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问诊”
保障帮扶“全覆盖”

仲夏时节，热浪翻腾。国家科技特派
团专家们顶着烈日往返于锦屏各乡镇
间。

7 月 14 日至 16 日，聂飞与华南农大
杨琳教授、江苏省农科院施振旦研究员、
省农科院畜牧所吴佳海研究员、韩雪高
级畜牧师等专家一行先后到敦寨镇亮司
村大冲商品鹅养殖基地、新化乡欧阳村
育雏基地等项目点考察，详细了解产业
规模、技术措施、管理模式、经济效益等
情况，解答相关人员在养殖基地建设、孵
化、育雏、种鹅养殖等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

“实地问诊，才能知道帮扶的重点应
该是什么。”聂飞说。

锦屏县东部铜鼓、敦寨、新化、隆里
等乡镇坝区，主要为种养产业，如鹅、石
斛、精品水果等集中在该区域，并基本形
成了产业链。锦屏县也是我省林业大县，
占全县三分之二的中西部乡镇是山地林

区，油茶、锥栗经济林，黄精、钩藤、淫羊
藿林下中药材，以及养蜂、食用菌、磨芋
等林下经济，种类多样，未形成规模产
业，乡乡有基地、村村有点，点多面广，是
山区林农的重要收入来源，由于种类杂
多、种养技术缺乏，效益不佳。为此，聂飞
充分利用贵州省植物园经济林和中药材
专家团队优势，在贵州科学院党委的大
力支持下，组织了 5 名博士以黔东南州
科技特派员的方式帮扶锦屏，补齐了国
家科技特派团产业专家短板，形成了精
品水果蓝莓、大宗蔬菜、食用菌、水禽
（鹅）、林下经济等5个产业专家团队。

同时，针对农业产业发展中乡土人

才科技水平不高、种养技术实操不规范等

问题，特派团及时开展技术服务130多人

次，先后在县农业农村局和启蒙镇开展三

期培训，培训人数达200多人次。此外，

特派团还分别与企业、合作社、种植养殖

大户和农民建立微信群，及时答疑解惑，

实实在在为乡镇培养了一批带不走、留得

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

精准发力
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记者在锦屏敦寨大冲口的生态鹅养
殖基地里看到，鹅产业龙头公司生产管
理部杨东成正在查看白鹅喂养情况。

“从鹅苗到成品鹅只需要 75天便可
出栏，饲养周期短，养殖成本也低。”杨东
成说，养殖场目前存栏商品鹅 5万只，全
年的目标是 20万只，育苗速度跟不上销
售速度。

影响育苗速度的因素很多，而品种
选育更是重中之重。

针对此问题，特派团帮助引进扬州
三花鹅品种，并利用三花鹅与贵州织金
白鹅杂交，开展适应锦屏区域的优良品
种选育攻关，实现年出栏30万羽。

品种问题解决后，下一步便是养殖
技术培训。根据锦屏鹅业有限公司对养
殖技术培训的需求，特派团水禽组根据
锦屏的养殖实际，编写了《肉鹅养殖技术
手册（试用版）》，围绕技术手册中养殖技
术的实用性、可行性等内容开展了讨论

和修改，并印发给养殖户。
正 是 科 技 特 派 团 专 家 的“ 保 驾 护

航”，推动了锦屏“鹅”快速发展。目前，锦
屏县鹅产业总产值超 2.7亿元，提供稳定
就业244人，辐射带动群众 1万余人。

一业一策
产业优化促发展

近年来，锦屏县在“一种（石斛）一养
（养鹅）”产业撬动下，县农业经济的架构
已逐步丰富，形成“一种（石斛）一养（养
鹅）”林下经济为主导，中药材、油茶、果
蔬、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产业为基础的
特色农业产业框架。

