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小院大有可为
□张劲

科技小院，顾名思义“科技+小院”。寥寥数字，
浅读时温馨，回味时神秘，探究时方知其不可一语
而尽。

不久前，三部门发布推广科技小院模式的通
知，让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农民提升科学素质、培养
涉农专业人才的科技小院，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以农牧民为中心，以农牧民需求为导向，科技
小院就在乡间田间，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后
一公里”。专家和学生走出院校讲堂，驻扎农牧业
生产一线，组成科技团队携“智”携“新”携“力”，共
同编织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乡村振兴，需要各类人才。师生们长期驻扎科
技小院，通过从课堂和实验室汲取的养分与农民一
起躬耕于垄上，在广阔田野上播撒希望，送去先进
的农业科学技术。同时，在完成理论知识学习的基
础上，重点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由此可见，院落虽小却意义非凡。

2019 年以来，我区大力推进科技小院建设，取
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科技小院 24
家，在建科技小院 10 家，覆盖全区 8 个盟市 15 个旗
县（市、区）。科技小院模式成为教书与育人、课堂
与田间、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的生
动实践，不仅培养了大批知农爱农型人才，也为我
区改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生产高效、农民增
产增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建设现代化国家离不
开农业农村现代化，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让农牧民生活更上一层楼，离不开科技
力量的支撑。科技小院聚焦农牧业生产中面临的难
题，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费用、零门槛的科技服
务，把脉农牧业发展，提出创新良方。在此基础上，
充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积极性，再添一
把火再加一把劲，使农牧民个个成为行家里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科技小院在推进乡
村振兴的路上大显身手，正在成为助推我区现代农
牧业加快发展的新引擎，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
兴的新动能，人才培养引进的新平台。

思享

““深瞳深瞳””

不久前，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 3 名研究生入驻通辽市科左中
旗玉米科技小院，为 300 多名农牧民开展了培训和技术指导。

去年底，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蒙海玉米科技小院在全国 224 家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中脱颖而出，荣获“十佳科技小院”称号。

成绩实至名归：科技小院建成三年来，为当地引进氮高效绿色
品种、绿色配方肥、水肥一体化、红蜘蛛综合防治技术、青贮玉米和
豆科间混作等一系列技术，并集成了当地春玉米双绿双控技术模
式，实现亩增产 17.8%、节肥 25%、减药 30%的成效。以技术集成模
式为基础，运用政产学研用模式在当地打造了 2 个千亩玉米示范
区，辐射带动周边 5500 亩，助力小农户和合作社实现增产 18.9%，
增收 86 万余元。

一个个缩影，勾勒出我区科技小院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画面。三年来，内蒙古科协按照“科协领导、院校实施、教师指导、
学生常住、多方支持”的工作机制，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大力推
进全区科技小院建设。

“科技小院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创立，由涉农涉
牧院校专家、研究生等组成的科技团队直接驻扎在‘三农三牧’一
线，开展农业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工作和零距离科技对接，零
时差指导解决，零门槛普惠服务，零费用培训推广的科技服务平
台。已经累计柔性引进中国工程院康绍忠、吴孔明院士和中科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杨劲松等国内高层次人才 112 人。”内蒙古科协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介绍道。

目前，全区共建成科技小院 24 家，覆盖 8 个盟市 15 个旗县（市、
区），涵盖小麦、向日葵、马铃薯和羊业、牛业、草业、中药材等12个地区
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共入驻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研究生
76名，首席专家24名，参与指导专家119名，涉及19个专业领域。

初秋时节，美丽的呼伦贝尔，
农田蔬果长势正旺，膘肥体壮的
牛羊悠闲地躺在农场里，到处呈
现出一幅喜人的景象。

这些都得益于以国家牧草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教授张英俊
为代表的 12 位专家和他们带领
的博士生、研究生。2013 年，他
们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特泥河
农牧场第九生产队“安家落户”，
与呼伦贝尔农垦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呼伦贝尔生态产业技
术研究院）开展科技合作。

如何把技术成果转化为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草业科技
小院成立前后，以张英俊为代表
的专家团队，围绕呼伦贝尔农垦
集团在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中
遇到的技术瓶颈，联合国家牧草
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开展“草畜
平衡 牧民致富”十项核心技术
的研发、集成与示范，内容包括
天然草地恢复改良技术、优质高
产 人 工 草 地 牧 草 生 产 技 术 、
TMR 饲草料调制加工技术等，

