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区政府

有关部门、有关直属单位：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

重点任务，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提升农技推广服务

效能，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宿州市埇桥区2020年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

2020 年 8 月 26日

宿州市埇桥区 2020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



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基层农技推

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皖农科函〔2020〕

793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紧扣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

领域短板重点任务，以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为抓手，

以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为目标，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履职

尽责，广泛集聚资源壮大农技队伍，激发人员活力提升服务

效能，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为我区农业农

村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

保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

（二）实施原则。坚持创新发展，聚焦农技助力产业扶

贫持续发力，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多层次载体，构建农技指导

服务立体化格局。坚持绩效引领，构建全过程一体化、线上

线下联动的绩效管理机制，强化以效果为导向的激励约束。

（三）年度目标。围绕“113551”乡村产业振兴工程，全

面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建设种植业和养殖业 2 个集示范展

示、指导培训、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一体化的区级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基地和 24 个乡镇农业科技展示样板，推广 8 项优质

安全、节本增效、生态环保的主推技术（农业绿色高质高效



技术模式 1 项），全区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超过 95%。农技

推广服务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全区 90%以上农技人员应用

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开展在线指导和服务效果展示。提高

全区农技人员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建立分层次分专业、注

重实操技能的培训机制，全年对基层农技人员培训一遍，全

区不低于 1/3 的基层农技人员接受连续 3 天以上的脱产业务

培训，遴选推荐农技人员、农技推广骨干参加省级人才培训。

继续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现贫困村农技服务精准

全覆盖。

二、实施措施

（一）切实提升贫困村农技服务实效。加大乡镇产业扶

贫技术供给，提高技术服务的精准性和效果持续性。在全区

深入推进特聘计划实施、贫困村农技服务全覆盖，提升特色

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将农技推广服务与产业扶贫任务紧

密衔接，组织农技人员、示范展示基地、示范主体帮扶贫困

农户发展产业脱贫致富。聚焦产业扶贫技术服务需求，依托

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技术专家组，组建一支

区级特色种养业专家服务队，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与辖区

内贫困村结对帮扶，每名农技人员遴选 2 户有生产能力和技

术需求、在当地扶贫办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为服务对象。专家

服务队、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要指导贫困村、贫困户科学

选择特色高效、市场风险小的产业，加强技术培训和技术指



导，对所有自种自养贫困户每年要培训一次以上，达到“人有

一技之长、户有产业增收”示范引领效果。为顺利完成“1135

51”乡村产业振兴工程，针对性地培养乡土农技人才，加大特

色产业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增效，强化产

业对脱贫攻坚的持续带动能力。

（二）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构建适应新时代发

展要求的多元互补、高效协同的农技推广体系，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提供全程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的指导服

务。提升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服务能力，立足职责履行和发展

要求，找准区乡农技推广机构定位，支持有条件地区改善服

务能力。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要确保专门岗位、专门人员

履行公益性农技推广职能。支持农技推广机构与经营组织协

同开展农技服务、农技人员提供技术增值服务并合理取酬。

引导支持农业科研院校发挥人才、成果、平台等优势承担相

关任务，开展农技人员培训、建设试验示范基地，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落地，放大院（校）地共建、科技驿站等创新模式

作用效果。壮大社会化农技服务力量，引导支持企业、合作

社、专业服务组织等开展农技服务。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

托等方式，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承担公益性农技服务。

（三）加大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力度。推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进一步完善特聘计划实施思路，

创新具体措施，提升服务效果。2020 年特聘计划重点围绕加



强动物防疫，强化指导服务，促进生猪养殖产业健康发展，

招募特聘农技员 2 名（招募办法和招募通知另行下发）。进

一步规范《特聘农技员协议书》《技术服务合同》等相关协

议，严把招募程序，细化服务任务，合理确定特聘农技员的

工作待遇，服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对考核优秀的，服

务期满后可优先续聘。

（四）提高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能力。通过分层分类培训、

持续提升学历、补充高素质人才、强化激励约束等措施，将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打造成“一懂两爱”、高效服务乡村振兴的

