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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科发„2020 ‟7 号 

中央驻陕及省属各高校、科研院所、职业学校、有关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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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韩城市科技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落实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总结会议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进一步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热情，把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发

展水平，现将《陕西省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方案》《2020

年省级科技特派员申报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各单位认真学

习，积极申报，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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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水利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陕西省林业局 

 

 

 

 

   陕西省科学院           共青团陕西省委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0年 3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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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深入总结基

层经验、科学深化提升、大力倡导推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农村

工作机制创新。2019 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

推行 20周年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科技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支撑，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

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广大科技特派员要秉持初心，

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年做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是新时代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更加扎实有效

地做好科技特派员工作。 

一、总体目标 

自 2020 年至 2025 年，逐步完善陕西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体

系，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实现科技特派员工作跨越式发展。

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扩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

务水平，培养国际化科技特派员；完善省级科技特派员产业技

术服务团，提升省级团队产业技术服务的模范带头作用；指导

市县培养一批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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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推广一批适用科技成果、带领一方农民致富，培育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各方参与、特色鲜明

的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驱动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二、重点任务 

（一）搭建全省统一的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优化科技特

派员申报和认定流程，建立陕西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与管理系统，

搭建科技特派员全程便利化服务平台，实现科技特派员申报、

审核、认定等在线管理。 

（二）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围绕我省“3+X”产业发展和

乡村振兴的科技需求，扩大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从以农业领

域为主，向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从生产向加工、检测、

流通、销售等各环节各层面拓展，从本省向省外乃至境外拓展。

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等单位的人才资源优势，

动员包括农业、科技、教育、人力资源、金融、信息等各方面

人才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建立科技特派员人才库，2020 年，

13 个省级部门联合认定 1000 名省级科技特派员，到 2025 年，

全省入库科技特派员总数突破 10000 名。 

（三）发挥退休专家和外国专家作用。在退休专家和外

国专家中认定一批科技特派员，支持退休专家和外国专家开

展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建言献策、技术咨询等科技服务。

支持退休专家和外国专家与基层联合申报科技项目、开展课

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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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科技特派员组团服务。鼓励科技特派员按照产

业发展需求，瞄准产业链全过程开展服务，整合科技人才资源，

促进创业和技术服务向研发、生产、加工、检测、流通、销售

等全产业链条延伸覆盖，构建科技特派员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五）创新服务对接模式。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反向科技

特派员收集和汇总基层农户、企业等经营主体对科技服务和科

技成果的需求信息，各级科技特派员提供新技术、新成果、市

场动态等方面的信息，均通过陕西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与管理系

统发布，形成“需求导向、市场选择、政府服务”的市场化科

技特派员服务模式。 

（六）支持法人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鼓励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等作为法人科技特派员与基层单位建立产学研用合作

关系，引导各类科技资源向基层流动。支持法人科技特派员围

绕基层主导和特色产业开展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和

培训服务。 

（七）打造杨凌“一带一路”科技特派员高地。依托杨

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技资源

和人才优势，把杨凌打造成我省科技特派员“引进来、走出

去”双向交流的窗口和“一带一路”国家科技特派员国际交

流合作高地。 

三、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职责和认定条件 

我省科技特派员分为自然人科技特派员、法人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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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向科技特派员。自然人科技特派员和法人科技特派员是指

由科技管理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按照一定程序从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企事业等单位选派，深入基层开展创新创业及技术

服务的科技人员和单位。反向科技特派员是由各市及相关部门

推荐面向基层市场主体，开展技术需求征集、科研成果对接，

推动创新成果向基层转移转化的工作人员。 

（一）科技特派员职责任务 

    1.自然人科技特派员和法人科技特派员的职责任务 

（1）开展技术引进和成果推广，按照市场需求和农民实际

需要，引进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带着农

民干，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赚。 

（2）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根据企业技术需求，协

助制定技术发展战略，参与企业研发，解决企业生产和新产

品研发中的技术问题，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开展产学研合

作，促成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平台，建立长效合

作机制。 

（3）开展创新创业活动，通过技术入股、资金入股、技术

承包或租赁经营等多种形式，创办、领办、协办企业、合作社、

协会、中介机构等，与基层企业和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 

（4）开展政策宣传和技术培训活动，根据基层现状、特点

以及实际需求，开展政策宣传，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培养基层

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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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向科技特派员职责任务 

征集基层技术需求，发布技术难题，联系高校、科研院所

及企业，开展技术需求与科研成果的匹配对接，促进成果在基

层落地转化。 

（二）科技特派员认定条件 

    1.自然人科技特派员 

身体健康，热心科技创新创业工作，具有到基层开展服务、

带动农民致富和企业发展的意愿；具有副高级以上或 5 年以上

中级技术职称。有丰富的基层科技服务经验，对地方产业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的条件可适当放宽；至少掌握一门以上专业技术，

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授、信息传播和综合协调能力，能够运用多

种手段、途径传播和推广新技术、新成果。 

2.法人科技特派员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和社会团体等单位，自愿

从事基层科技服务工作；具有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开发、

信息服务及全产业链增值服务的基本条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

力，有开展科技服务的人才队伍；具有良好的行业影响力和社

会声誉，无不良记录。 

3.反向科技特派员 

了解基层产业发展情况和企业生产、研发、产品、市场与

技术需求情况，了解全省科技资源分布情况，有丰富的基层科

技服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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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持政策 

