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主要存在三大行
动主体，即美国联邦农业部、州立大学和农业相
关的企业，三大主体又以州立大学为核心。联邦
农业部包含八个农业科研中心（ARS），科研中心
下设一百多个研究站，其主要职责是进行重大的
农业问题研究与信息提供。美国州立大学源于
根据莫雷尔法案所设立的赠地学院，其原初职能
就是农业科技服务。在美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进
程中，州立大学自然成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核
心组织与中流砥柱，它是各州农业科学研究、教
育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机构。全美近七十
所赠地大学与县合作建立农业服务与推广站点，
上万名州立大学的农业科学家在这些站点工
作。企业也是农业科技服务的重要力量，它们能
够大量汲取州立大学科研成果，将其迅速转化为
实用技术与产品，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技术转化与
应用，拉动了农业科技需求。

●完善的农业法律保障

美国通过先后出台的三大法案，即莫雷尔法
案、哈奇法案和史密斯―利弗法案，法律层面保
障了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1862年
的“莫雷尔法案”直接引导这一体系的核心机构，
即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的建立。法案规定，各州
按照在国会中参议院和众议院人数的多少分配
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各州应当将这类土地的出
售或投资所得收入，在5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
授与农业和机械工业有关的知识”的学院。对于
美国农业教育与科技服务而言，莫雷尔法案是划
时代的立法，它为美国大学培养大量具有现代农
业科学技术的人才提供了法律土壤。由于这一
做法得到其他若干州的效仿，促使国会于1887
年通过了哈奇法案。该法案规定每个州立大学
的农学院都要成立农业试验站，以向农民示范其
农业科研成果，将有价值的农业信息提供给农
民。在具体的项目运作上，由州立大学推选、农
业部审核通过，州农业科技服务组织执行，县聘
请州立大学农业科研人员，组织农业服务活动，
推广农业技术。由此，三大法案为美国整合性的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美国逐步形
成了以州立大学农学院为核心，农业科学研究、
教育和服务相结合的三位一体模式。

●多元的农业科技服务经费来源

经费保障是法律保障之外，美国农业科技服
务体系的另一重要支柱。总体而言，美国农业科
技服务主要有三大经费来源，即税收（联邦、州和
县政府拨款）、捐赠和科研成果。美国通过法律
手段来确保农业科技服务经费的投入。美国法
律规定，用于农业科技服务的财政支出必须随国
民经济的增长而增长，联邦和各州政府的农业科
技服务经费按1：4配套，各州县必须通过财政预
算来确保经费的落实，并从法律角度界定联邦、
州、县各级政府在农业科技服务方面的责任、资

金的划拨及分配使用。从经费构成来看，联邦政
府占20%到25%，州政府占50%，县政府占20%―
25%。以康奈尔大学为例，联邦、州和县政府的投
入分别占15%、36%和36%，每年共有1亿美元以上
的经费投入到农业科技服务项目中，专款必须专
用。另外，企业与私人捐款和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也
是重要的经费来源。综上可知，美国农业科技服务
体系形成了以政府拨款为主，捐赠和科研成果转化
为辅的经费制度，有力地保障了该体系的运转。

●健全的农业科技服务组织体系

在法律与经费的双重支持之下，美国逐渐形
成了“三级联合”和“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
制度。三级联合塑造了州立大学农业科技服务
的外部组织体系与制度环境，它是指联邦、州和
县三级政府协同合作，州立大学评估与执行政府
的农业服务项目，引导与推动农业生产与经营。
联邦―州―县三级政府分设的联邦农业部科研
中心、州服务推广站、县推广办公室和理事会三
个层次沟通合作，以州政府和州立大学共建的服
务推广站为核心，形成健全的网络。这一组织体
系与我国存在明显不同，联邦机构和州服务推广
站并非上下级的科层关系，联邦机构通过州立大
学管理州服务推广站，州立大学自主工作，不受
联邦领导或干预，双方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州
服务推广站处于这一组织体系的核心地位，其主
体成员由州立大学的服务推广委员会成员构成，
后者主要包括各州立大学农业院系的教授和研
究者，他们兼具农业科学研究者、农业教育与培
训者和农业科技服务者三重身份与角色。由此
可见，州立大学在这一组织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高效的农业科技服务运行机制

在三级联合的组织体系之下，美国州立大学

形成科研、教育、服务“三位一体”的核心体制。
这一体制经过近百年的演化和巩固，已经发展为
一套成熟的体系，三者构成了州立大学农业院系
工作运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
机制是：农业教学工作主要在州立大学农学院本
部进行，农学院下设的科研与教育中心（或农业
实验站）及若干示范点，成为主要的科研机构。
而每县设一个农业服务推广站作为主要的农业
科技服务机构。在州立大学中，农业学院、实验
站与服务推广站实际是同一机构，农学院院长兼
任站长，统一负责全州的农业科研、教学与服务，
这样就在行政上统整了这三方面。

