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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研机构改革要坚持“四个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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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我国发展的新引擎，改革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我国自 2002 年起探索

推进的农业科研机构改革对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释放创新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了解和把

握农业科研机构改革历程，思考和探讨新时期农业科研机构改革方向，文章通过走访、调研等方式，以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从解决基层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入手，提出农业科研机构改革要在政策上统筹部
署、结构上统筹布局、实践上统筹把握、路径上统筹兼顾的“四个统筹”改革思路，探索回答如何加快农
业科研机构改革步伐，促进农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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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

在不足，改革的方式方法以及政策保障措施还有

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

待改进：（1） 改革的顶层设计有待加强，有基层

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

同志反映“农业科研机构改革需进一步统筹考虑

活力。农业科研机构改革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解决农业科

一环，是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范畴。我国自 2002

研力量布局等战略问题”。（2） 改革的方式方法有

年起探索推进的农业科研机构改革对提升我国农

待完善，有科研人员提到“要遵循科研规律，加

业科技创新能力、释放创新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强科研机构的分类改革，上一轮受一些硬性指标

面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面对推进

限制，存在‘一刀切’‘一把尺’等情况，‘脱钩、

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求，面对深入实施创新驱

断 奶 ’ 式 的 改 革 弱 化 了 公 益 性 农 业 科 研 力 量 ”。

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历

经近 20 年的农业科研机构改革探索还存在哪些不
足？未来方向应该如何把握？需要不断总结和探
讨，以期为今后的农业科研机构改革指明道路

[1-2]

。

文章通过调研 30 余家国家和地方农业科研院所，

（3） 改革遗留问题有待加快解决，有科研机构管
理者指出“我们研究所被定位为拟转企所快 20 年

了，受发展定位不清、财政保障力度不够等影响，
研究基础变弱、优势变小、影响力降低、人才走
了近一半，曾经引以为豪的学科也停滞不前甚至

走访座谈百余名农业科研机构改革实践的亲历者、

逐渐萎缩”。此外，还有科研人员谈到“农业科研

基层岗位的经历者，从科研一线的角度，反映基

机构的‘公益’与‘收益’能不能齐头并进，怎

层对改革的关注与期待，回答新时期如何加快农

样科学权衡，要统筹把握、稳慎推动”等[3-4]。

业科研机构改革步伐的时代命题。

上述这些问题和建议反映出进一步深化农业

从调研的总体情况看，普遍认可上一轮农业

科研机构改革要坚持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

科研机构改革对于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优化

导向，从解决基层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入手，在

科技资源配置、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等方面起到的

政策上统筹部署、结构上统筹布局、实践上统筹

积极作用，但在优化农业创新体系布局方面尚存

把握、路径上统筹兼顾，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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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现实矛盾，不断提升科研机构内生动力和

步伐。农业科研机构改革影响面大、涉及面广，

创新活力，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

转企改制等一些遗留问题已成为相关单位的心疾

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1

[5-6]

。

重患，迫切需要妥善解决，迫切需要相关部门协

统筹谋划机构改革顶层设计和部署

同联动起来，倾听群众呼声、深挖问题本质，坚
持实事求是，将农业科研机构改革与推进高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与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既要抓改

与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等紧密结合，一体化推进，

革方案协同，也要抓改革落实协同，更要抓改革

激发农业科研机构活力。
三是强化主体作用，确保改革举措有效落地。

效果协同。近年来，相关部委积极落实党中央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部署，出台大量政策文件，制定

增强农业科研机构及其主管部门在改革中的责任

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力激发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

感和话语权，统筹规划更加符合实际、科学合理

的创新活力。

的改革路径。从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高度和促进

调研中发现，有基层同志反映近年来相关文

科研机构创新的主体视角，加强政策供给和实践

件出台过于密集、政策之间缺乏更好协调和衔接，

指导，强化政策执行和落实中的信息反馈，形成

部分改革举措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尚未落地，表示

上下贯通、协同一致的改革共识和合力，让科技

“政策在准在精不在多，发文件不是锦标赛，让部

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让科研人员真

门间的科技政策更好协调衔接，加快推动科研机

正享受到改革红利。

构按章程管理、减少科研行政化管理是关键”。在

2

深入落实科研“放管服”方面，科研人员“建议
一些科研经费政策由科技、审计等部门一起发，

统筹强化科研机构战略定位和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科研机构要以国家

否则基层单位为了减少风险，层层加码，导致越

战略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

放权松绑，条条框框越多”。在对拟转企所调研时

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要结合产业发展

部分科研人员提出，“现在是公益性运行缺乏条

需求，科学合理布局科技创新；要强化国家战略

件，企业化运行缺少依据，不知道何去何从，希

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我国农

望上级部门从政策上予以支持，定位上予以明确，

业科研机构主要按照行政区划设立，地市级以上

实践中予以指导”。从事农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

（含地市级） 农业部门属全民所有制独立研究与开

谈到，“国家支持原始创新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但
还是感觉农业项目越来越少、争取越来越难”。
这些问题和建议反映出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
要加强政策统筹谋划、有效供给和配套完善，树
[7]

