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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推广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为例
黄

杰，李成贵※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 100097）

摘

要

农业科研单位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要源头，又是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不断创新科技推广服务工作方式方法，搭建起全院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管理平台，形成了
“1+3”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工作机制，建立了“农业综合试验站、专家工作站、科技小院、示范基地”四极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文章立足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具体实践，对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推广服务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为新形势下农业科研单位开展科技推广服务工作提供很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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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农业科研院所既是我国农业科技源头创新的
主体，又是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重要
力量[1]。据相关调查显示，1949 年以后至 21 世纪

初育成的 6 000 多个农作物品种中，由地市级农业

1 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推广服务工作机制
分析
科技成果覆盖率、转化率和贡献率不高，一

科研院所选育的占 60%～70%[2]。

直是制约着科技事业发展面临的难题。自 2012 年

的创造和扩散过程看作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的产生、

划”工作，将科技服务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转化、传递、扩散和应用过程[3]。农业科研院所的

的位置，逐步搭建起全院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管理

科技推广部门内嵌于科研院所内部，能够快速、

平台，形成了“1+3”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工作机

便捷接触到科技创新系统创造的知识成果，在知

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农业推广的知识与信息理论将农业科技成果

识成果获取成本和效率上具备无法比拟的优势，
即“强成果”；同时，科研院所的农业推广部门不

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启动了“科技惠农行动计

1. 1

搭建起“院所联动”的农业科技推广管理平台

2012 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成立了由院主要领

隶属于任何推广体系，直接面对广大的农户亚系

导牵头的院级科技惠农行动计划领导小组，明确

统，缺少推广中间层级的支撑和辅助，即“弱体

了“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双轮驱动的工作

系”。目前我国每年约有 6 000～7 000 项农业科研

发展思路，将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纳入到院重点工

达国家 70%～80％的水平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立

管院领导，并成立了院成果转化与推广处，全面

方式方法，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技推广体系，

所成立了由所长为组长的所级科技惠农工作小组，

成果面世，但其转化率仅为 40％左右，远低于发

作任务范畴，明确了专职负责科技服务工作的分

足“强成果”“弱体系”基础，不断创新农技推广

负责院科技服务日常管理工作；同时，院属 15 个

[4]

成为了新时期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业科技推广工

明确了负责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主管领导、具体

作的探索者。

对接部门和具体工作人员；此外，每年由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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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推广处牵头组织召开院科技推广工作会，对

计，提高了科技服务科学性和计划性；同时，每

各所上一年度科技推广工作进行检查考核。至此，

年年初在结合全市三农重点工作和各所工作任务

逐步构建起院、所两级传导迅速、步调一致的组

基础上，编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科技惠农折子

织体系和信息反馈机制，统一了全院上下有关农

工程》 面向社会发布，并由院成果转化与推广处

业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认识，确保了全院农业科

对照折子工程的关键节点开展督导落实，确保了

技推广服务工作一盘棋、一条心的工作局面。

全院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整体效应；此外，院里

1. 2

制定了 《科技示范推广工作考核办法》，将科技推

完善了“1+3”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工作机制

1. 2. 1

建立一个信息化平台

为实现全院科技推广服务资源的科学管理与

高效使用，提出了以院科技服务资源为依托构建
资源库 （包括项目、专家、基地、成果等）、建立
科技推广服务信息化管理平台、构建以信息化管

广服务工作纳入各所和科技人员年终工作考核的
重要内容之一。
（2） 培养一支专职、兼职结合、推广能力较
强的科技推广服务专家队伍

专职服务专家。自 2010 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理为核心的院所 （中心） 科技服务网的“一库一

启动了推广研究员评聘试点工作，并以推广系列

网一平台”科技服务资源管理模式。一是完善了

科技人员为主力军构建科技推广服务的专职专家

科技服务数据库。以强化科技推广服务管理工作

队伍。将科技推广服务工作作为考核推广系列科

为导向，采集了全国农科院系统新品种、新技术、

技人员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纳入到职称评聘指

新成果、专家人才、示范基地、推广项目等相关
信息资源，并对数据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目前整