骨干力量。按照省农业农村厅“构建省加强示范培训、市县注

重实地培训的分工协作机制”要求，科学制定培训方案，加强

农技人员培训，加强课程体系和培训师资库建设，融合理论

教学、现场实训、案例讲解、互动交流等培训方式，提高农

技人员培训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全年对所有农技人

员培训一次，1/3 以上基层农技人员接受连续 3 天以上的脱

产业务培训。鼓励支持基层农技人员通过脱产进修、在职研

修等方式，学习专业知识，提升服务能力。加大高素质人员

补充力度，严把人员进入“门槛”，选拔学历水平和专业技能

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进入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强化指导服务

业绩考评激励，明确农技人员的服务区域、服务内容和服务

要求，完善以工作实绩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评价



机制，对长期扎根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农技人员，在职称

评聘、评先评优、绩效激励等方面予以倾斜。

（五）打造农业科技示范展示样板。聚焦主导特色产业

需求，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示范载体，实现村有科技示范主

体、镇有科技展示样板、区有产业示范基地。择优选聘 229

名农技指导员，精准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按照“选好一个、

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原则，在全区 298 个行政村遴选 136

8 个示范作用好、辐射带动强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种养

大户、乡土专家等作为示范主体，完善农技人员对口精准指

导服务机制，将示范主体打造成主推技术应用的主力军、“永

久牌”农技服务专家队伍，切实发挥其对周边农户特别是贫困

户的辐射带动能力。遴选 458户有生产能力和技术需求、在

当地扶贫办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为服务对象，每名农技指导员

对接帮扶 2 个贫困户。增强农业科技示范展示能力，聚焦农

业优势特色产业和年度主推技术推广任务，建设种植业和养

殖业 2 个长期稳定的基层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每个基地

年推广主推技术不低于 4 项，开展培训观摩不低于 4 次，培

训农技人员和科技示范主体不低于 400 人次。示范展示基地

统一树立“2020 年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业科技示范展示

基地”标牌。以科技助力产业提质升级增效为主要路径，强化

科技、人才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驱动和引领作用，乡镇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围绕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和大豆产业发展打造 1



个农业科技展示样板，形成科技要素驱动、可借鉴可复制的

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六）大力示范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完善政产学研推用

“六位一体”协同推广模式，结合我区实际整合农技推广资源，

自主开展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工作。组建区级主推技术指导服

务专家组，遴选推介埇桥区农业主推技术，形成技术操作规

范，构建“专家+农技人员+示范基地+示范主体+辐射带动户”

