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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出台政策激励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张丹

《意见》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和
农技推广人员离岗（以下简称“离
岗人员”
）到省内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从事科技服务或在省内创办各
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离岗
人员社会保险费用（含职业年金）
单位缴费部分由所在事业单位承
担。
离岗创新创业期限一般不超
过 5 年；若确有需要，经离岗人员申
请、所在事业单位同意，双方续签
离岗创新创业协议，最多续签一
次，两次离岗创新创业期限累计不

日前，经浙江省政府同意，省
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
局、省科技厅联合下发《关于激励
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意见》
（以下称《意见》
），以进一步激发农
业科技人员创新活力和创业热情，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
用。
离岗人员社保单位缴费部分
继续由单位承担

【链接】

强化制度性供给，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从浙江省农业厅获悉，去年
浙江每百吨畜禽养殖废弃物中有
超过 97 吨实现综合利用、无害化
处理。这一数据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30 多个百分点，并且远超 2020
年全国要达到的 75%以上的目标。
绿色兴农，浙江领先。“畜禽
排泄物综合利用率只是浙江农业
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省农业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这背后离不开
浙江在农业绿色发展上的制度供
给创新。截至去年，浙江已累计
出 台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扶 持 政 策 53
条。
去年浙江省还成功获得了农
业绿色发展“国字号”示范试
点，并成为全国唯一整省推进的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和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
制度创新保障了农业绿色发
展，更提高了优质安全农产品供
给水平。去年，浙江大力推进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目
前已累计建成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县 64 个，4.4 万家规模主
体纳入质量追溯平台管理。尤其
值得称道的是，浙江在全国率先
将农产品合格证管理纳入地方性
法规，制订了 《浙江省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管理办法》，累计印发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 1500 余万张，像
管理工业产品一样管控农产品质
量安全。

超过 6 年。考虑到种子种苗行业研
发、推广、应用具有周期长、环节多
的特殊性，在续签离岗创新创业协
议时，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适
当 延 长 续 签 期 限 ，突 破 6 年 的 限
制。
《意见》同时鼓励农技推广人员
在岗开展增值服务，即农技推广人
员根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要求，
通过合同等形式，围绕产前、产中、
产后进行单项或综合性技术服务，
但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
人、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的
党政正职领导、内设机构项目管理
人员不得到企业开展增值服务，或
利用职务便利给予企业项目支持
并获取收益。
高校毕业生创办农业企业三
年补贴 10 万元
《意见》明确，在校大学生和毕
业 5 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创办
农业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主
要负责人的，给予企业连续 3 年创
业补贴，补贴标准为第一年 5 万元、
第二年 3 万元、第三年 2 万元。毕
业 5 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到农业企
业工作，签订 1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
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金的，在劳动
合同期限内给予每年 1 万元的就业

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70%
以上用于奖励个人
《意见》规定，农业科研机构、
涉农高等院校和农技推广机构对
由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
（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
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使用
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成果转化完
成单位在确认科技成果转化净收
入时，应充分考虑管理部门权
益。《意见》 明确，技术转让或许
可所得净收入中，不低于 70%用
于奖励完成和转化科技成果中作
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科技成果转
化奖励不受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限制，不纳入本单位绩效工资总
量管理。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
施转化的，从作价投资取得的股
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
70%的比例用于对职务科技成果完
成和转化重要贡献人员的股权奖
励，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农业
科研机构、涉农高等院校和农技
推广机构的党政正职领导是科技
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
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可以按
规定获得现金奖励，原则上不得
获取股权激励。

直击
长三角

【超短】
>>>>> 国家发展改革委 9 日称，
2018 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
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
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
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
国务院批准，2018 年生产的早籼
稻、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
格分别为每 50 公斤 120 元、126 元
和 130 元，比 2017 年分别下调 10
元、
10 元和 20 元。

>>>>> 日前，农业部发布《关于
公布“十三五”增补农业部企业重
点实验室名单等有关事宜的通
知》。
《通知》提出，为深入贯彻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
强化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主
体地位，农业部决定增补 38 家农
业部企业重点实验室，其中涉及
植物营养与肥料、现代农业装备
学科群的企业重点实验室分别有
3 家和 2 家。

>>>>> 国家统计局日前对外公
布，2017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比
上年减少 1289 万人，贫困发生率
下降 1.4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
居民收入加快增长，与全国农村
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近
5 年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
减少 6853 万人。2013—2017 年，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名义增长 12.4%，扣除价格
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10.4%，实际
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 2.5
个百分点。

【点击】

金融机构又添新军助力宝山转型发展
以芜湖扬子农商银行作为主发
起人设立的上海宝山扬子村镇银
行，于 2 月 8 日上午在宝山高境文化
广场盛大开业，这是安徽首家在沪
村镇银行，也是宝山区继富民村镇
银 行 之 后 ，落 户 的 第 二 家 村 镇 银
行。上海宝山扬子村镇银行作为宝
山银行机构中的第 26 名成员，为加
强宝山区经济发展助力和添彩。

