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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该文以芜湖市为例,阐述了芜湖市农业产业和农业科技发展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依
靠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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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2 年中央“ 一号文件冶 突出强调要把推进农

1. 2摇 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

产保供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这在中国农业发展

万亩国家优质油菜基地、15 万亩名优水产精养基

历程和科技发展进程中尚属首次。 农业是国民经济

地、10 万亩高档苗木花卉基地,以及优质棉、高档水

发展重中之重的产业,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社会稳

果、蔬菜和蓝莓标准化基地等七大农产品生产基地。

定。 虽然农业发展总的趋势是在三次产业中的份额

2011 年,全市农产品加工总值 350 亿元,拥有市级

业科技创新作为“ 三农冶 工作的重点,作为农产品生

趋小,但农业处于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位置和分量
却从来不可小视,同时,如今的现代农业具有多种功
能,既有生产、生活功能,更有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功
能,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息息相关。 当前
芜湖市如何在总体份额趋降的要求下,做强农业,壮
大农业实力,这就对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农业发展
中的引领支撑作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产
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向产业化、商品化、精品化、特

芜湖市已经形成 50 万亩超级稻生产基地、12

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1 家,其中省级 44 家,
国家级 3 家,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 25 家。 初步形
成了粮油、果蔬、蜂产业、屠宰及肉类、乳制品等 10

余个后续加工产业集群。 全市“ 一村一品冶 特色示
范村达到 143 个,共有 101 个产品获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南陵大米、丫山丹皮获地理标志,“ 同福冶 碗粥
成为“ 中国驰名商标冶 。 建成南陵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繁昌县孙村镇成为安徽省

色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提

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芜湖市列入全国农产品现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代流通综合试点市。

1摇 芜湖市农业产业和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1. 3摇 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

1. 1摇 农业产业份额及产值

据芜湖市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00 年、2005 年、

2010 年、2011 年全市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分别是
16. 2 颐 45. 2 颐 38. 6、11. 1 颐 50. 7 颐 38. 2、6. 8 颐 63. 5 颐

29. 7、6. 4 颐 65. 9 颐 27. 7,农业产业增加值占比明显
呈递减趋势,农业总产值分别是:73. 90 亿元、98. 17
亿元、168. 85 亿元、193. 19 亿元,呈显著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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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芜湖市及四县四区全部通过科技部开

展的全国科技进步考核,芜湖市连续十年被评为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
一是农业科技创新实力稳步提升。 “ 杂交水稻

之父冶 袁隆平院士的同福食品有限公司建立安徽省
院士工作站,有贤生态龟鳖养殖有限公司、同福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小老海特种养殖有限公司分别建成
“ 安徽省健康水产养殖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冶 、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安徽省长江动物保护中心冶 ;分
别建成省、市级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4 家和 14 家。 成
立了安徽袁粮水稻产业有限公司,拥有最新的两系
杂交水稻不育系 Y58s 和被袁隆平院士确定为第三
代超级杂交水稻苗头组合的两系杂交水稻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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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两优 2 号冶 。 芜湖市星火农业实用技术研究所

龄结构老化、专业结构不合理,现有人员的主要精力

品种审定,填补了芜湖市杂交水稻育种上种质资源

2. 3摇 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

的化感型种质资源 5173 与 wh946 不育系杂交,通过
空白。 近三年,芜湖市农业企业承担国家和省级科
技计划项目 20 多项,获得资金 1 100 多万元;市级

有时难以集中于农技推广服务工作。
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1 年,农村从业人员中

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占 35. 4% ,初中文化程度占

农业科技立项 67 项,投入资金 489 万元。

50. 1% ,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 14. 5% 。 芜湖

始实施农业科技短信入户工程,五年来共编发农业

化程度偏低,严重影响了他们吸纳新技术、新成果的

科技短信 1 100 多条,受惠农户 400 多万人次,信息

能力。

二是农业科技信息渠道逐步畅通。 2007 年开

内容涉及农业科技政策、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技
术、农民日常生活等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市农村劳动力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文

