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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洱 科 技 动 态

第九期（总第 754 期）

普洱市科学技术局 二○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

中国工程院助推普洱生猪养殖产业发展

近年来，中国工程院通过建立平台建设及项目合作等形式，

在生猪选育养殖等方面，对普洱进行了大力帮扶，助推普洱生猪

产业发展。

2020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畜牧学科带头人印

遇龙带领团队到宁洱与云南锦态源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共

建了“普洱市生猪健康养殖研究中心”，以“产学研”紧密结合的

模式，发挥企业的生产、资金优势，结合院士团队的技术优势与

科研力量，通过种猪场生产性能的提升、精细化管理技术集成、

生物安全体系建立、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提升企业自主研发与技

术创新能力。

2021 年 2 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校与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畜牧学科带头人印遇龙带领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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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科技厅副厅长阮朝奇的陪同下，围绕澜沧黑猪在生猪产品中

的特点和优势，开展“澜沧县黑猪选育与应用项目”，项目将在生

猪育种、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研究，构

建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平台，从而实现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

生猪养殖是我市传统主导产业之一，在院士及其团队先进技

术与科研力量的帮助下，将通过建立符合我市生猪养殖的有效生

物安全体系，带动农户与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的提质增效，进一步

构建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富民增收、加快我市农业高

质量发展。

（普洱市科技局 高源）

普洱市科技局多措并举助力六稳六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普洱市科技局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国

家、省、市“六稳”“六保”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决策部署，注重

发挥好科技创新对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撑保障作用，重

点聚焦科技创业园、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科技创新

主阵地，加快各项重点任务的推进实施，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影响，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

一、稳人心，保科技队伍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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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坚决贯彻落实市委政府疫

情防控指挥部的各项决策部署，督促指导全局干部职工凝心聚力

抓好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各项工作。二是开展疫情防控

宣传工作。第一，组织单位全体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国家、省、市

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的各项政策措施、决策部署；第二，

带领全局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到创文片区、挂钩村、防控“疫”

线开展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知识宣传。第三，通过组织

“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大型科普活动，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三是组织疫情防控献爱心活动。第一，组织单位全体党员干部自

愿献爱心。共筹集捐款5550元；第二，发动全局干部职工购买市

内因疫情滞销的农产品，缓解种植户的压力。第三，动员全市科

技型企业同抗疫情。经动员，普洱市德润国家级众创空间为园区

所有企业减免一个月的资金，减免金额68万元余元；国家普洱茶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降低50%的检测费，累计减免检测费90余万元。

二、稳政策，保科技工作再创佳绩

一是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十三五”期间制定出台《中

共普洱市委 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普洱市实现2020年全市R&D经费投入占GDP 0.99%的实施方案（试

行）》《普洱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等各类

科技创新政策文件近28项。

二是不断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十三五”期间，普洱市累计获

得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支持 948 项（含认定类），同比“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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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249 项（含认定类），增长 281%；累计获得省级以上科技经费

支持 12911.23 万元，同比“十二五”期间 11007 万元，增长 17.3%。

累计投入市级财政科技经费 6708.8 万元，同比“十二五”期间 3696

万元，增长 81.51%。全市 R&D 经费支出从“十二五”末 13,454

万元增至 2019 年 37,593.4 万元，实现连续三年平均增长 33.52%，

R&D 投入强度从 0.26 增至 0.43，投入总量及强度分别保持在全省

第 10、8 位。

三是科技支撑产业提质增效取得新突破。大唐汉方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依托林瑞超专家工作站共实现了8个新产品的开发，产品

涉及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申请专利9项；与北京化工大

学、昆明理工大学合作，围绕普洱生物质资源优势，编制“绿色

生物制造”产业规划，助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岳建民院士工作

站深度挖掘哈尼族医药文献整理及哈尼族天然药物筛选，明确少

数民族民间常用药用植物200多种，收集少数民族医药文献128份，

成功筛选出10个经典的民族医药制剂；与上海市科技生物医药产

业促进中心签订《共建滇南片区中药民族药评价及中药民族药检

测实验室》合作协议，对三个新一代的儿童感冒复方制剂的研发

等，一批原创性研究及科技成果在普洱落地转化并走向产业化。

国家普洱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陈宗懋院士的合作指导下建

立了茶叶检测技术体系及追溯平台，茶叶多农残检测能力从106项

达到351项。普洱学院与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联合共同针对普洱当

地咖啡种植加工产业中的主要副产品咖啡果皮的综合利用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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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果副产物提质增效关键加工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示范》项目，

通过实现咖啡果皮的“变废为宝”，从而实现咖啡产业的良性可

持续发展，以增强云南乃至全国咖啡生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孙汉

董院士工作站在孟连县开展牛油果品质特征及综合利用研究，为

实现牛油果产业科学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李德发院士工作站研究

开发出适合于云南乃至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地区生猪养殖场使用的

微生物发酵饲料专用菌种，以当地廉价农副产品为原料，开发出

微生物发酵无抗饲料及“饲料伴侣”、“泔水伴侣”等新产品并

实现产业化，大大降低了成本条件，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改善了

养殖卫生环境，为开展健康养殖，提供安全肉食品作出努力。墨

江海王水产有限公司“刘承初专家工作站”，通过转化上海海洋

大学科技成果，全产业链开展技术合作和创新，获得专利申请4项，

实现“一条鱼”的完整综合利用，开发出脱脂鱼粉、鱼油及胶原

多肽等精深加工新产品并实现产业化，同时变废为宝开展废弃物

饲料生产，工厂排污环境得到彻底治理，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三、稳招商，保项目落地亮点纷呈