●案例：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科技
服务制度

康奈尔大学是美国赠地大学的杰出代表，它
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社会服务特别是农业科技
服务的理念与使命，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
三位一体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即康奈尔合作推广
体系（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System，
简称“CCE”）。该体系是一个以农业科技服务为
主的综合性公共服务拓展项目，其路径是康奈尔
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为农业
等提供服务。这一系统将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和
家庭经济学院整合在一起，形成通过农业技术服
务、农业家政服务和俱乐部三种形式来对纽约州
进行农业科技服务的体系。农学院又包含两大
核心机构，一是自设的康奈尔大学农业试验站，
二是与州合作成立的康奈尔大学合作推广管理
处（CCEA），即纽约州农业试验站，负责全州的农
业服务管理工作。这一机构又下设55个基层服
务组织，即县农业局，通过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和
资源提供教育项目。由此可见，康奈尔大学的农
业科学服务体系是美国模式的缩影，具有示范性
意义。 姜峰 崔乃文 郭燕锋

泰国商业部提出2021/2022年农民收入保障
项目，内阁已批准商业部提出的稻米、木薯和玉
米种植农民收入保障项目，以及稳定这3种农作
物价格的保护措施，总预算270亿铢，扶助农民
超过566万户。单单是3种农作物收入保障项目
的预算为220亿铢。

2021/2022年稻农收入保障项目，第1轮预
算为136亿铢，可扶助468万名稻农，在农业及
合作社部办理登记的稻农，种植时间为2021年4
月1日至10月31日，除开南部地区的种植时间
为2021年6月16日至2022年2月28日。补偿
差额规则与2020/2021年相同，补偿湿度不超过
15%的5种稻米，每户不超过40莱，每块地仅1次
补偿。这5种稻米分别是：茉莉稻米价格15000
铢/吨，每户不超过14吨；地区外茉莉稻米价格

14000铢/吨，每户不超过16吨；稻米价格1万铢/
吨，每户不超过 30 吨；巴吞他尼香稻米价格
11000 铢/吨，每户不超过 25 吨；糯稻米价格
12000铢/吨，每户不超过16吨。

稳定稻米价格的其他措施有3个项目，即
2021/2022年生产年稻谷推迟销售贷款项目；农
民机构收购稻米及创造附加值贷款项目；大米贸
易商库存利息补偿项目。另外，内阁还批准了提
高稻米质量和促进管理成本项目的准则。

2021/2022年玉米种植农民收入保障项目总
预算为18.6亿铢，可扶助452000名种植农民，湿
度14.5%的饲料用玉米粒，价格为8.5铢/公斤，每
户不超过30莱，要求必须是在农业促进厅办理
登记的农民，种植时间为2021年6月1日至2022
年5月31日。通过使用农业及合作社银行的资

金，政府将补偿农合银行的利息和管理费，期限
为2021年1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

稳定玉米价格其它保护措施有2个项目，包
括农民机构收购玉米及创造附加值贷款项目和
库存利息补偿项目。

2021/2022年木薯种植农收入保障项目总预
算68.1亿铢，可扶助53万名种植农，淀粉含量
25%的新鲜木薯根价格2.5铢/公斤，每户不超过
100吨，必须是于2020年10月1日至2022年 3
月31日在农业促进厅办理登记的种植农。

稳定木薯价格其他措施有4个项目，包括：
提高木薯种植效率；农民机构收购木薯及创造附
加值贷款项目；库存利息补偿项目；提高木薯加
工效率项目。

（摘编自《中国农业信息网》）

泰国拟实施2022年农作物收入保障措施

2021/11/25
星期四
本版责编/陈祈

利用物联网监测土壤状况，凭
借一部手机把农产品销往全国，足
不出户完成业务办理……这些正成
为越来越多农民的日常。近年来，
各地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
兴赋能增效，一幅数字乡村新画卷
正在展开。

农业生产处处用互联网
打开手机，选择浇水模式，田间

地头就流出了汩汩清水……在山东
省肥城市安庄镇粮食高产创建示范
区内，浇田不再是一件需要全家上
阵的体力活儿，农民只需要动动手
指，就可实现“一键”浇田。

近年来，肥城市农业局在安庄
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打造了物联网
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在农田
里安装多个高精度土壤温湿度传感
器等，可实现旱情自动预报、灌溉用
水量智能决策、远程自动控制灌溉，
还能实现节水50%、节肥50%、节电
20%。

