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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nnan Provi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fields to tackle poverty relief in China. Deep
poverty area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oor people. Most of the people live
in special hardship areas where the ecology is relatively fragile. Poverty alleviation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in bo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poor areas. By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ent in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ol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ent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service, innovat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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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省是全国扶贫攻坚的重要战场之一，深度贫困地区分布较广，贫困人口较多，大部分连片特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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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都生活在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科技扶贫是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兼顾的重要抓手。本文通
过总结分析云南省科技特派员扶贫工作现状，探究影响科技特派员发挥作用的因素，并从如何加强特派
员管理服务、创新扶贫产业科技推广体系、提高科技特派员综合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更好发挥科技
特派员精准扶贫作用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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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一个集边疆、少数民族、山区、革命老区为一体的农业省份。到 2017
底，云南省有 87.53 万户 332.12 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全国第二，贫困发生率在 10%以上的县共有 41
个，其中：全省有 27 个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 212 万人，占全省总贫困人口的 63.69%，是全国扶贫攻
坚的主战场之一[1]。目前，我省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连片特困地区较集中。
这些地区产业发展常常受到严峻的生态环境制约，稍有不慎就可能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这些地区
的贫困人口重新陷入贫困境地，精准的科技扶贫是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兼顾的重要抓手。科技
特派员作为科技扶贫的主力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智力支撑，用自身
的实践效果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拥护以及各级政府政策层面的肯定与支持。

2. 云南省科技特派员扶贫现状
2.1. 科技特派员选派扶贫情况
为促进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三区”)加快发展，我省将“三区”科技人员纳入
科技特派员统一协调管理，通过国家科技部“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每人每年给予 2 万元工作经费，开
展科技扶贫，与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紧密结合。2014 年以来，依托全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
构、企业和组织的力量，选派专家、科技人员 7967 人次，与“三区”当地的企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种养大户以及贫困村、贫困户等结对帮扶，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直接到受援地开展科技咨询、
技术培训、成果推广和应用示范，在全省科技扶贫工作中形成有效的智力和技术支持。

2.2. 科技特派员实施扶贫项目
为推动云南省边境县和藏区县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在全省 25 个边境县和 3 个藏区县实施“科技兴边富民专项工程”，每年对每个
县扶持一个特色产业培育项目，每个项目支持科技经费 40 万元。项目实施涉及边境乡(镇)、边远少数民
族地区深度贫困群体、整乡(村)推进、人口较少民族，支持当地农村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等带头创新
创业。通过项目实施，重点培育 2~3 名科技辅导员和科技特派员，推广 1~2 项先进实用技术，为项目辐
射的每个乡镇开展 1~2 期相关领域专业技术培训。为进一步发挥科技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示范带动作
用，2018 年省科技厅在省科技计划中安排“科技扶贫示范”资金[2]，支持各州(市)组织科技特派员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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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实施科技结对帮扶，引进、示范、推广品种、技术、成果，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培训，形成对贫
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直接帮扶和示范带动。

2.3. 依靠科技院士专家服务团在深度贫困地区进行精准扶贫
为了给予深度贫困地区更多科技支撑，2016 年，省科技厅协同迪庆州制定了《农业科技进藏区三年
行动计划(2016~2018 年)》。由云南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组织 3 个科技专家服务团，
分别对口迪庆香格里拉市、维西县、德钦县，常年开展科技服务。在普洱澜沧县，充分发挥由云南农业
大学院士率领的专家团队，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开展林下种植三七、引进马铃薯新品种等一系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加大对澜沧县贫困群众的农业技术和技能培训力度，院士专家团队亲自下到林间
地头，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依靠科技带动当地贫困群众脱贫增收，将
澜沧县建设成为科技扶贫示范县。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农科院联合相关部门重点对纳入“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范围的迪庆藏区和怒江州开展农村各类人员培训近 4000 人次，培养了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