的链式推广服务模式，依托示范基地、科技展示样板、示范

主体等示范推广，组织农技人员开展指导服务，实现主推技

术精准进村入户到田，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在 95%以上。20

20 年度大力推广小麦玉米两熟制周年轮作全程机械化生产

模式，基于秸秆还田小麦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夏玉米全

程机械化适时晚收增产技术、麦茬夏大豆免耕覆秸精量播种

栽培技术、土壤深耕深松机械化技术、猪人工授精技术、粪

污处理技术、菜—沼—畜循环农业技术、规模化猪场绿色养

殖和疫病净化技术等 1项优质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和 8项

农业主推技术。

（七）加快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工作步伐。全力推进农

技推广在线服务，引导推动广大农技人员、专家教授等，通

过 APP、微信群、QQ 群、直播平台等网络媒介，在线开展

问题解答、咨询指导、互动交流、技术普及等服务，加强中

国农技推广 APP 应用和示范基地、人员培训、示范主体等年



度任务全程线上动态展示。承担年度任务的所有专家、特聘

农技员、服务主体等，均在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填报服务

做法和具体成效。将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和年度任务线上

应用，作为农技人员培训的基本课程。

三、资金用途及标准

（一）基层农技推广服务

1.主要用于基层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服务发生的

交通费、误餐费、通讯费等支出，该项支出不超过资金总额

的 25%。

2.用于聘请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发生的差旅费、交

通费、劳务费等支出，按专家服务次数计算。专家从事正常

工作职责范围内的技术推广、指导服务工作，不在列支范围

内。

3.用于基层农技人员完成农技推广重大任务并由区农业

农村局评价的绩效奖励，该项支出不超过资金总额的 5%。

4.用于技术资料印刷、制度建设及工作考评等发生的费

用，该项支出不超过资金总额的 5%。

（二）农业科技示范

主要用于试验示范展示基地和科技示范户开展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试验示范展示所需的农（兽）药、化肥、饲

料、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投入，

以及组织展示、观摩培训活动等发生的费用支出。



（三）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

主要用于基层农技人员参加培训和学历提升教育、信息

化技术应用等发生的费用。对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农技推广服务“特岗计划”的人员给予适当补助。

具体补助标准和发放方式，由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财政

局确定，报省备案。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任务顺利实施，区政府成立以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组

长，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同志、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为

副组长，财政、人社、农业机械化管理服务中心、畜牧兽医

水产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

统筹协调、实施方案制定，推进工作落实等。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区农业农村局，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

运行管理。

（二）规范过程管理。按照任务实施要求，进一步完善

各项农技推广制度、编制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服务网络图并上

墙公布，实行农技人员工作任务公开制。区乡两级农技推广

机构要在醒目地方统一制挂中国农技推广标识。为技术指导

员、科技示范户分别制作胸牌、门牌，印制和规范填写技术

指导员手册。



（三）加强资金监管。实行资金专账管理和审计报告制

度，专项资金严禁用于发工资、办公经费、基础性农业科研、

购买农业科技成果和专利以及与技术推广服务无关的其他

支出，确保专款专用，对截留、挪用等违规违法行为，将严

肃处理。

（四）强化绩效考核。以农技推广服务实效、服务对象

满意度等为核心内容，通过座谈交流、在线考评、实地核查、

电话抽查等方式开展全过程全覆盖绩效考评，完善埇桥区农

技推广考评办法，坚持三方综合考评制度，对农技人员的工

作完成情况、服务主体满意情况和技术服务水平等进行综合

评价，评价结果与工作补助、表彰奖励、职称评定、职务晋

升等相挂钩，奖励先进，督促后进，杜绝补助资金平均发放、

违规补助等现象，充分调动农业技术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加强交流宣传。要加强总结宣传，充分挖掘任务

实施中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

模式，通过现场观摩、典型交流等方式和网络、报纸、电视

等渠道进行推介宣传。大力总结宣传农技推广体系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防汛救灾、保障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和

做法等，全方位展示农技推广体系良好形象和作用发挥情

况。认真做好“互联网+农技推广”服务之星遴选推介、“寻找

最美农技员”等活动，发掘宣传一批爱岗敬业、勇于担当、业



绩突出的典型人物，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农技推广工作

的良好氛围。

附件：1.埇桥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名单

2.埇桥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技术

专家组成员名单

附件 1

埇桥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魏启宏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沙 雷 区政府研究中心主任

赵忠良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秦 权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郝彩侠 区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王彦中 区农业机械化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陈 民 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主任

曹贡献 区财政局副局长

杨 峰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

孙敏华 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如下：

主 任：秦 权

副主任：孙敏华 郝彩侠 温海涛 李再德

成 员：张 熠 孙敏建 王桂芹 张沪宁 徐 辉 吴洪华

吕井成 张建勋 卢长春 尹 建

附件 2

埇桥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工作技术专家组成员名单

组 长：秦 权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副组长：孙敏华 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李 秦 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王建军 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成 员：王 敏 研究员

李 明 高级农艺师

张明伟 高级农艺师

殷言军 高级农艺师

刘运群 高级工程师

陈新举 农艺师

孙海龙 农艺师



方 涛 畜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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