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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副省长郭生练、市委书记丁小强调研市农科
院向阳湖科技示范基地。

省政协副主席，时任省科技厅厅长郭跃进深入油
榨村调研产业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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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刘晓洪、院长焦春海深入崇阳茶
叶基地调研。

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杰深入市农科院
火龙果基地调研。

发挥科技引领 服务地方
“三农”
—— 咸宁市农科院“五个一”行动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纪实

为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
农”思想和“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的要求，2016 年 3 月，湖北省农科院启动了
湖北农业科技
“五个一”
行动：
在
“十三五”
期间，
全
省组织农业科技工作者开展 100 项重大农业科技项
目研发，与全省 100 家以上农业企业深度合作，进驻
1000 个村进行科技培训和服务，
深入 1 万户农家开展精准
扶贫脱贫工作，
培养 1000 名农业科技精英。该行动被写入
省委一号文件和省政府工作报告，
成为全省
“三农”
工作的重
要内容和农业科技工作的行动指南。
“五个一”犹如吹响的冲锋号角，咸宁市农科院积极行
动，强力推进。近三年来，在咸宁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省农科院的精心指导下，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
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以实现乡村振兴为战略目标，聚力农业科技创
新，
积极服务地方
“三农”
，
全力推进全省农
业科技“五个一”行动，各项工作进
展良好，
亮点纷呈。

4 “帮万户”做实事
2015 年 9 月，民建湖北省委扶贫工作队正式入驻崇阳县港口乡油榨
村。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主委、时任省科技厅厅长郭跃进多次率民建
会内企业家实地调研，邀请咸宁市农科院果树专家考察地理环境和土壤
条件。经过考察，专家指导该村引进火龙果种植，帮助建设红肉火龙果基
地 30 亩，并在村里选拔了几名年轻干部，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植技术，至今
已连续服务 3 年多时间。随着种植火龙果的效益凸显，带动了油榨村乡村
旅游业和休闲农业的发展，据统计，2017 年该村火龙果基地收入达到 23
万元，带动全村 30 户贫困户劳动就业，游客流量达到上万人次。如今，该
村的火龙果合作社办起来了，一大批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到基地务工等
方式，
实现了脱贫销号。
当前，农业科技扶贫已成为我国扶贫工作中的一项关键举措。农业
科技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风向标、重要着力点和重要动力源。农业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是引导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三年来，咸宁市农科院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科技优势，为全市 6 个县
市区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及其加工业基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
在每个县市区建立了一个以上示范点。

市农科院选育的三系杂交晚稻新品种1098成果转让签约仪式。

2 “联百企”攻难点

副 市
长汪凡非
赴省农科
院汇报农
业 科 技
“五个一”
工作。

1 “研百项”聚合力
2017 年 11 月 3 日，在咸宁市农科院机收再生稻技术集成与创新示范
基地，来自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咸宁市农业局等单位的专家，对
500 亩示范区内种植的“丰两优香 1 号”水稻品种的再生季进行现场测
产。通过实打实测产，该基地再生稻数据十分喜人。
三年来，咸宁市农科院粮油所专家在再生稻的关键技术攻关方面取
得了不菲的成绩。强而有力的技术支撑，点燃了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
在当年 3 月 9 日召开的咸宁市机收再生稻高效栽培推广培训会上，全市六
个县（市、区）的农业局分管领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纷纷表态：要继续
扩大再生稻种植面积。2017 年，该院选育的晚稻新品种“巨风优 1098”通
过湖北省品种审定，并成功转让给武汉楚禾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近年来，咸宁市农科院积极与各大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对接，开展了
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再生稻是该院选定并实施的重点科研项目
之一，还重点开展了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饲用苎麻关键技术、红肉
火龙果设施高效栽培技术、稻虾综合种养技术等 10 余个重点项目。共承
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69 个，鉴定登记成果 6 个，制定标准 8 项，申报发明
专利 81 项，授权专利 19 项，获国家、省市科技奖励 11 项，发表 SCI 文章 6
篇。

省 农
科院副院
长邵华斌
深入咸宁
调研农业
科 技“ 五
个 一 ”工
作。

近三年来，在咸宁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在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和市农业局、市科技
局、市科协等相关单位积极配合下，咸宁市农科
院“五个一”行动顺利开展，成效显著。据统计，
共开展重点科研项目 10 余个；助力 25 家企业转
型升级，健康发展；进入 30 个核心村开展科技培
训 50 期，培训农技人员及农民 3000 余人次，助力
带动 100 户贫困户脱贫；培养了丁坤明、施仕胜、
程繁杨等一批农业科技精英。如今，咸宁市农
科院自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投资 3000
多万新建农业科技实验大楼，实验室装备逐步
完善，科研基地由原来的 800 亩扩大到 40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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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开展麻园种养结合新模式以来，
苎麻摇身一变成为牛羊饲料，
大大缩
减了养殖成本，
也提高了肉质。
”
2017 年 5 月 12 日，
在全市农业科技
“五个一”
行
动暨科技合作产业扶贫启动会上，
富园牧业董事长陈学军自信满满地介绍该公
司的创新养殖模式，
并现场与咸宁市农科院签署院企战略合作协议。
由于咸宁不适宜种植黑麦等主流牧草，
对牧草有强烈需求的养殖企业十分
苦恼。对此，咸宁市农科院苎麻研究所的专家们开出了
“麻园种养结合”的
“药
方”
。近三年来，
这种新模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
得到不少畜牧企业和贫困
户的认可。
与企业深度合作，是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三年来，咸
宁市农科院遵循“连市场”、服务企业、支撑产业发展的“农科教推”、
“ 产学研
普”相结合规律，与湖北香泉牧业、湖北尚禾集团、湖北精华纺织集团等 25 家
企业进行深度合作，累计帮企业建科技示范园 3000 余亩，引进示范新品种 15
个、新技术 13 项，研制新产品 3 个，争取项目经费 700 余万元。
“入百企”，通过
科技手段为涉农企业解决当前难题，加深了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让科研工
作更接地气，也让企业发展有了科技助力。

