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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
要要要辽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观察

从辽宁省朝阳县木头城子镇陈杖子村的北
山顶上能看到大凌河袁陈杖子村是一个水草丰美
的地方袁人们有养殖牛羊的传统遥 如今朝阳县在
北山上新建了湖羊养殖繁育基地袁为辽宁省最大
的现代化湖羊养殖基地遥

按照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要求袁辽宁省精心
组织实施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袁推进了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建设袁加强了农
技人员队伍建设袁 创新了农技推广服务机制袁促
进了全省主导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遥 2020年袁在辽
西地区遭受严重旱灾的情况下袁 粮食产量达到
467.8亿斤袁产量位居全国第 12位袁是历史第 3
高产年曰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96豫以上袁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 6000万亩以上曰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 79.5豫遥

顶层设计，建好科技示范基地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分布
在全省各地袁如何确保项目有序开展并发挥作用钥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李忠介绍袁他们
从顶层设计入手袁推进项目转型升级尧提质增效遥 省
农业农村厅在召开座谈会尧组织调研尧征求意见建
议的基础上袁 会同省财政厅联合实施补助项目方
案袁 注重强化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示范主体的作
用袁确保主推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袁发挥项目在现代
农业发展中的助推器作用袁并成立了项目实施工作
协调小组和推进组袁确保全省项目整体推进遥

临近春耕袁盘锦市大洼区王家街道华侨村的王
东宁往示范基地跑得更勤了袁野我的水稻田离基地
很近袁在春耕前我都要来看看袁基地里是不是要种
什么新品种了袁有没有用上什么新的种植技术遥 冶

王东宁自家有 60 多亩的水田袁 又承包了 100
多亩袁对种地很是上心遥 在他家的地头已经堆上了
新土袁他告诉记者院野这是育苗用的基质土袁能提高
种子的发芽率遥 在区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袁去年水
稻亩产达到 1600 多斤遥 冶

走进大洼区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袁一眼就看
到大门牌上由袁隆平题的野农科园冶三字遥 示范基地
的规划设计得到了沈阳农业大学陈温福院士的支
持和帮助袁并在基地建了沈阳农业大学野院士工作
站冶遥

大洼区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荆晓军告诉记者袁
示范基地引进新品种尧 新技术平均每年不少于 10
项袁推广应用化学性信息诱杀技术尧生物农药防治
技术尧生物药剂飞防技术尧绿色防控技术尧含硒水稻
种植等新技术袁节本增效效果显著遥通过测产袁试验
基地平均亩产 758 公斤袁超全区平均亩产 90 公斤遥
全区示范户平均亩产 708 公斤袁超出全区平均亩产
40 公斤遥

辽宁在推进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中注重长
远发展袁加大了对自有产权基地建设力度遥 目前全
省建设长期稳定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285 个袁自有
产权示范基地达到 70 个袁 提升了全省基地建设整
体水平袁发挥其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遥

野去年我们谷子种少了袁谷子
是套种每亩仍达到 400 斤袁 真空
包装的小米一斤卖到 15 元袁县里
推荐的谷子品种好袁品质也好袁市
场非常认可遥 特别是去年在国庆
期间袁 县推广站技术人员用技术
手段将花期延长了 10 天左右袁保
证了在国庆期间游客能看到花
海袁花海景区一天就有 1 万多人袁
极大地提高了合作社的收益遥 冶

喀左县水泉润泽土地股份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廷波向记者介
绍了合作社推广应用新品种尧新
技术的情况袁 现在外地及周边地
区前来合作社参观尧 学习的人络
绎不绝袁 真正起到了科技示范主
体示范引领的作用遥

水泉镇二道门村的周立国原

来就是种苞米袁 几年前看到村上
的科技示范户杜祥宇开始种花
生袁 他也跟着种了几亩院野我种的
少袁不像杜祥宇一种就是几百亩袁
他用什么技术我跟着学很管用遥 冶

喀左县公营子镇五家子生态
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杂粮基地
有 550 亩袁 今年准备扩大到 1000
亩遥 记者到五家子村采访时看到
合作社新引进了一套加工苞米
面尧苞米粒的生产线袁正在加紧安
装调试之中遥

野去年周围种高粱的就我们
收获了袁引进的是抗旱品种遥 在县
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袁 应用了杂
粮绿色轻简化栽培尧 谷子机械化
穴播免间苗尧 膜下滴灌等多种技
术袁 周边的老百姓都过来学习应

用遥 冶五家子生态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赵广山告诉记者遥

喀左县去年种植杂粮面积超
过 10 万亩袁 特色种植面积超过 8
万亩袁 带动县域内农户 4.6 万户袁
喀左小米品牌化进程加快袁 市场
营销力度不断加强袁 全县形成了
以杂粮尧 蔬菜等品种为主的特色
综合种植基地袁主推品种和技术袁
应用率达 95豫以上遥

2020 年辽宁省共遴选培育农
业科技示范主体 15885 个袁 示范
主体带头使用新技术尧新品种尧辐
射带动周边农民尧 协助技术指导
员做好技术推广尧 技术信息采集
和项目评价等工作袁 进一步强化
了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袁加
快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遥

荨喀左县农技推广站农技员对农户进行
现场播种技术指导遥

示范引领，培育科技示范主体

稻田养蟹的技术已经很成
熟袁如何将这一技术再创新钥 在盘
山县的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
区记者找到了答案袁 这儿不仅有
稻田养蟹袁还有稻田养虾尧稻田养
鱼袁 一直在做稻渔综合种养技术
的试验与推广遥

与以往看到的稻田养蟹模式
不同袁 记者在示范区的基地里看
到稻田的四周有环沟袁 示范区负
责人张亚如向记者介绍这叫作环
沟养殖技术院野环沟养殖是在稻田
四周开掘一条环状的深沟袁 通过
这项技术袁 河蟹可以在环沟与稻
田之间自由来往袁 从而保证生长
所需的环境遥 冶

因为有了环沟袁 蟹苗在 4 月

中旬就可以放养袁 比正常稻田养
蟹提前一到两个月放养遥 利用环
沟养殖袁不但可以抗旱袁河蟹的个
头也大遥 河蟹亩产 40 斤袁母蟹平
均规格 1.5 两袁 公蟹平均规格 2.0
两袁水稻亩产 700 公斤遥

稻渔综合种养是一种 野用地
不占地袁用水不占水袁一地两用袁
一水两养袁一季双收冶的立体生
态模式遥 在保证水稻不减产的情
况下减少使用化肥和农药袁水稻
品质提高遥 大米价格比普通大米
价格提高 10豫以上遥 亩均利润与
同等条件下水稻单作对比提高
一倍以上遥 示范区发挥了良好的
辐射带动作用袁积极为区域农户
提供稻渔综合种养技术咨询和

培训服务袁 示范带动周边农户
300 余户遥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年度
农业主推技术尧 辽宁省农业主导
产业发展要求和农民技术需求袁
2020 年省农业农村厅围绕符合绿
色增产尧资源节约尧生态环保尧质
量安全等要求袁 组织遴选推介年
度农业主推技术 44 项袁其中种植
业 25 项尧 畜牧业 13 项尧 渔业 6
项袁并形成了技术操作规范袁落实
到试验示范基地尧 农技人员和示
范主体袁 促进农业先进适用技术
快速进村尧入户尧到田袁提高了全
省农业主推技术的入户率尧 到位
率袁 促进了全省农业主导优势特
色产业发展遥

主推技术，促进优势产业发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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