2.4. 科技特派员工作与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融合发展
自 2011 年以来，云南省科技厅认定培育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29 个，星创天地 74 个，农业科技示范园
784 家、农产品深加工科技型企业 517 家，省优质种业基地 524 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524 家，这些经
营主体的认定培育，为科技特派员提供了广阔的服务空间和基础条件。
通过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星创天地”和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等融合发展，将科技特派员工作与当
地农业科研、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和教育培训进行有效集成；以科技特派员为桥梁、各类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为龙头，引导周边和辐射区贫困户建立各种利益联结，
形成“科技特派员 +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贫
困户”、“科技特派员 + 龙头企业 + 贫困户”等经营模式，推动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户增
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3]。

2.5. 云南省科技特派员服务模式
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在贫困地区的服务模式有面向农户的模式、项目任务模式、基地示范模式、公司
法人模式、团队模式。
1) 面向农户的模式，科技特派员运用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经验，直接为农户提供服务，解决
农户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由于科技特派员一直从事农业工作，熟悉农业农村工作特点、当地产业特
色和农民需求，因此为农户服务有着先天的优势[4]，如怒江州林科所和玉德科技特派员，在边疆民族贫
困落后地区开展科技服务活动，选择 2 户核桃管理问题突出的种植户作为典型示范，更有利于调动群众
学科技、用技术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是该模式的缺点是以个人力量为主，提供的服务较单一，难以解
决全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2) 项目任务模式，科技特派员利用承担的项目，辐射带动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如昭通市农业科学院
许翀科技特派员，结对服务贫困村昭阳区北闸镇海子村，通过实施“农业科技特色产业示范建设”项目，
成立土鸡养殖合作社和马铃薯种薯专业合作社，扶持当地产业发展。该模式缺点是项目结束后，科技特
派员扶贫工作的长效性难以保障。
3) 基地示范模式，科技特派员通过与当地示范效果好示范户或企业等其他经营主体建立起合作关系，
协助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向农民展示新品种、新技术带来的效益，从而辐射
带动周边的农民，如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杨明文科技特派员，结对帮扶沧源县糯良乡怕拍村，通过建
立以花魔芋为主的良种繁育基地、协助种植大户建立示范样板基地，有效地提高了怕拍村魔芋规范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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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水平；魔芋种植周期由三年缩短到两年，平均单产由 2 吨提高到 2.5 吨，人均增收接近 2000 元。该模
式适用于经济作物的推广。
4) 公司(合作社)法人模式，科技特派员领办、协办企业，单位员工为成员，整合单位的资源和员工
的力量，服务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科技特派员为纽带，使企业、科技特派员和农民
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4]，如云南普洱磨黑八千方食品有限公司，刁树生，出资 60 余万元成立畜禽养殖
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方式与建档立卡贫困户 963 户 2942 人签订肥猪养殖合作
协议，无偿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 800 元现金或饲料发展肥猪养殖。当贫困户养殖的肥猪达到每头 100
公斤以上出栏标准时，合作社以不低于 18 元/公斤的保护价进行收购，降低了贫困户的养殖风险。2016
至 2017 年，刁树生扶持的贫困户实现户均年收入 8200 元。该模式的缺点是一旦企业经营不善，不但辐
射带动效果无法体现，农民利益还无法得到保障。
5) 团队服务模式，主要为科研院所依托自身资源及人才优势，选派与地域和产业特点相结合的科技
特派员，组成团队模式，团队的服务模式集中了技术、人才、市场信息等各类要素，有利于解决全产业
链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但是，目前团队主要以科研院所单一的单位为主，如果按领域组成团队，
成员来自不同的单位，联合开展技术服务的机制没有建立，管理协调存在一定的难度。