数字赋能，农业生产有了智慧
“大脑”。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力推
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广大数
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在生产
经营中的运用，智慧农业园越来越
多。

在浙江慈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数字化蛋鸡养殖场，先进的数
字化设备取代大量人工，极大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一台电脑、一名
饲养工程师，就可以养 8.6 万多只
鸡。从调温、调湿、调光到投食、喂
水、收蛋、出粪，都可以实现远程操
控，项目年产鸡蛋达2.3亿枚。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教授徐旭初认为，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赋能农业数字化生产，可以衍生
出诸多乡村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在
数字时代，以各项技术为助力，进而
改造农业、赋能农村、提升农民，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小农户搭载电商大平台
“各位网友，这是一款浓香型茉

莉花茶白玉螺，味道甘甜，售价是
118元250克。”近日，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横州市一家茶厂，主播小静对
着手机镜头，向直播间的网友介绍
茉莉花茶，在她面前，摆放着不同品
种的茶叶和泡开的茶水。

作为广西“农村淘宝第一县”，
横州市借助一根网线，将“数字”
融入茉莉花、砂糖橘、甜玉米等传
统产业，接入了利用电子商务、物
流体系铺成的致富道路。据悉，目
前横州市共建成 1 个县级物流中
心，150个村级电商服务点，2020
年全县活跃网商4600多家，电商
交易额45.55亿元，其中农产品网
络零售交易额6.47亿元，同比增长
38.17%。

像横州这样以电子商务助力乡
村振兴的县市，在全国还有很多。
从2014年起，商务部连续8年开展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大
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
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南京大学空间
规划研究中心、阿里研究院最新研
究结果显示，目前全国28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共出现7023个淘宝
村，较上年增加1598个，增量再创
新高，连续第四年增量保持在1000
个以上。

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罗震东认为，数字经济与乡
村深度融合仍具有较大潜力，在
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淘宝村等电
商模式将为共同富裕提供可行路
径。

“农牧民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除了赋能农产品生产端和销售

端，数字技术正逐渐融入乡村治理，
方便群众生活。近年来，各地积极
推进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让数字
技术更好地为经营主体和农民办
事，打通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
对很多农民来说，如今种地如

果有疑问，不知道该种啥、种多少，
只要拨打“12316”热线电话，立刻
就能解决。“12316”是全国农业系
统公益服务统一专用号码，自2006
年开通以来，有效满足了广大农民、
企业投诉举报或咨询服务的需求。
截至2020年底，“12316”信息进村
入户服务已覆盖所有省份，公共信
息服务正在惠及更多农民。

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农牧
信息网、自治区农牧厅微信公众号、

“12316”三农三牧服务热线为一体
的信息服务体系让“农牧民少跑腿，
数据多跑路”。农药生产许可等48
项行业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实现网上
办理，网办占比率达到100%，依托
益农信息社，各类服务资源向农村
牧区下沉，农牧综合信息服务水平
得到提升。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给乡村振兴装上“数字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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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目前，多年生稻在突破多年生性的遗传机制、越冬再生性机理等重大基础科学

研究及创制本地化、多样化的品种和集成创新绿色轻简化作物技术等方面仍需加

强，专家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多年生稻项目推广支持力度，组织全国相关科研、农技、

新型经营主体在适宜地区开展试验示范及推广。 详见>>>>7版

［核心提示］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把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作为重大民生工
程、文明工程和基础工程，创新
开展美丽宜居乡村示范工程行
动，不断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初
步探索出一条美丽乡村、美丽经
济、美丽生活“三美融合”发展之
路。

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中，佳木斯把全域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重要内容推进。2019
年以来，率先启动了示范创建工
程，集中力量打造乡村旅游经济
带、现代农业示范带、兴边富民
发展带“三条示范带”。2020年，
全市表彰了示范县 1 个、示范乡
22 个、示范村 200 个和最美示范
庭院2000户。今年再次进行“增
点、扩面、提标”，努力创建美丽
宜居示范县 3 个、示范乡（镇）30
个、示范村 300 个和最美庭院
3000户，推动示范县乡村连点成
线、由线带面、提档升级。

三年来全市累计投入各类
资金近 38 亿元。累计改造农村
室内厕所 2.9 万余户；各县（市）
区建立了城乡一体化、市场化垃
圾治理运营机制，农村生活垃圾
得到治理的行政村基本实现全
覆盖；实现污水有效治理的行政
村达到 110 个；建成秸秆压块站
145 处，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
90％；整村推进省级菜园示范村
133个；集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村屯面貌焕然一新；把示范推进
龙江民居建设与美丽宜居示范
乡村、民宿乡村、旅游乡村有机
结合，打造了汤原县百里美丽乡
村示范景观大道长廊和郊区 38
公里乡村旅游示范带，形成了汤
原县金星鲜族村、桦川县星火
村、抚远市抓吉赫哲新村、同江
市八岔赫哲新村、富锦市洪洲村