让呼伦贝尔农垦及周边的农牧
民都尝到了甜头。

“补饲精料是根据草地提供
的营养水平，并结合羔羊育肥过
程中的营养需要，同时参考国际
通用NRC标准进行设计，还结合
反刍动物瘤胃消化的特点，添加
了定量的赖氨酸和氯化铵，能够
有效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起到
节本增效的作用。”项目技术研发
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徐民
乐介绍，去年草业科技小院所研
发的放牧加补饲育肥羔羊技术更
是取得了新进展。

为便于饲喂并监控家畜的
生产性能，科技人员还研制出一
些实用新型专利工具，如草原补
饲食槽、便携式称羊架等，减轻
了牧业养殖户在补饲过程中的
工作强度。

让草原更绿，让牛羊更肥，
让牧民更富。如今，草业科技小
院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呼伦贝尔
农垦集团和周边牧区推广示范，
实现区域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

科技与产业相融合
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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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创立
★直接驻扎在“三农三牧”一线
★开展农业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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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研发新设备
破解羊草收获难题

本报 8 月 15 日讯 （记者 白莲）记者
日前获悉，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科研
人员研制的新一代羊草种子联合收获机破解
了羊草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受收获装备制约的
难题，即将进入成果转化阶段。

羊草是我国的乡土草，具有重要的生态
价值和经济价值，大面积推广种植时间较短，
缺乏专用种子收获机械。课题负责人万其号
博士介绍，此次研发成果是第三代羊草收获
机，从现场作业情况来看，在提高羊草种子收
获效率的同时，收获损失率和含杂率更低，已达
到了生产使用标准。团队将继续优化机械的关
键部件，提高适应性、可靠性和智能化水平。

2020 年，自治区科技厅启动“草原生态
恢复与生产力提升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科
技重大专项，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
究所牵头，联合高校、企业，组织机械装备研
发团队，对制约我国（区）生态修复的关键瓶
颈技术进行联合攻关，研发相关配套装备。

项目以草原修复及生产力提升为研究目
标，重点研究开发高效、低损及高净度禾本科
豆科牧草种子专用收获技术与装备，低扰动、
适应性强的退化草原施肥切根复壮技术与装
备，专用、高效退化草原免耕多品种混补播施
肥技术与装备，作业质量高、适应性强的柠条
灌木平茬技术及装备。通过这些技术及装备
的研究，形成可复制和大面积推广的机械化
作业技术模式。目前，项目各课题科研工作
正顺利推进。

“农麦 300”完成签约

本报 8 月 15 日讯 （记者 白莲）为深
入推进“科技兴蒙”行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
快速转化，推动科技助力农业产业振兴，近日，
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与内蒙古罗欧农业有限公
司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内蒙古科技大
市场完成农作物新品种“农麦300”项目签约。

“农麦 300”采用穿梭育种，南繁北育，是
经过连续多年多代定向选择培育而成的优
质、高产春小麦新品种。签约仪式上，自治区
农牧业科学院专家介绍了高产优质春小麦新
品种“农麦 300”选育过程、优良特性。内蒙
古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纪人分别对农作物品种
的类型、农作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条款、
知识产权专有名词及合同中的相关约定等重
要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最终双方签署了技
术转让（农作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

下一步，内蒙古科技大市场继续通过信
息化的手段，将自治区、科技兴蒙4+8+N合作
主体、盟市、三区两中心、旗县区、高新区等多级
联动，整合各类资源，实现好项目“精准落地”、好
需求“精准对接”、好政策“精准实施”，为推动我
区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发挥重要作用。

沪蒙研究机构开展
科技战略研究合作

本报 8 月 15 日讯 （记者 白莲）为强
化自治区科技战略研究，助力创新型内蒙古
建设，按照自治区科技厅安排部署，自治区科
学技术战略研究中心积极寻求与发达地区科
技战略研究机构合作，以 2021 年沪蒙两地人
才智力交流合作为契机，与上海图书馆（上海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推
动科技战略研究人才互动交流与项目联合研
究。日前，双方在线上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加强人才智力深度合
作，发挥上海人才高地优势，为内蒙古科技战
略研究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近
期将重点开展人才画像体系研究、科技情报资
源分析、战略研究人才培训 3 个方面合作。下
一步，双方还将共同推进智库建设、远景战略
规划研究、优势特色产业科技情报资源分析、
科技创新需求预研究等方面的战略研究工作。