（一）切实落实科技特派员优惠政策。普通高校、科研院

所、职业学校等事业单位科技特派员下派开展农村科技公益服

务的，在 5 年时间内岗位、编制等均保持不变，工资、奖金、

福利等待遇不变，由派出单位发放，其工作业绩作为其职称评

审的重要依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晋升职称。对深入农村开展

科技创业的，在 5 年时间内保留其人事关系，与原单位其他在

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

面的权利，期满后可以根据本人意愿选择辞职创业或回原单位

工作。 

（二）支持科技特派员与服务主体建立利益共同体。鼓励

科技特派员以资金、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技术服务等形式入

股，到基层领办、创办、协办专业合作社及企业。支持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许可、转让、技术入股等方式支持科技特

派员转化科技成果，开展科技创业，保障科技特派员取得合法

收益。对反向科技特派员促成科技成果在地方企业转化的项目，

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并予优先支持。对反向科技特派员促成的技

企合作项目，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予以优先支持。 

（三）鼓励科技特派员长期在基层服务。科技特派员在基

层服务时间视同基层工作经历，在基层服务期间从事本专业工

作取得的科技成果和业绩，可以作为职称评定、岗位等级晋升

等方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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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服务

基层期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参加科技成果评奖时，同等条件

下优先考虑。科技特派员申报的科研项目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支持。 

（五）推行陕西省科技创新券科技特派员服务券。向在基

层开展科技扶贫、科技培训等公益性服务的省级科技特派员发

放科技特派员服务券，科技特派员可以凭券兑换服务补贴。 

（六）加大对科技特派员的表彰激励。对扎根基层，长期

在基层服务和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特派员及团队、科技特派员

派出单位以及相关组织管理部门等，按照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五、组织保障 

（一）建立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科技

厅为组长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工信厅、

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

省科学院、团省委、省科协为成员单位。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制

定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

的重大问题，指导、督促有关政策措施和工作任务的落实。 

（二）设立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办公室。在省科技厅设

立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办公室，负责全省科技特派员日常管

理工作。负责牵头抓好全省科技特派员工作方案的具体实施；

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联络和协调工作；负责汇总成员单位有

关工作情况，督促成员单位履行工作职责、落实联席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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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负责承办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健全工作推进协调机制。省级各部门要密切沟通协

作，增强部门合力，及时协调解决科技特派员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大力支持、积极推荐本系统科技人员从事科技特派

员工作，明确承担科技特派员管理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确保工

作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四）鼓励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制定配套政策。鼓励各派

出单位制定支持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相关政策，积极推荐合适人

选担任科技特派员，并为科技特派员开展基层科技服务提供必

要保障条件。 

各市、县（区）相关部门要参照本方案因地制宜制定科技

特派员工作方案，鼓励市、县（区）政府对科技特派员工作给

予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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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陕西省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方案》要求，

为广纳人才，充实省级科技特派员队伍，组建省级高水平、综

合性服务团队，推动人才向基层流动，实现人才下沉、科技下

乡，经研究，决定启动 2020 年省级科技特派员申报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型 

省级科技特派员申报类型包括：自然人科技特派员、法人

科技特派员以及反向科技特派员。 

二、申报方式 

各类科技特派员的申报均采取在线申报方式，参与申报的

单位和个人可通过陕西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与管理系统网站、陕

西省科技特派员 App、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

进行申报。 

三、申报网址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与管理系统网址：http://www.sxkjtpy.cn，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 App 可通过以上网址页面扫描二维码下载或

通过安卓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微信公众号注册可通过微信搜索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公众号点击关注，进入即可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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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定程序 

1.注册。科技特派员采用在线注册申报，在陕西省科技特

派员服务与管理系统科技特派员注册页面填写相应类型科技特

派员推荐表，打印后由所在单位（即推荐单位）加盖公章后上

传提交。 

2.审核。推荐单位的归口管理厅局系统管理员对推荐表信

息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通过，否则驳回。 

3.认定。研究确定科技特派员名单并联合发出认定通知。

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办公室将最终审核通过的名单返回归口管理

厅局进行备案。 

4.颁发聘书。为认定的科技特派员颁发聘书，聘期 3 年。 

5.对接服务。认定的各类科技特派员以独立或组团形式

开展服务，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签订协议、

在线咨询或其他市场化方式开展合作、对接，提供各类科技

服务。 

五、申报时间 

2020 年省级科技特派员申报全程通过网上申报，陕西省科

技特派员服务与管理系统省级科技特派员开放注册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5日-2020 年 4 月 30日。 

六、推荐单位及技术支持 

1.推荐单位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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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联系人信息表 

单    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曹  平 63905610 sxswrcb@126.com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郑永岗 87294249 sxkjtncc@126.com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吴华丽 63913156 231844271@qq.com 

陕西省教育厅 杨  丹 88668675 Kjc_snedu@126.com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邹  斌 63915424 313600219@qq.com 

陕西省财政厅 常宇航 68936097 975029312@qq.com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党江平 63915099 123110187@qq.com 

陕西省水利厅 郝晓静 61835223 109297521@qq.com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杜  勇 87335733 1223771328@qq.com 

陕西省林业局 王生银 88652023 523865463@qq.com 

陕西省科学院 靳  蓉 83282993 jinrong@xab.al.cn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何  帅 63917181 249000543@qq.com 

共青团陕西省委 高梦迪 88418539 sxqnfzb@163.com 

2.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办公室 

石宏刚    029-88895278    15029293207 

郑永岗    029-87294249    18966832162 

3.技术支持 

高  照    电话：18840361370    QQ 群：19237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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