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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xample of Foshan Branch of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his paper
expounds in detail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branch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ical service, demonstration promotion, Academy-locality cooperation,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base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adopted by Foshan
Branch in the coopera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branch construction in
2019 were presented. At last,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work,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branch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nnovation.

Keywords
Academy-Locality Cooperation,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nel Training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深化院市合作、助力乡村振兴
——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为例
李燕芳1,2，李湘妮1,3，张
1

木1,2，李

强1,3，李俊星1,2*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广东 佛山

*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李燕芳, 李湘妮, 张木, 李强, 李俊星. 深化院市合作、助力乡村振兴[J]. 现代管理, 2020, 10(2): 235-240.
DOI: 10.12677/mm.2020.102028

李燕芳 等
2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广东 广州
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广东 佛山

收稿日期：2020年3月26日；录用日期：2020年4月8日；发布日期：2020年4月15日

摘

要

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为例，从分院建设概况、科技创新、技术服务、示范推广、院市对接、示
范基地建设及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分析了佛山分院在院市合作中所采取的思路和做法，主
要梳理了2019年分院建设的成果。并且根据工作实践，探讨了目前分院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
的机制创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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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广东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等重大政策，在加
快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等方面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多项保障。2018 年 5 月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科技创新，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将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充分衔接，是需要亟需解决的问题。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作为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服务的主力军和排头兵，为推动广东现代农业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智力和科技支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率先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实施意见》(粤[2016] 12 号)指出：“建设高水平的农业科学院，鼓励省农业科学院
与地方合作开办科研分院，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
自 2015 年始，广东农科院已在全省 13 个市县建立地方分院和现代农业促进中心，与地方政府、研
究所之间建立了良好的长期而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制度，加强与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相结合，加快推进农业
创新，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对广东建设农业强省、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
义[1]。本文以 2019 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的工作为例，对其院市合作模式进行分析与探讨，针对
其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2.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建设概况
2015 年 12 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与佛山市人民政府本着“真诚合作、互惠互利、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和理念，依托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建立我院的省内首家地方分院–佛山分院