“新型牛肉深加工绿色化
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启动

本报 8 月 15 日讯 （记者 风启）日前，
通辽市召开 2022 年自治区重点研发和成果
转化计划项目“新型牛肉深加工绿色化关键
技术与应用示范”项目启动会。

据了解，该项目由通辽市哈林肉业有限
公司牵头申报，内蒙古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北京物资学院合作参与实施。启动会上，
项目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分别就项目承担企业
情况、通辽市肉牛产业发展情况、项目研发内
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及科研基础等情况
作了介绍，通辽市科技局对科技专项资金的
使用监管工作提出了要求。

项目以牛肉绿色关键加工技术研究为核
心，针对东北地区的肉牛屠宰及深加工流通产
业，选取通辽地区作为项目示范区域，重点解决
科尔沁地区典型牛肉加工产业中的生鲜肉保
鲜、保存、深加工以及产业高碳排问题。从研究
牛肉干发酵机理及相关关键技术，完成发酵肉
制品的开发与产业化示范；牛肉杀菌保鲜、品质
无损检测技术、形成多维度一体化牛肉冷链品
质可视化管控体系；依据牛肉供应链及产业链
实际特性，构建牛肉产业链碳足迹测算系统，采
用优化仿真技术进行碳减排路径探索研究3个
方面开展项目实施。该项目的研究与实施，可
为通辽市牛肉产业提供新型绿色加工技术，为
降低牛肉产业的高碳排放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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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线

养羊，是巴彦淖尔市的传统
产业。但是羊肉品质不高。内
蒙古草原宏宝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谭军认为：“肉质的改
善就得从品种去着手，推行杂交
改良。我们必须和高校、研究机
构专业的技术团队进行合作。”

牧民想增加收入，政府想扶
持产业，科技人员想转化科技成
果。整合三方需求和力量进行
肉羊品种改良的平台——羊业
科技小院应运而生。

科技小院里不仅有中国农
业大学的教授、企业的技术人
员，还有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的农
技推广人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刘国世
带领的研究生团队在巴彦淖尔
的核心种羊场建立了生物实验
室，年前给母羊做了胚胎移植手
术，小羊的出生率和成活率让他
非常牵挂，因为疫情原因现在无
法赶到现场，他经常跟羊场场长
视频沟通，及时了解情况。刘国
世说：“我们希望把内蒙古乌珠
穆沁羊与引进的小尾寒羊优势
品种基因聚合到一块，这涉及到
种质资源创新，这个创新就是地
方品种的提纯复壮。”

与此同时，科技小院把 400
只东弗里升羊作为优质种羊交
给牧民，跟地方品种进行杂交改
良，如今已经繁育出三元杂交羊
后代。每只三元杂交羊能多产
生 120 元到 150 元的效益。

聚焦成果落地，内蒙古科协
引导鼓励支持当地成立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助力成果转化、推广应
用。目前，在巴彦淖尔，除了羊业
科技小院，又陆续成立了黄瓜、玉
米、向日葵、小麦等其他种植业领
域共14个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作用凸显。近年
来，内蒙古科协在中国科协及中
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有力指导
和大力支持下，协调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科院、全国农技推广中
心、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农牧
业科学院和盟市旗县政府、农技
推广中心、农企等部门单位，整合
资源，推广科技小院模式，探索出
一条“政产学研用”“人才助农、产
才融合”一体化的新路子，健全

“科技小院+学生+专家+乡土人
才+科技示范户+新型农牧业经营
主体”科技服务体系，在助力乡村
振兴中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
（本文配图由内蒙古科协提供）

成果与技术双推广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科技服务体系

科技小院

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学生 专家

乡土人才

科技示范户

技术指导。

剪样方。

技术指导。

查看玉米苗情。

科技人员介绍草地免耕补播改良技术科技人员介绍草地免耕补播改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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