个系统集成了全国农科院系统的新品种 3 085 个

（其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1 304 个）、新产品 673 个

（其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368 个） 及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 2015—2020 年适宜于转化推广的新成果 480

标体系。截止 2020 年底，全院已累计聘任了农业
技术推广系列人员 50 余人，以其为核心力量在郊
区重点确定了 40 余个园区、100 余个辐射基地开

展科技服务工作。目前这些人员和基地已经成为
该院开展科技服务工作的中坚力量和重要阵地。
兼职服务专家。除了推广系列科技人员之外，

项、360 个基地、217 位专家等资源；二是开发了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还积极将郊区服务与科研人才

科技推广服务信息平台。以数据库为支点，加强

培养结合起来，积极组织专业科研人员根据自身

科技成果、惠农服务项目、人才队伍、展示基地

专长和科研导向，兼职负责本领域的推广服务工

等业务管理；此外，在平台上增加了移动终端对

作，在不断促进科技成果在郊区转化应用的同时，

接接口、与 12396 （京科惠农热线） 呼叫服务对接
接口、院与所 （中心） 之间信息沟通网，开发了

针对专家和基地服务的手机 APP 服务软件，与院

农科热线的 QQ、微信、电话、专家坐席等服务方
式的无缝对接，实现了双屏互动和服务联动。
1. 2. 2
抓手

构建“运行制度、专家队伍、资金保障”3 个

（1） 形成一套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
围绕北京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先后出台了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科技惠农
行动计划》《关于推进科技惠农行动计划的指导意

增强专业科研人员对生产实际的了解，推动科研
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20 年

底，全院参与郊区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科技专家
有 300 余人，其中，副研 （含） 以上科研人员有
180 名以上。

（3） 建立一套多方聚焦的资金保障体系
设立院科技惠农服务专项资金，每年不低于

200 万元，主要用于落实科技惠农折子工程中所涉
及到的工作任务。自 2013 年以来，累计以院名义

组织实施折子工程 41 项，覆盖了科技推广服务平
台建设、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京津冀农业科技协

见》《科技惠农行动计划管理办法》《科技惠农行

同、菜篮子高效生产、农业高端技术转化、优新

动计划奖励办法》《科技示范推广项目管理办法》

品种推广示范、生态节水农业发展、美丽乡村营

《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制度文
件，形成了全院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顶层制度设

造技术、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等方方面面，有效支
撑了全院科技推广服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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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
同时，围绕北京郊区重点科技需求和政府重

的专家和科技资源，构建专家和农户“同吃、同

点工作，广开资金渠道，积极整合各级相关政策

住、同劳动”的工作场景，为乡村生产、生活、

资源和社会化资金，多方聚焦、政策集成，形成

生态的全面发展提供综合性技术服务，打造一支

推动全院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合力。据不完全统

带不走的乡村科技帮扶队伍。科技示范基地为农

计，2012 年以来，全院从市、区县、乡镇等渠道

业科研单位依托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建立，立足于

汇集各类用于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项目经费达到 2

对接主体面临的生产问题和经营困难，从农业科

亿元以上。

研单位已有成果库中筛选适宜的技术解决方案，

2

通过科技专家的“手把手”“一对一”技术服务，

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推广服务模式分析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
[5]

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把“服务农民、服务乡村、服务政府”作为
全院科技推广工作的出发点，依托国家乡村振兴
发展战略，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及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等要求，探索建立了“农业综合试验站、专
家工作站、科技小院、示范基地”四极农业科技
推广服务模式，充分发挥了农业科研院所在科技
推广和服务中的重要功能。
2. 1

“四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框架
在“四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中，综合

服 务 试 验 站 为 农 业 科 研 单 位 与 区 （县） 级 或 镇
（乡） 级农技推广机构共建，立足于某一具体区域

提升该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
破解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6]。