一是精准出击招大商、招强商。成功引进世界第三、亚洲第

一的安琪酵母在普洱市澜沧县设立子公司，项目将投资建设年产

2.5万吨酵母生产线，两期项目总投资预计可达10亿元；中国中药

控股有限公司与普洱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从股权合作、特色优

质中药材原料基地建设、共建现代中药饮片和健康产品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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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共建面向南亚东南亚医药产品国际物流中转站及合作打造

康养示范项目五个方面进行合作，携手打造普洱市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新样板；国药控股以增扩股注资云茯苓普洱有限公司，推动

云茯苓加工仓储冷藏物流交易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国药控股国大

药房在普洱设立云南省零售省级公司，并将省级公司的税务决算

地设在普洱市；签订《普洱市科学技术局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 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合作框架协议》，有意

在普洱投资建设国家实验动物（猴场）战略储备基地；积极推动

和服务好高新技术企业云南建投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云南黄金

有限责任公司入普落地。

二是科技入滇实现跨越式发展。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入滇合作

常态化试点工作，举办10余场科技入滇专场对接会，制定印发《普

洱市科技入普实施方案》，十三五期间，累计征集“科技入滇”

项目150项、签约85项。沪滇科技合作成效显著，获沪滇科技国内

合作专项支持3项；推荐申报上海市科委国内合作专项11个，共计

获得上海方资金支持275万元；挂牌成立“上海生物医药促进中心

普洱分中心”，累计承办生物医药对接考察、培训等活动6场次，

培训人员400余人。

四、稳引智，保科技人才济济一堂

截至2020年，先后与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科技合作关

系。聘请29名院士为政府科技顾问。累计引进建成院士专家工作

站50个，其中院士工作站22个（省级 8个，市级14个），专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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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28个（省级5个，市级23个）。累计全市共有18名外国人持有

效来华工作许可证，其中B类11人。累计入选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及云南省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对象18名，成功出站10名。

累计全市获得云南省科技特派员认定1379人，实现普洱市全部贫

困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累计选派276名“三区”科技人员到“三

区”开展科技服务，通过“三区”政策培养本土科技人员90名。

依托滇沪合作机制，累计选派50余名科技管理干部赴上海市科技

管理干部学院参加培训深造。

五、稳创新，保市场主体百花齐放

截至 2020 年末，全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25 户，同比“十二

五”期末 8 户，增长 213%；共有 353 家企业通过云南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认定，同比“十二五”期末 62 户，增长 469%，其中 82 家

通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 个、重

点实验室 1 个；获得国家众创空间备案认定 1 家，认定云科众创

空间 4 家、云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公共科技服务平台 1 个；

新建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 1 个、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 2 个，省

级“星创天地”7 个；建立市级及县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11 个，

实现县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10 个（县）区全覆盖，其中，思茅区、

澜沧、宁洱、孟连 4 个县建成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思茅区、宁

洱县、澜沧县被认定为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示范区；思茅区、孟

连县、景谷县、宁洱县被认定为云南省“云药之乡”。组织近 200

家企业和团队参加云南省创新创业大赛，累计获得一等奖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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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12 个，优胜奖 17 个，组织奖 3 个。

六、稳基础研究，保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一是基础研究成果丰硕。“景东120米全可动脉冲星射电望远

镜”落地普洱，实现普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零的突破；启动“哀

牢山—无量山国家公园综合科考”项目；“国家非人灵长类试验

动物资源库分库建设”项目达成意见性合作；蒋有绪院士工作站

立足普洱市的区位特点，应用先进的生态学理论和技术探讨森林

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为普洱提供了森林生态安全及澜沧江次流域

退化林地恢复技术研究方面的科技支撑，为普洱实施“生态立市、

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服务。李崇银院士工作站针对云南尤其是普

洱天气气候灾害的问题，以提高业务能力、培养人才队伍为核心

开展合作，提高了普洱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助力普洱在云南率先

创建“中国天然氧吧”，截至2020年，普洱市思茅、镇沅、宁洱、

景东、澜沧县5个县（区）成功创建了“中国天然氧吧”，为普洱

市全力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是科技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朱有勇院士团队在全国首创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亲自授课，采取军事化管理的农业技术短

训班；创建科技示范园，开展生猪、武定壮鸡养殖和马铃薯、冬

季蔬菜、葡萄、林下三七种植和科技培训，提高群众种养殖科技

意识和水平。通过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和原院长周济，以及朱

有勇、王建国等院士帮助，促成普洱职业教育澜沧分中心项目建

设，助推澜沧县乃至全市教育脱贫。邓秀新院士指导澜沧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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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产业、培育发展小青柑特色产业。中国工程院科技扶贫的经

验做法得到省委、省政府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以“时代楷模”、

“农民院士”朱有勇为代表的一大批院士专家忠实履行科技扶贫

的光荣职责，把论文写在普洱大地上，探索出“推广一批创新技

术、培养一批乡土人才、示范一批技术样板、培引一批扶贫企业、

促进一批村寨脱贫”的“五个一批”科技扶贫工作方法路径，为

全市脱贫致富注入新动力。

三是科技创新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与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合作，借助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源，共同

解决疟疾防控领域采用敏感方法早日发现传染源的疑难问题。普

洱市人民医院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合作开展“普洱市先天性心脏

病筛查和诊治中心”课题项目，从国家心脏中心层面协助在普全

市推广先心病智能筛查-诊断-评估，有利于促进普洱市先心病诊

断、早干预和健康管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复旦大学、上

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等相关领域专家对边疆民族药物分布情况开

展考察并对澜沧、孟连、西盟白芨和砂仁等种植情况进行指导，

就滇产地道药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对接和美登素类化合物的制备

工艺与抗肿瘤活性研究等进行了交流与洽谈。

（普洱市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杨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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