2. 4摇 相关激励政策措施欠缺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主要依靠各级财政科

开展农业信息化示范点建设,不断开拓畅通科技服

技类项目资金投入,农业企业融资困难,农业科技人

务“ 三农冶 的新渠道。

员待遇偏低,评聘政策没有向基层农技人员倾斜,农

三是农技推广服务扩面提质。 建立种子供应网

技推广体系不够完善等,因缺乏强有力的支持和激

络 120 家,组建植保机防队 208 个,拥有机动喷雾器

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

4 830 余台,农机专业服务队 18 个,配方施肥直供网

点 130 家, 设 有 4 个 市 县 级 病 虫 测 报 区 域 站 等。

2006 年以来, 以实施 超 级 稻 产 业 提 升 行 动 为 突 破
口,开展良种良法配套,农业适用技术推广,总结出

制活力的发挥。

3摇 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

《 芜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政府推动、科技支撑、企业运作、农民参与冶 的工作

划纲要》 指出十二五期间农业发展的目标是:积极

收 206 元,2012 年超级稻种植达 60 多万亩。

业,着力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产业化水平和农业机

模式,超级稻种植每亩增产 86. 2 公斤,平均每亩增

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坚持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

2摇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械装备水平,推动农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优势明
显、特色鲜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实现

芜湖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基础较好,但也面临

这一目标,必须全面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大力推

着多重压力,如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绿色食品和名

进产学研合作、培育龙头企业、培养聚集创新创业人

牌产品市场占有率不高;精深化加工水平偏低,高附

才,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切实强化科技创新的引

加值产品较少;农业机械化程度、农民组织化程度不

领支撑作用。

高;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职业技能不高等。 这些问题

3. 1摇 整合项目,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既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同时也制约了农业科技创

要重视项目整合,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新的进程。

科技部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类

2. 1摇 农业科研实力比较薄弱

型很多,如国家星火计划、农业科技园区、专家大院

虽然全市拥有一批高校和研究机构,但从事农

建设计划等,重点项目支持资金多在百万元以上,还

业科技研究与开发的少,且档次不高。 农业科技研

有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富民强县科技专项、科技特派

发主要体现为部分龙头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与市内

员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等专项,单项项目经

外高校院所联合开展单项技术或单个项目的研发。

费 50 万至数百万元,省科技厅均有对应项目或配

缺乏农业科技研发公共服务机构。

套。 市应用技术与研发资金总量也逐年加大,其中

2. 2摇 农业科技人才严重缺乏

每年用于农业技术研发的专项经费达数百万元。 农

高端农业科技研发人才稀缺,特别是从事动植

业科技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强在手项目的组织实施和

物优良品种培育,生物疫苗、生物肥料等生物技术产

新项目的凝练,不断加大国家和省级农业科技项目

品、数字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才尤其稀缺。

争取力度。 要将科技项目与农业产业提升、农业综

同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的人才数量偏少,年

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等有关部门的农业类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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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整合,既统筹兼顾各类项目的实施,又可以增加