“四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方式不同特征见表 1。
2. 2

“四极”科技推广服务模式实践成效

到 2021 年底，全院累计建成综合服务试验站

3 个、专家工作站 17 个、科技小院 16 个、试验示

范基地 400 余个。2021 年在京郊 100 余个行政村

（园区、基地和农民合作组织） 中累计展示新品种
500 余个，推广各类配套技术 315 项，示范各类物

化成果 162 项，建立核心试验示范区 0. 3 万 hm2，
辐射 4. 2 万 hm2，开展各类培训近 3. 44 万人次，实

现示范区增收节支 1. 4 亿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认可。

其中，自 2012 年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系

统总结国内外农业试验站实践基础上，与北京大

产业发展，整合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科研力量，

兴区长子营政府合作共建了长子营综合服务试验

围绕区域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和关键性问题，

站，建立综合服务试验站物理空间场所和实验场

开展各学科协同技术攻关、试验中试，打造区域

地，制定试验站运行管理办法和工作方案，整合

性科技中心，通过集成展示、示范推广等方式带
动区域农业生产水平提升。专家工作站为农业科
研单位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立，立足于某一具体
农业技术领域发展，系统梳理和汇聚各专业已有
科技成果，进行集成创新和综合展示，打造该产
业的标杆性、旗舰性成果展示中心，通过“涓流”
效应引领和带动整个行业的技术更新换代。科技
小院为农业科研单位依托村集体建立，立足于某
一具体乡村的综合发展需求，汇聚农业科研单位

了全院 8 个所 （中心） 24 位专家，围绕航食蔬菜

安全生产、设施蔬菜轻简化栽培等大兴区亟需提
升的农业领域，累计引进了新奇特叶菜品种 20 余

个，形成了技术标准 6 项，出版专著 1 本，获得省

部级表彰 1 项。形成的设施蔬菜东西向轻简化栽培
模式对比现行传统生产模式实现了省地 8%、省工

15%、省水 30%、省肥 30%、省药 10%、优品率提

升 20%，在北京市得到了广泛应用，有效推动了
区域性农业产业发展。

表 1 “四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方式对比
科技推广模式

发展定位

服务对象

综合服务试验站

区域性科技中心

区（县）、镇（乡）

专家工作站

产业性成果展示中心

龙头企业

科技小院

综合性技术服务场所

村集体

示范基地

单一性技术转化阵地

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服务内容
技术攻关、试验中试、集成展示、示范推广、人才培训、公共服务等
多专业集成、综合展示、引领带动等
综合服务、人员培训、技术推广等
成果展示、技术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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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借鉴中国农业

大学科技小院模式，创新性提出了“做好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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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对接难。
3. 2

院，带动一个村”和“以驻村专家团队为主体，

科技推广服务手段有待提升
科研设施和仪器等科技服务资源散落在各所

以农业科技推广为核心，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综

手中，存在配置分散、封闭、重复建设的问题，

合服务为导向，打造村级综合服务平台”的科技

专业化服务能力不高；各所在科技推广服务工作

小院建设思路，组织林果所、植保所、生物所、

过程中仍然较多采取技术咨询、农民培训等传统

玉米所等 8 个部门专家形成专家团队，在北京市门

的科技服务手段，与自媒体、网络平台、“互联

头沟区白虎头村建立科技小院，开展“百枣园”

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融合度不高，科技信息

和低劣枣园改造，在山上种鲜食玉米、林下培养

共享平台培育工作力度不够[8]。

食用菌、梯田栽百合、路边种观赏草，开设乡村

3. 3

科技服务人才队伍有待加强

大讲堂传播文化知识，引入社会企业开展民宿经

相较于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科技推广服务人

营，打造了一个三季有花赏、有景看、有果采的

才队伍结构尚不十分合理，高素质技术服务人员

京西美丽乡村，实现人均增收 4 万余元，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脱低致富先进村。

2014 年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开始探索实施

相对缺乏[9]。农业科研单位现有年轻科技工作人员
以高学历为主，理论研究水平较高，深入基层从
事科技推广和服务经验欠缺，推广服务工作的激

了“双百对接”工程 （百名专家百个基地对接），

情不高。技术推广服务队伍人员年龄老化，年轻

组织科技推广服务专家与对接服务基地之间建立

工作者较少。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工作专业性强，

“一帮一”“点对点”精准对接服务关系，在北京

能将理论、技术、产品、标准及装备等有机结合

郊区及河北环京地区建立了一批新品种、新技术
示范基地。近年来依托“双百对接”基地服务模
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累计推广了林果类、蔬菜
类、茄果类、玉米、小麦以及肉用种鸽、北京油