3. 存在问题及建议
近年来，云南省科技特派员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云南
省影响科技特派员发挥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贫困区县相对自然条件较差，财政资金投入
不足，二是对科技特派员扶贫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扶贫典型宣传不到位；三是多部门的协调联合机制没
有建立，县(区)科技管理部门工作滞后，对省、市科技特派员扶贫工作情况摸不清，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管
和服务。如何加强科技特派员管理，整合资源，提高帮扶效率，需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3.1. 加强特派员管理服务
对科技特派员的工作进行动态化管理，建立科技特派员信息化管理平台，每年进行信息更新，相关
信息和科技服务与创业成效信息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真正把业务能力强、热心科技特派员工作
的干部选派到贫困村、企业和组织；同时，加强对科技特派员的考核评价，定期考核扶贫工作的成效和
业绩、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能力，并计入派出单位和个人的工作量，进一步调动服务的积极性。

3.2. 建立特派员联席会议制度
在当前全省上下脱贫攻坚任务繁重的形势下，将科技特派员工作纳入到扶贫工作体系之中，汇集科
技人才，集中力量，调动各类资源予以支持，特别是要建立部门协调和共同推动的协作机制，充分协调
整合科技、农业农村、财政、人社事、金融等相关部门，建立特派员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科技
特派员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重点为科技特派员协调解决与原工作、原单位之间的矛盾，为科技特派员
在基层扶贫工作进一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特别要加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等部门沟通协调，对科技特派员在选拔任用、职称评聘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3.3. 创新产业扶贫科技推广体系
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互动联动，是引入方方面面的资源，形成合力，汇聚扶贫大
合力。要充分发挥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优势，建立省级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按专业领域、全产业链科
技需求和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重点为每个深度贫困县组建选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在全省深度贫
困村每村选派一名省级科技特派员，探索“特派员 + 扶贫”、“特派员 + 企业(合作社) + 扶贫”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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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式，为贫困村引进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开展技术培训，解决技术问题，
找准高校科研项目与当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的结合点，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科技特派员协同
服务机制，取长补短，攻克产业共性技术难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并形成产业化，助推地方产业转
型升级和乡村振兴[5]。

3.4. 以项目为主要载体，拓宽资金来源
应结合实际将科技特派员扶贫工作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支持科技特派员在贫困地区
工作和创新创业，要建立特派员技术服务与收入挂钩的推广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到贫困村领办、协办企
业，发展特色产业；对提供技术服务的科技特派员，由政府补助相应技术服务费，对科技人员到贫困村
常驻帮扶，从事技术推广、领办企业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在职称评定方面给予优先考虑；优先支持贫困
村实施产业扶贫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高贫困村新品种、新技术覆盖率。开展以科技特派员为依托，帮
扶返乡农民工、复转军人、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重点以当地产业特色和农民需求
为导向，有针对性地设计遴选技术可行、科技含量高、带动效果明显的项目，带动贫困村农民增收致富
[6]。

3.5. 提高科技特派员综合素质和能力
首先，对科技特派员进行专项培训，明确科技特派员自身职责、服务对象、区域产业、农业科技应
用现状及需求，促使科技特派员将现实需求与自身实际进行有机对接，提高他们的基层创业服务能力和
水平；其次，提高科技特派员在贫困地区职业技能培训水平，以生产型、经营型、技能服务型人才和农
村实用人才带头人为重点，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适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加强贫困地区农村实用
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培训实现全覆盖。

3.6. 营造科技特派员助推精准扶贫良好氛围
广泛利用新闻媒体、网络、讲座、经验交流会等多种渠道，及时挖掘科技特派员扎根贫困村、助推
扶贫攻坚的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报道，重点选择一批帮扶效果好、有亮点的科技扶贫样板村，对其
科技扶贫模式进行示范推广，为其他贫困村提供参考借鉴，进一步扩大全社会对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工
作的知晓面和支持度。

4. 结论
脱贫攻坚的核心在于精准，实施精准脱贫，人才是根本，是精准扶贫的第一资源，是顺利推进精准
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科技特派员作为脱贫攻坚工作队伍的主力军，用自身的实践效果赢得了农民群众
的拥护以及各级党政部门的肯定与支持，是解决目前基层科技力量不足与科技服务“缺位”的成功实践。
在未来脱贫攻坚的道路上，科技特派员将成为云南省委、省政府科技助推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为促进云南省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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