那如何保障县域特色农业产业良性
发展？破题之举在于立足县域特点优化
产业。

接下来，团队将在实现产业链的上下
游打通，源头优化品种、中端优化生产、后端
优化市场等方面着力。聂飞说，锦屏是林业
大县，要抓好“东养”“西种”，即东部乡镇以
养鹅为抓手，扩规模；中西部乡镇以林下中
药材为重点，利用国储林项目林下发展铁
皮石斛、黄精、钩藤等，发展生态种养业。目
前正在会同锦屏县农业、林业、科技等部门，
围绕“四个明显提升”，聚焦鹅、蔬菜、食用
菌、精品水果、林下中药材、经济林等主导产
业，带动水产畜禽养殖、大宗粮食作物等传
统产业，一业一策制定帮扶计划，持续以技
术服务、科技支撑助力县域乡村振兴，农业、
林业等农村经济协同发展。

打造锦屏主导产业特色品牌

科技特派团一线“把脉问诊”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段超木 实习生 曾子津

“以往，辣椒种植劳动强度高、
用工量大，现在应用轻简化技术，简
单易学，亩用工量从 25-28 人减少
至 16-19人。”7月 16日，在福泉市凤
山镇金凤村辣椒种植基地，省级“揭
榜挂帅”辣椒轻简化绿色高产技术
示范推广团队团长吴康云研究员介
绍，基地 500 亩辣椒集成应用轻简
技术后，减少用工量效果良好。

今年 4月，省农业农村厅、省人
社厅等部门在全省发布技术榜单，
鼓励引导农技专家参与“揭榜挂
帅”，让他们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
指导服务。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党
委书记吴康云领衔的团队揭下推广
辣椒轻简高产技术的榜单任务。

为此，他们在提炼总结以往先
进技术基础上，通过优化减少工序、
改进适宜山地的机械化操作，集成
示范推广辣椒漂浮育苗、幼龄壮苗
护根移栽，机械打孔定植、喷雾器点
灌施肥、病虫害绿色统防统治等轻
简高效技术，降低劳动投入，提高辣
椒产量和效益，基地里应用低毒高
效药剂进行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100%，实现既绿色高产又省工省力。

农技专家揭榜挂帅

贵州辣椒“轻简高产”省工省力
图/文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邹林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李 小 花）
“立足本地、渐入佳境、自主研发
……”透过贵州智诚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区的一面文化墙，企业发展进
程清晰呈现。

智诚科技于 2013年在贵阳高新
区成立，致力于大数据技术在交通
领域的深度应用，通过研发交通大
数据创新型产品，持续赋能交通运
输行业，实现“综合交通、智慧交通、
绿色交通、平安交通”的目标。2022
年，该公司获评全省“专精特新”企
业。

贵州智诚科技有限公司属于高
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为做好
全区规模以上企业的包保服务工
作，高新区制定下发《高新区领导干

部包保服务企业工作方案》《高新区
干部职工包保企业分解表》，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由
副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及区管科级干
部组成高新区“企业包保人”队伍，
对全区规模以上企业、重点培育企
业进行分解包保。首次遴选工业企
业和服务业企业共 194家，从帮助企
业发展、推动解决困难问题、开展政
策宣贯、搭建产业链等方面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服务。

今年以来，高新区纪检监察工
委督促全区 97 名包保人通过面对
面座谈、电话日常连线、网络在线沟
通等形式，共计开展服务对接 1070
次，收集问题 52 个，有序推进问题
销号，全面优化高新区营商环境。

贵阳国家高新区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引种试验
48 个良品脱颖而出

有机蔬菜在生产过程中遵循蔬菜自
然生长规律、不施打农药，加上贵州山
区土地、气候、土壤、环境等自然资源
条件限制，生产难度大、产量较低，由
于贵州省当前有机蔬菜种植技术相对落
后，有机蔬菜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攻破有机蔬菜种植的关键技术，大
力推广本省的有机蔬菜，以满足市场需
求，创造更高的经济收益。

贵州平均海拔超过 1100 米，空气、
土壤和水质污染少，大片国土空间适宜
发展高山有机蔬菜。近年来，由省农科
院园艺研究所马超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
队开展技术攻关，解决了贵州高山有机
蔬菜生产的品种选择、培育壮苗、肥料