等一批具有佳木斯特色、个性鲜
明的龙江民居。

佳木斯市郊区南城子村以
打造美丽宜居乡村软环境、硬设
施为抓手，逐步将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不断转化成“美丽经济”。
以整治村院人居环境为突破点，
开展乡村环境大整治、庭院大清
扫、垃圾大灭迹行动，逐街逐户
开展常态化“大清扫”。同时，以
完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新建红
色村史馆，彩绘围墙，绿化居住
环境，实现了街头巷尾干净畅
通，村容村貌全面改善，人居环
境全面提升。乡村旅游路穿行
而过，是连接赫哲族民俗景区和
达勒花海中间的一颗璀璨明珠，
依江临路尽显风采。

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管护与运营，探索市
场化管理模式。倡导居民“自己
家园自己管”，落实“包卫生、包
绿化、包秩序”的门前“三包”责
任制，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伍。
建立“处级领导包乡镇、乡镇干
部包村屯、村党员积极分子包街
到户”的三级网格工作机制，组
建了 5753 人的专兼职保洁队
伍。将环境保洁和设施管护等
纳入《村规民约》，深入开展“文
明家庭”“最美庭院”“最美村庄”
等主题教育评比活动，发挥农民
主体作用。

汤原县立足打造龙江东部
最美乡村，聚焦重点，突破难点，
全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县
在配备450名专职保洁员的基础
上，聘用2100名脱贫户为保洁员
公益岗位。将保洁工作纳入《村
规民约》，引导全县农民积极投
身村庄清洁行动。明确管护责
任。将管护责任全部移交到村，
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维护，确保设
施完好。 刘伟林

黑龙江佳木斯：
“三美融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DONGFANG CHENGXIANG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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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美国模式
越南
加大力度进口农药

据越南海关总局数据显示，
2021年前9个月，越南进口农药及
原料金额达6.5亿美元，较2020年
同比增长22.2%。中国是向越南供
应农药及原料的主要来源国，今年
前9个月中国向越南出口农药及原
料金额达 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占越南进口农药及原料总额
的45%。值得注意的是，越南自印
度和新加坡进口农药金额也在大幅
增加，2021年前9个月越南自印度
进口农药及原料金额达0.79亿美
元，同比增长41.9%，占越南农药进
口总额的13.3%；自新加坡进口农
药 金 额 0.5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6.8%，占越南农药进口总额的
13.3%。

阿根廷

2020/2021年度玉米
产量预计达5500万吨

阿根廷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11月3日，阿根廷农户已
经销售 4410 万吨 2020/2021 年度
玉米，比去年同期高出 430 万吨。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的数据
显示，2020/2021年度阿根廷玉米产
量预计为 5050 万吨,比上年减少
100万吨。农户还销售了970万吨
的2021/2022年度玉米。这些新季
玉米已经开始播种，交易所预期玉
米产量将达到创纪录的5500万吨。

菲律宾

2021年虾产量
预计降至6万吨

菲律宾虾业公司表示，由于需
求疲软和成本提高，今年虾产量可
能会从平均 6.5 万吨降至 6 万吨
左右。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副部
长指出，虾产业占水产养殖总产量
的 20.5%，去年在出口方面排名第
24位，贡献了2.3亿美元的出口收
入。目前菲律宾虾产业面临的挑战
主要包括疫情持续、投入成本过高、
水产养殖方式不可持续以及易受极
端天气条件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当
前，菲律宾虾产量较90年代已经下
降一半以上。

［动态］

创新技术保障粮食生产、维护生态安全

多年生稻应在适宜地区多加推广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美国逐渐建构了一套以州立大学为主导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这一成熟的体系可以概括

为：三方合作、三大法案、三路财源、三级联合与三位一体，即有效合作的三大行动主体，围绕这三大行动主体，特别是

州立大学，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保障、多元的经费来源、健全的组织制度与合理高效的运行机制。这一典范模式对于中

国建构以高等农业院校为主导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遗失声明

▲上海青浦区练塘镇大新
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登记证正本，统一信用代
码 N23101183245113769，发证
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8 日，声明
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小学
工会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开
户银行：上海市农业银行金山
区 枫 泾 支 行 账 号 ：
03855008017006509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2900000333603
开 户 许 可 证 编 号 ：
29000006842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