[1]。以佛山分院建设为依托，建立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科技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发掘佛山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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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创新潜力，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合力打造广东(佛山)现代农业科技园，加快提升佛山农
业科技水平和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佛山分院共建依托单位——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具有较强的科研
实力，选育水稻、蔬菜等新品种 50 多个，获得国家、省、市科研推广成果 60 多项，累计展示推广农作
物优良品种 6000 多个，使佛山市良种覆盖率超过 98%。佛山分院作为广东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在佛山设立
的桥头堡，以服务当地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目标，结合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研实
力，整合人才、团队、平台、成果、信息等科技资源，立足佛山全市农业产业，用佛山的农业素材，解
决佛山的农业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017 年 12 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与佛山市人民政府签订共建广东
省农业科技示范市合作框架协议，立足佛山农业成熟的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整合利用佛山农业的人、
财、物等资源，充分发挥省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技术成果和先进管理理念，以佛山分院建设为支点，共
同建设广东省农业科技示范市，将进一步践行发展新理念，深化院市合作，共建合作共赢机制，推动佛
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佛山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档升级。通过健全分院组织架构与强化分院机
构管理，省农科院派驻人员按其专业特长加入到相应的学科团队中，使院地双方科技人员紧密融合，充
分发挥驻点人员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佛山市农科所科技人员丰富的实践经验，重新凝练学科方向，调整人
员分工，使团队凝聚力、科研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真正的实现了佛山分院与佛山市农科所的一体化运
行。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建设进展与成效
3.1. 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服务与示范推广
2019 年，佛山市人民政府围绕佛山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技术需求，结合佛山分院的技术供给，主要围
绕基塘农业、桑蚕生态养鱼、佛山特色蔬菜地方品种、都市特色花卉果树品种、蔬菜病虫害防治、水产
动物饲料、养殖耕地复垦、典型乡村水环境生态治理、佛山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重金属污染等方面启
动了 10 个市院农业科技合作(推广)项目，开展相关科研攻关工作，有针对性的重点解决佛山农业产业发
展的共性关键性技术难题。如分院协助南海区政府积极焕发佛山特色传统农耕–基塘农业系统新的生机，
成立“广东佛山珠三角基塘农业研究中心”，全面挖掘基塘农业系统的历史文化和遗产价值，根据现代
农业特征制定发展战略，建立新型基塘农业立体循环生产模式，结合生态种养、绿色加工及适度休闲旅
游开发，建立多元化的桑基鱼塘系统，盘活基塘农业在新时代下的功能价值，全力支撑“广东佛山基塘
农业系统”入选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重塑农耕文化符号，增强民众文化凝聚力。此外，
组建了包括蔬菜、花卉、水产、水稻、水果、植物保护、畜牧、农产品加工与设施农业、农产品质量安
全、创意农业等 10 个科技专家服务团，150 名科技专家来自省市农业科研机构，能够通过合作带动市县
科技创新能力，解决佛山各农业产业化组织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和服务需求，全年针对佛山企
业发展、乡村建设等开展科技服务、产业调研 200 多次，服务 100 余家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和镇
村，为美丽乡村建设、企业技术难题等提供服务。通过市院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和科技服务团队，大力推
动“一十百千万”产研直联工程实施，创建广东省农业科技示范市，有效助推佛山市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以及绿色优质农业发展。
2019 年佛山分院组织院内外相关专家，以市院合作项目、农业科技专家服务团为抓手，开展科技服
务、产业调研，为政府农业发展规划、美丽乡村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企业技术难题等提供
服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积极与佛山农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开展科技合作，进行新品
种、新技术的研发、示范推广，如由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蔬
菜研究所及广东卡沃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申报富氢水在农业应用中的机理模式、综合装备及配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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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规程研发与示范推广项目，研究富氢水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开展深入系统研究，拓展佛山在氢农业领
域的应用范围。佛山分院通过举办成果展、现场观摩会的形式，向广大市民、农业科技从业者、企业及
种植户等展示最新的科技成果，2019 年佛山分院联合举办了第十三届佛山市农业良种良法展示推广月、
第五届广东(佛山)安全食用农产品博览会、三水黑皮冬瓜文化节等大型示范推广活动，派发资料 2000 多
份，超过 30 万人通过参观了解最新农业科技成果，通过举办文化节、擂台赛等方式进行宣传推介，建立
农产品文化符号，共同打造佛山特色品牌农产品，形成了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等农业品牌格局，支
撑企业经济发展。此外，举办蔬菜、水稻等良种良法现场示范观摩会 10 余场，以点带面，加快科研成果
的高效、准确落地。