选择、病虫害防控等主要技术难题，实
现山区有机蔬菜高效生产。

有机蔬菜要求品种未经过转基因、
化学物质处理，于是研究团队在威宁、
清镇、大方、仁怀等高山区域开展引种
试验，从自育及国内外引进的 161 个自
然培育的蔬菜品种中，筛选出 48 个优
良品种，如大白菜黔白 5 号、高抗王 2
号；辣椒新冠军 2 号、长辣 7 号；青花
菜耐寒优秀、圣绿；威宁紫蒜、毕节白
蒜等。

“筛选出来的 48个优良品种具有抗

病、耐瘠薄、高产的特点。”马超介绍，引

种试验主要测试了它们在不同地域条件

下的抗病抗逆性，对土壤和生态的适应

性，挑选出适宜贵州山地不同季节、不同

区域的优良品种，符合市场需求。

攻关难题
创新集成技术与管理体系

“用苦参碱防治蚜虫，用软皂水剂
防治小菜蛾，用苏云金杆菌防治菜青
虫，香菇多糖能防治病毒，枯草芽孢杆
菌能防治病菌。”马超说，有机蔬菜生
产过程中，一个关键事项是不能使用化
学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化学制
品。研究团队发明了光伏智能补光壮
苗、害虫诱杀、病害预防等适宜高山有
机蔬菜生长的绿色植保综防技术。全程
不使用农药，生产出的蔬菜无污染，可
以放心食用。目前该技术已在贵阳清镇
市红枫湖镇芦荻村蔬菜基地以及王庄乡
化腊村等地广泛应用，效果显著。

“害虫诱杀技术防效达到 90%。”据
马超介绍，该技术利用废旧塑料瓶制作
成带遮雨片的诱杀液容器，诱杀液从容
器镂空孔散发气味，诱杀效率更高效果
更持久，解决了以往技术中诱杀液容易
失效、诱杀效率低以及单一措施防效低
等问题，基本能控制在空中飞的蔬菜害
虫。此外还利用朝天椒、魔鬼辣椒熬制
辣椒水，提取紫皮大蒜汁，防控大部分
在菜上爬的害虫。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围绕日常蔬

菜辣椒、白菜、青花菜、大蒜、黄瓜、
生菜、莴笋、豇豆、胡萝卜、芦笋等选
用抗病虫品种，确定种植密度和采收时
间，合理施肥浇水，进行物理防治，推
广使用农家肥和有机肥，建立 10种蔬菜
有机生产技术，创新集成“有机蔬菜品
种-培肥-病害防控-栽培标准”相结合
的贵州高山有机蔬菜关键技术体系和管
理方式，发展本土蔬菜产业。

推广技术
引领产业升级

近年来，在贵州高山有机蔬菜关键
技术体系和管理方式支撑下，清镇市打
造出“山地贵爽”“黔红枫”“黔长津”

“华慧”等有机蔬菜品牌，助推蔬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为推广贵州高山有机蔬菜关键技术
体系和管理方式，研究团队提出高山有
机蔬菜的气候生态适宜性评价体系，并
据此划分了贵州中西部为高山有机蔬菜
适宜区，先后在清镇、黔西、七星关、
威宁、平坝、黄平等 17 个适宜区域推
广，优化了有机蔬菜产业布局，在当地
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目前
该技术体系和管理方式在全省辐射面积
已达32万亩。

试验 攻关 推广

贵州高山有机蔬菜关键技术日趋成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邹林

本 报 讯 （记者 邹 林） 7 月
20 日至 21 日，贵州省农科院畜牧
兽医研究所考察组到广东省农科院
动物卫生研究所、广东省农科院动
物科学研究所交流学习，并在广州
分别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各方将发
挥各自优势，在深化项目申报、人
才培养和平台共建等方面合作，把
东西部协作机遇转化为发展资源和
发展成果，助力贵州生态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推进。

根据协议，贵州省农科院畜牧

兽医研究所与广东省农科院动卫所
将围绕猪鸡牛羊种质资源评价、优
质地方品种新品系选育、动物营养
调控等，共同打造贵州地方品种核
心育种场，在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建设和服务农业产业园区等方面开
展深度合作；与广东省农科院动科
所将围绕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生物
制品研发、中兽药开发与利用等，
共建动物防治联合研究平台，开展
兽医学科基础应用性研究，合作开
展畜禽种质资源创新利用。