近年来，宝山区以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
改革试点政策为契机，积极推进深
度融合、转型发展战略，努力打造以
金融为重要支撑的“1+4+4”现代化
产业体系。在这过程中，宝山金融
业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推手，也是全区经济发展的血脉。
金融业态的多样化，为宝山企业发

展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资金支持，
提高了企业竞争力；金融机构的集
聚，极大带动了宝山中心城区服务
业载体的含金量，提升了宝山城市
功能。
上海宝山扬子村镇银行跟随宝
山区的经济发展动向,在宝山区域
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上，深入社区
郊区，下沉普惠金融服务的终端，坚

持“支农、支小”的战略定位，与大中
型商业银行错位经营，走特色化、差
异化发展道路，创新符合新型都市
农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在农村“三
产”融合、消费升级、农业新技术应
用中寻求业务新空间，拓展农村服
务领域，同时上海宝山扬子村镇银
行立足宝山区域经济特点，选择细
分市场，在培育核心客户群的同时，

旨在大力推动微贷业务落地，打造
具有宝山区域特色的产品服务体
系，以成为“宝山人自己的银行”为
目标而努力奋斗。随着上海宝山扬
子村镇银行的加入，宝山的金融服
务水平及发展能级一定会更上一个
台阶。
见习记者 黄蕾宇

金山区护塘村用 12 万字记录下数百年发展史
“村里出了本书，一定要去看看
……”日前，一本名为《西护塘的故
事》的新书送到了金山区漕泾镇护
塘村村民代表的手里。该书记录了
护塘村数百年发展的历史，记载了
护塘村民辛勤耕作、生活繁衍中的
生动故事。同时也是漕泾镇首次由

村一级组织编印文化书籍。
记者了解到，护塘地区成陆于
6400 年前，是上海境内开发最早的
地区之一。2017 年，护塘村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上千年的传承和弥
新，给这个村庄留下了丰富的文化
历史和文明故事。流传在这片土地

上的故事何止千百，然而，护塘的历
史没有系统地用文字记录下来一直
是不少村民心中的遗憾。如今，
《西
护塘的故事》编订成册，全书约十二
万字，分别为“十里龙泉港，人文护
塘村”、
“回看小镇西护塘”、
“读书追
梦护塘人”、
“人才辈出护塘村”、
“为

人师表护塘人”以及“北宅圩的传
说”6 个章节，总计收录了 66 篇故
事。书中的每个故事，都浸润着编
写组对护塘村民的热爱之情、对文
化的追求以及对村庄未来发展的憧
憬。
护塘村党总支部书记沈银欢认

为，一个村要发展，离不开文化，特
别是历史文化的传承，编写此书的
目的旨在激励护塘的后人继往开
来，不断创新，努力建成一个乡风文
明、环境优美、管理民主、社区和谐、
文化彰显的新护塘。
记者 杨清悦 通讯员 陈杰

理念，让老百姓走出家门，就有“可
阅读的文化建筑”，享受到便捷、高
品质的文化服务。
浦东新区规土局、区文化局相

关负责人出席了当天的揭牌仪式并
就公园的建设和定位等问题，提出
了中肯的建议。
文/记者 王平 摄/吴敏

周浦文化公园揭牌

聚力文化元素
2 月 9 日上午，位于浦东周邓公
路上的周浦公园正式更名为周浦文
化公园，并举行了揭牌仪式。这座
始建于 2004 年占地 13 公顷的群众
休闲娱乐场所从此打上了深深的文
化烙印。文化公园的揭牌，也成为
周浦镇在“文化周浦”建设过程中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未来的周浦文化
公园将形成高雅艺术研习展示窗口
与群众文化交流平台互融的新格
局，助力古镇文化服务水平再上新
台阶。
据记者了解，原周浦公园内就
有周浦美术馆、周浦书场、傅雷雕像

服务百姓生活

等文化元素，具有浓厚的艺术文化
氛围，相关部门将在整合原有文化
元素的基础上分三年逐步投入近
2000 万元对公园内的软硬件文化设
施进行改造升级，使其成为展示周
浦作为一座江南千年古镇的新文化
地标。
周浦镇城市建设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周浦文化公园
将以周浦独有的“民间书画艺术”及
“浦东宣卷”民间曲艺文化为改造过
程中的核心，结合现有园路打造三
条主题游玩路线，分别为特色文化
体验游线、特色滨水休闲游线、全民

健康康体游线；结合文化改造现有
围墙、铺装、艺术小品、休闲亭廊等，
并引进智能化信息系统，让游客实
时了解公园人流量，停车场空闲车
位数量，空气质量指标等；力争打造
一处文化美和风景美的“人在书画
中”
的绿色人文周浦新画卷。
周浦镇党委委员周俊向记者表
示，周浦文化公园的改造升级一方
面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场地资源
挖潜释能，让老百姓能真切地从政
府的文化建设中有获得感，另一方
面也是契合“文化周浦”及浦东“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