提供综合服务的人才缺乏。

4

提升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推广服务的对策

建议

鸡等 300 多种优新品种 （系），示范了一批高效生

4. 1

换代起到积极作用，抗旱品种普及率达到 80% 以

看推广、看转化。广大农业科研单位要将科技推

3

开展产业科技需求、重点研发任务建议和科技服

产和质量控制技术，对京郊玉米、小麦品种更新
上，实现农户年均增收 1 050. 8 元/户。

农业科研单位开展科技推广服务的问题

分析

强化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统筹
科技创新成果重不重要、有没有分量，关键

广服务提升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深入
务资源调查，统筹布局学科、战略研究和学科规
划，重点支持具有优势和特色学科领域的科技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工作

务项目，遴选对促进行业发展最急需、最关键成

方面开展了较多探索，为地方农业经济发展和乡

果作为重点工作，并注重提升成果集成创新水平。

村振兴做出了较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

4. 2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与成果转化的衔接机制
完善科技推广服务项目扶持制度，支持阶段

方面。

性成果开展后续深入研究和中试示范等，不断完

3. 1

善成果内容，改进技术经济指标，推进技术的规

农业科技成果成熟度尚需提高
农业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与科技推广之间存

范化和标准化；搭建成果转化平台，帮助成果完

在断层，尚未形成“创新—推广—再创新”的科

成人借助农业主管部门、地区农技推广部门、兄

[7]

技研发工作闭环 。部分技术成果为市场前景尚待

弟科研院所、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成果示范推广

确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单一或孤岛式的产品，

功能，采取成果转让、科技合作、建立示范基地

部分技术、产品或品种还不成熟，或没有经过中

等方式，开展技术熟化和产业化工作；积极探索

试 （或应用测试） 急于推广，服务效果受限，技

科研与企业合作的途径，探索院、所与企业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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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发、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结成利益共

造几支立足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特色科技服务团

同体，采取科技成果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

队，实现产学研结合。

[10]

4. 4

法开展科技推广服务工作 。
4. 3

优化科技推广服务人才团队

提升科技推广服务能力
农业科研单位要重视科技信息服务网的开发

调整农业科研单位人才引进制度，不以追求

与建设工作，要实现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可视化、

高学历、高职称为目标，合理引进急需的专业技

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通过统一协调的策略

术型人才补充科技服务岗位人才，培养和造就一

形式、新技术的集成运用，全方位、多维度的展

批科技推广服务领军人才；同时注重青年科技服

示宣传各类创新成果、示范基地、优质农副产品

务人才的培养，在政策支持下，积极引导青年工

和技术服务。同时，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融媒

作者开展科技服务工作，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在

体技术，建立全媒体的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平台，

农业科研单位内部，要合理布局人力、财力、物

特别是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与微

力，整合各所资源，打破学科、领域和现有研究

信、qq、网络直播等结合，在线远程互动服务，

团队的人员限制，在制度和政策上给予支持，打

提升服务效果与受众数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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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PROSP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SERVICE IN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UNDER THE NEW ERA *
——TAKING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AS AN EXAMPLE
Huang Jie，Li Chenggui※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Beijing 100097,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is not only the main sourc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promo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had explored a new working metho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promotion, set up the service promotion platform, formed the "1+3" service

promotion working mechanism, and built the four-pole model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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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comprehensive service experimental station, expert workst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yard,
demonstration bas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service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o carry 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servi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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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Chen Xi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modern society,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loud computing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people’s lives
and work.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financial reform,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audit and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reform,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ne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new situation. Financi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a favorabl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Accounting, internal control, budget management, asse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work need to be improved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this paper tried to find out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 solution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ther similar
institutes.

Keywords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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