5 “育千人”强基础

3 “进千村”出实招
2017 年 10 月 18 日，老科技专家工作站挂牌仪式暨农技培训活动在通山
县南林桥镇石门村举行。当天，省农科院果树专家何华平研究员到火龙果基
地和四季采摘园现场指导；省老科技专家何伟玲研究员进行猕猴桃栽培技术
培训；
咸宁市老科技专家刘振祥教授进行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
石门村地处深山腹地，有人口 3775 人，其中贫困人口 836 人。当年 3 月，
咸宁市农科院作为该村精准扶贫工作队成员单位入驻后，深入调研该村产业
现状，挖掘石门村特有的资源，指导村民发展集生态采摘、赏花垂钓、农家乐为
一体的现代休闲农业。并联合市科协及省农科院建立老科技专家工作站，为
村民们送技术、送培训、送手册。而今，该村 200 多亩水果四季采摘园内各季
果品俱全；村前、屋后，还有 100 多亩茭白基地、60 亩湘莲、7 亩香菇基地等，并
凭借湘莲获得第七批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
地市级农科院是当地农业科技支撑的主导力量，是打通农业科技上山下
乡
“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环节。为了让农业科技真正落地、在土地上生根开花，
三年来，咸宁市农科院以科研示范点为工作中心，突出市、县、乡、村四级农业
科技人员的主体作用，组织农业专家及利用深度合作企业已入村 30 个，并签
订服务协议。根据帮扶村的实际需要，围绕粮食种植、经济作物栽培、畜牧养
殖、水产养殖等产业，组织科技下乡 300 余人次，举办农业科技培训 50 多期，
带动农业科技示范户 140 余户。

亩，科研平台和工作环境得到大大改善。
“五个一”行动还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
视，引起了各级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时任
副省长郭生练，省政协副主席、时任省科技厅厅
长郭跃进、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刘晓洪、院长焦春
海、
副院长邵华斌、
副巡视员夏贤格、
市委书记丁
小强、
市长王远鹤、
时任市委副书记吴晖、
副市长
汪凡非等省市领导多次到我市“五个一”基地调
研督导，
给予项目和经费支持，
有效确保了
“五个
一”行动在咸宁落地生根。咸宁农科院在《香泉
都市报》设立“农业科技五个一”专栏，刊登专版
报道 37 期，
受到省农科院刘晓洪书记的亲笔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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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通
山石门村
举行农业
科 技“ 五
个 一 ”助
力精准扶
贫暨老科
技专家工
作站挂牌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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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4 日，
由湖北省茶叶学会主办、
咸宁市农业科学院承办的湖
北茶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咸宁召开，来自省农业厅、省果茶
办、
省农科院、
华中农业大学以及全省各大优势茶区的农业部门、
科研院所、
茶叶企业等 200 余名会员代表齐聚咸宁。
台上，国家级的专家大腕侃侃而谈；台下，来自咸宁市农科院茶叶研
究所的两名年轻的 90 后茶叶专家奋笔疾书，生怕漏下专家们讲授的知识
点。相似的场景，还出现在当年 10 月份的全省首期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员
（技师级）培训班上。来自咸宁市农科院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的 90 后水产
专家文玲梅，正专心聆听省内权威专家讲授知识……
人才是科技发展的第一要素。近年来，咸宁市农科院按照“接天线、
通地气、熟市场”的行动纲领，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精英，逐步建成了一支
过硬的专家队伍。先后外聘茶叶、蔬菜客座研究员 2 人，茶叶团队聘请的
客座研究员龚自明多次带领其科研团队到咸宁进行技术指导；利用“招硕
引博”渠道引进硕士研究生 15 人；甄选出了 15 位农业创新型精英人才和
9 位农业应用型人才，着力培养了 7 位年轻学科带头人。该院丁坤明获得
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殊荣，茶叶专家程繁杨作为咸宁市代表参
加了全国科协九次代表大会，院长涂修亮当选为中国茶叶学会理事、省科
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对于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在未来的发展中，咸宁市农科院将以更加优
惠的条件，更加优良的环境，更好施展才华的平台，吸引人才，培养人才，
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有奔头。

和表扬。果蔬专家帮助油榨村成功实现火龙果
产业扶贫的事迹受到时任省科技厅郭跃进厅长
的高度肯定，
还得到了湖北电视台《三农湖北》栏
目的专题报道，
形成了领导支持、
社会关注、
百姓
参与农业科技
“五个一”
行动的良好氛围。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咸宁市农科院将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思想为
指引，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市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把
推进农业科技“五个一”行动作为重要抓手，大
力促进我市产业发展、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
兴，奋力谱写推进咸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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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科院专家开展“进千村”
“帮万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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