3.2. 院市对接与示范基地建设
为了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推广，提高现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动力，积极与地方政府、
企业进行对接，将获得的最新科技成果，转让到基层和企业生产。如省农科院组织全产业链专家全面对
接服务佛山市 4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2019 年佛山分院组织专家团队与高明区农业农村局、高明
区农业产业商会举办了产学研推对接会，近 20 余家企业参会，将专家的科研成果与企业生产的问题进行
面对面的沟通对接，极大提高了产业服务效率。为了加强与企业合作，加速分院科技成果转化，2019 年
以党员示范田、博士工作站、成果示范、成果转化等多种形式共建科技示范基地 10 余个，如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蔬菜研究所三水博士工作站的建立，将为三水农业发展提供技术、人才和项目支撑。通过院市无
缝对接、示范基地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推进了广东农业科技示范市建设。

3.3. 人才培养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根据政府、企业的技术需求，组织专家团队，在佛山各区有针对性的开
展农业科技培训工作，举办培训班 20 余场次，培训人数 1000 余人，为佛山市各级农业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和农业从业者等提供农业科学技术的培训，培养一批新型的职业农民、农业技术骨干。利用分院驻
点人员的选派机会，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将年青的科技人员下派到分院，通过服务三农，增强与农业从事
者的交流，加强对基层工作的认识，提高服务农业产业的业务水平。分院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参与学术交
流活动，2019 年科技人员 80 多人次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与省农科院进行互动交流，提升了市县科技人
员的科技服务与创新能力，2019 年佛山市农科所获得成果奖励 5 项，发表文章 40 多篇。

4.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存在问题
4.1. 农业科研供给结构不平衡
农业科技供给要以佛山主导优势农业产业为目标，水产、花卉、蔬菜等是佛山特色产业[1]。但是现
有成果多偏离市场需求，与市场脱轨，偏重于理论性，能应用于实际推广的较少。尤其是佛山近来大力
推进“美丽田园”、“百里芳华”等乡村振兴建设，更需要能够适应一二三全产业融合需求的科技成果。
其次，一些好的品种和好的技术由于缺乏有效熟化而搁置高阁，无法真正的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此
外，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创意农业、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科技供给还不能满足佛山产业需求。

4.2. 信息掌握不全面
分院人才队伍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分院派驻人员均来自省农科院不同的研究所，对所在研究所
的主推技术和品种有着明确的了解，但对其它研究所的品种和相关技术缺乏相对应该的了解。在当进行
科技服务三农时，缺乏适应的品种和技术推广示范，难以让当地农业从事者信服，不利于在分院进行相
DOI: 10.12677/mm.2020.1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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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品种和技术的推广应用。

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管理机制创新的对策
5.1. 以产业发展需求指导分院建设
首先摸清佛山乡村振兴发展的情况，了解佛山农业主导产业，根据佛山的农业生产实际，从农业产
业的宏观布局着手，完善农业产业链，将长远规划与短期利益有效结合起来[2]，为佛山农业主管部门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以佛山市政府为主导，重点围绕政府需求和产业需求开展相关工作，积极主动提出合
作思路和共建方案[3]，拿出省农科院的核心技术，用最好、最新的科研成果支撑佛山农业产业、佛山企
业发展，形成明确的科研、推广方向，以此指导佛山分院科研、推广的发展方向，为佛山科技服务、乡
村振兴发挥桥梁作用。

5.2. 加强科技创新工作
针对目前成果转化缺乏一条龙服务的现象，依托佛山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省内各涉及农业科研
院所以及相关部门百位专家共建的全产业链科技专家服务团，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技术服务，
加大佛山分院的示范推广力。搭建与当地农业局对接平台，建立以当地特色农业的龙头企业为示范点，
做好示范工作，将好品种，有突破性创新性科研成果，通过以点带面的方法，达到“佛山能看到、企业
能用上”的实际效果。此外，提早谋划，与企业深度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5.3. 创新农业人才培养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将分院派驻经历作为职称评定和聘用条件之一，对年青的科技人员有一定的激励
作用，能让其主动参与分院的建设中。学业有专攻，根据佛山分院的产业技术需求，从全院业务所选派
科技人员驻点佛山开展工作，结合专业特长，承担分院的技术服务、科技成果示范及推广等工作，科技
人员要深入佛山农村基层一线，学有所用。佛山分院不定期组织驻点人员与佛山市农科所开展青年学术
交流会，拓宽和活跃了科技人员的工作思路。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的名义组织学科带头人，带领分院驻
点人员与当地龙头企业交往，既有利于驻点人员的学习，又能建立分院的科研权威。通过农科培训、科
技下乡等形式开展佛山新型职业农民、农技骨干等人员培训、咨询工作，有效解决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
问题，为佛山推动“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推动农技行
政管理人员及企业技术骨干快速成长[4]。

致

谢
感谢佛山市人民政府、佛山市农业农村局、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佛山分院建

设的大力支持，感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地方分院和专家工作站工作经费项目的经费支持。

基金项目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地方分院和专家工作站工作经费项目(2019 共建 01-01，2018 共建 12-01，
2019 推广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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