黔粤农科院携手
合作发展生态畜牧业

本 报 讯 （记 者 邹 林） 近
日，平塘县者密镇六硐坝区蔬菜种
植基地正值茄子收获季节，在省农
科院科技特派员技术服务下，基地
应用蔬菜一年三熟高效种植模式，
等待对第二茬苦瓜冬瓜进行播种育
苗，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推动蔬
菜产量品质提升、种植经济效益增
加。

该 基 地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为 500
亩，罗鸣、蔡霞、张洁、黄万兵等
科技特派员到该基地指导了蔬菜一
年三熟高效种植模式的关键技术要
点，要搭配合适的蔬菜种类、合理

安排茬口，选择轮作“茄果类-瓜
类-西兰花”。他们示范讲解了做好
茬口衔接，提前进行苦瓜冬瓜浸种
催芽、提高出苗率的技术方法，减
轻土地连作障碍，为提早上市获得
更高的经济效益打下基础。为保障
种植顺利，他们向当地种植户发放
高产优质的蔬菜种子。

在开展科技服务过程中，科技
特派员根据各自不同的专业特长，
相应地扩大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
了解当地蔬菜产业需求，为当地蔬
菜产业提质增效和产业兴旺提供科
技支撑。

蔬菜“一年三熟”
平塘提高土地利用率

本 报 讯 （记者 邹 林 通讯
员 彭方芳）近日，福泉市按统一品
种、统一育秧、统一密度、统一水肥、
统一防控、统一保险“六统一”模式，
以水稻“两增一调”高产高效技术开
展种植管护，通过免费发放米种、提
供技术服务方式，先行动员一批农
户开展种植，已在罗贝村岩灯堡组
种植优质水稻75亩。

今年以来，为助推福泉市“藜山
福米”品牌打造，提高当地水稻产业
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省农
科院派出省级科技特派员到藜山片
区罗贝村提供产业发展技术服务，
运用高产高效技术种植优质稻，生
产绿色生态稻米，目标每亩单产增
产 50公斤，做优做精特色优势农产

品。
福泉市藜山片区出产的“藜山

福米”，在当地远近闻名。省级科
技特派员郭向阳、刘鹏飞基于当地
群众发展水稻产业的意愿，根据品
质口碑、市场销售的需求，在罗贝
村示范种植两优 819、筑香 19、川
优 3727、宜香 2115品种，四种水稻
都经过耐冷性、稻瘟病抗性鉴定，
米质指标优。“两增一调”高产高
效技术通过增密、增钾、调氮，秉
持“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在管护
过程中采取人工清除杂草方式，病
虫害绿色防控，减少农药喷洒，科
学用药，并实行“稻+鱼”种养模
式，实现一田双收，有效提升农产
品质量安全。

福泉
打造“藜山福米”品牌

俯瞰岩灯堡组水稻种植基地。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邹林 摄

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康云研究员向大家介绍新品种。

近年来，绿色、安全、高营养、口感好的有机蔬菜受到了人们欢迎。为提
高我省有机蔬菜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研发集成的贵州高
山有机蔬菜关键技术，解决了在山区生产有机白菜、花菜、辣椒等日常蔬菜的
主要难题，为大众提供“放心菜”，该项成果也因此在 2022 年贵州省科技创新
暨科技奖励大会上荣获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科技时讯

“深入实地调研，积极探索科技帮扶路子，有效推进农村产业‘点’‘面’结合，打造一批具有锦屏特色的‘土字号’
‘乡字号’农林产品品牌，是乡村振兴科技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之一。”7月 16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锦屏县科技特派团团长、贵州科学院植物园蓝莓产业首席专家聂飞研究员在锦屏县科技帮扶产业发展座谈会上说。

自今年 3 月中组部、农业农村部等 6 部门联合选派科技特派团赴重点帮扶县以来，聂飞率特派团专家组先后 4
次深入锦屏一线调研，召开了 5 场座谈会，走访 50 多名乡村干部、农民群众、乡土人才和企业管理人员，梳理出县域
5个主导产业 8个发展问题，积极探索科技帮扶实招，切实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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