加强和完善农副产品专业市场的信息化功能,如省

重点项目投资强度,做实做精农业科技研发和创新

级龙头企业峨桥茶市、三山蔬菜批发市场、芜湖米市

项目,增强创新能力。 同时要大力引导形成多元化

等作为华东乃至全国重要的农产品交易集散地,要

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吸引金融

通过信息化实现大宗产品的订单销售和寻找外地市

机构、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现代农业,实施科技创新

场,不断提高农业信息服务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水平。

创业。

3. 4摇 建设园区,打造农业科技创新载体

3. 2摇 培育龙头,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带动力

现代农业园区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

2012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再次强调企业是科

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 园区对农业先

技创新的主体。 主体创新能力的大小强弱直接影响

进技术的示范与推广、提高资源转化率和经济效益、

创新水平与效果。 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建立原料生

带动周边地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积极的推动

产、加工基地,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分散的农业

作用。 芜湖大浦农业科技园区在现代农业发展上,

生产整合为专业化大规模的生产,带动农民走上市

逐渐形成了“ 研发-试种-规模化经营-精加工-市场

场化的经营轨道,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中最具活力

销售冶 的产业链。 大浦作为高起点、高标准、高投入

和辐射力的创新主体和市场实体。 要重点培育壮大

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的典型,要不断提高农业新品种、

一批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经营规模大、辐射能力强

新技术、新成果研究开发能力和推广应用力度,发挥

的农业龙头企业,特别要以 201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

引领示范作用;要在总结大浦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

企业为重点,从资金、政策、税收、信贷、机制、服务等

探索工商资本参与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途径和

多方面采取措施,给予倾斜和支持,加大扶持力度,

模式。 要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

激励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联合,建设

用,以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依托、以现有农产品后续加

研发中心,培养研发人才,主动开展技术研发与创

工产业集群为基础,构建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

新,提升创新能力水平,增强竞争实力,充分发挥龙

着力提升基地标准化生产和加工企业精深加工水

头带动和辐射的作用。

平。 通过园区建设,将生产、加工、贮存、运输、销售、

3. 3摇 构筑平台,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标准、管理等统一起来,发挥在资源配置、市场开拓、

三大平台。 一是科技研发平台。 推动龙头企业围绕

量效益,增强农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农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 大宗农产品、特色水产、

3. 5摇 培养人才,培强农业科技创新基础

构建较为完善的创新服务体系,必须着力打造

畜禽等的种植、养殖与加工) 发展,着力构建工程技

经营活动、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农产品的质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关键是人才。 要

术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农业科

充分利用好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股权激励和分红

技专家大院等。 要加强与农业大学、农科院等高校

等先行先试政策、国家和省给予的各项倾斜和支持,

院所的合作与交流,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强协同创

大力吸纳、集聚和培养人才。 侧重培养和聚集高端

新。 二是科技服务平台。 加强的乡镇农技站、畜牧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如生物技术、育种技术、农业机

兽医站、农机站等面向一线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械、信息技术等农业高技术领域专业人才,加快建设

的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发展各种专业协会、学会、农

农业产业研究院、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引进

业产前、产中、产后群众性服务组织,建立完善各类

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 鼓励科技人才

专业批发市场,培育农业生产大户,壮大农业科技特

创办农业科技型企业,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创造良

派员服务队伍等,扩大农业科技服务覆盖面,增强综

好环境。 同时强化农民教育培训。 农民是建设现代

合服务能力。 三是科技信息平台。 信息化是农业科

农业的主体。 没有高素质的现代农民,就没有充满

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 要继续实施农业科技

发展活力的现代农业。 要切实做好农业专业技术、

短信入户、“ 科技路路通冶 工程,不断丰富信息内容、

农民创业、农村劳动力和农民科技示范等多种类型

增强服务功能;做好芜湖农业信息网、加强电子商务

的培训。 重点面向种养大户、农技、农机服务组织、

建设,逐步拓展物联网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应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涉农企业从业人员,开展主导品

用,大力扶持发展农产品冷链建设和物流业发展等。

种、主推技术、实用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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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内容的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劳动

技推广队伍建设,突出公益性和社会性;广泛开展产

技能,培养一批职业农民和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培

学研合作,推进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体系建设,

育、造就一批现代农民企业家和创业带头人。

不断激发科技强农的潜力和活力。

3. 6摇 完善政策,营造农业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制定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保障农业科技创

新组织健全、投入到位。 要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科技
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机构建设,加强人员配备;要
加强部门联合和协作,鼓励多部门联合,多学科协
作,形成合力,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和集成示范。 要继
续加大投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
度;继续推进科技特派员农业科技创业行动,加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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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Wuhu in Anhui province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elaborat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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