中南最大的专业化乳
制品企业。牧场运用真空挤奶系统、标准收
集、送奶系统、全自动CIP清洗系统、电子奶量
计算系统、奶牛发情、病疫自动检测系统等现
代化优势进行生产，朝着一流食品企业实现质
量效益型、自主创新型、产业一体化迈进。

用“工业、市场、开放”
三大理念建设现代农业园区

曾繁富（井冈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
会主任）：要用“工业、市场、开放”三大理念建
设现代农业园区，要推进“农工、农旅、农商”
三结合来发展园区。井冈山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规划面积 1.5 万亩，历时十几年的建设，终
于初步建成了集产业示范、技术创新、成果推
广于一体，绿色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
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特色产业、社
区、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科技
园区，园区核心区内现有江西天人生态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牛牛乳业有限公司等企业24家。

用“真心、真情、真实”
做好科技特派员工作

吴南生（江西农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科技特派团团长）：一用真心去做，要真
心忠实履行职责。二用真情去做，要怀着真情
实意去开展工作。三用真用去做，要推广真实
有用的技术，做真实有效的事。江西农大南酸
枣科技服务团队与当地政府、企业、协会合作，
成立了全国首个南酸枣产业协会，近年来累计
举办技术培训班 20 余期，培训林农 3000 余人
次；目前全县乡乡镇镇、村村组组已形成了“只
要有土地就种植南酸枣”的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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