立系统思维，统筹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

发机构共有 1 000 个左右，形成了国家级—省级—

地市级的农业科研布局，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发
展和解决共性、区域性及关键性等技术问题提供
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调研中有基层同志反映，“我国农业科研机构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完善科技宏观决策

功能定位还不清晰，上下联动的创新协同性不强，

体系。要从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转变，进一步优

产学研用结合不紧密，国家级的该履行什么职责、

化部委层面的组织协调机制，增强科技政策、产

省市级的该做好哪些工作，都没有较好的明确，

业政策、人事及财政政策间的协调度，避免各管

缺乏系统的布局，存在‘上下一般粗、左右皆兄

一块、各管一段。进一步加强科技管理与审计、

弟’现象”，导致“各单位在学科方面普遍追求

监察等部门沟通，统一政策认识和执行尺度，避

‘大而全、小而全’，生怕没涉足哪个领域就失去

免越改越严、越管越繁。进一步强化改革政策之

了竞争、落后了发展，导致有的单位什么都想做、

间的协同效应，确保各项举措有效落地，避免线

看起来也什么都能做，但又什么都没做成”。有科

[8]

头过多、１+１<２ 。
二是强化系统推进，加快农业科研机构改革

研人员谈到，“一个研究方向或课题，国家级团队
在做、省市地方的科研人员也在做，大学老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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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人员也在做，文章发了一大堆，成果千篇一

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要坚持农业农村优

律，太耗人力、物力和公共资源了”
“科研机构战略

先发展，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公共财政投

定位不准确，使得一些科研人员跟着课题跑、围着

入上优先保障；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

项目转，很难取得创新性、突破性的大成果，一些

的位置。农业具有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

成果农民用不上、企业看不上，转化率自然也不高”
。

大、风险高收益低等特征，是安天下、稳民心的

这些问题反映出当前深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

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更是护佑现代化航船的定

必须要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系统优化农业科研

盘星、压舱石，这决定了农业科研的公益性、基

力量布局，增强创新合力，提升创新能力，提高

础性和长期性属性特点。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

[8]

转化效率 。

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当前农业仍是国民经

一是明确不同层级农业科研机构功能定位。
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关键技术、重大共性技术攻关等。省级机构要加

济的“短腿”，农村仍是国家发展的“短板”，迫
切需要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支撑力度。
调研中一些科研人员讲到，“农业科研机构改

强区域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以及重大技

革其本质应是夯实农业科技公益性定位的改革，

术集成与转移等。地市级机构要着重开展科技成

不是简单的减机构、减人员”，这是因为“农业科

果的集成创新、试验示范和技术传播扩散活动等。

技具有长期性、基础性等特点，不能指望多了几

努力把科技力量配置由重复分散转向科学分工与

个科研机构转企，就给农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贡

联合协作相结合，减少由上到下、由下到上重复

献”[10]。农业科技投入的问题也很受关注，如有基

性、重叠性研究，逐步构建资源配置合理、协同

层同志谈到“农业科研机构改革要坚持农业农村

运转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优先发展总方针，优先提升农业科技投入强度”，

二是系统优化农业科研机构战略布局。坚持
“四个面向、两个一流”，以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
量为引领，通过“撤并、重组、加强、新建”等
方式，围绕世界科技前沿发展与竞争态势，建一
批基础前沿类研究机构。围绕国计民生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强一批产业优势类科研机构，打造一
批产业科学中心。围绕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

一位农经专家指出，“2018 年按收入法计算我国农

业科研投入强度为 0. 71%，远低于发达国家 2%3% 左右的水平，也远低于全行业 2. 19% 的投入强

度”。科研人员呼吁农业科技需要长期稳定投入，
“英美等发达国家重视农业科技基础性建设，英国

洛桑实验站至今已有 170 多年的历史，而我们的长
期监测数据只有几十年”。

等重大战略，保持一批特色类研究机构，布局一

从上述这些反映和建议可以看出，新时期推

批区域类综合科研平台。“三管齐下”提升农业科

进农业科研机构改革，需要深刻认识“坚持把解

技机构原始创新、系统创新和持续创新能力。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决

三是深入推进科企科产融合发展。围绕产业
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鼓励农业科研机构建立
创新创造创业一体的研究单元。依托不同层级农

策部署，统筹把握农业和农业科研的特征、特点
和规律。
一是建立农业科技优先发展的支持机制。坚

业科研机构，组建不同类型科企融合发展联合体，

持农业科研的公益性和基础性定位，深入落实农

打造新型研发机构。面向企业开放科技资源，引

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优先建设国家农业战

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科技与金融结合机制，

略科技力量，优先完善国家农业创新体系，优先

探索建立“农业科技产业创新基金”，促进产学研

配置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优先农业科技重

用深度融合，助推企业成为技术研发、中试熟化

大项目的立项实施，优先培育农业科技创新队伍，

[9]

和成果转化的重要主体 。

优先在农业科研机构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强

3

化科技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引领支撑作用。

统筹把握科学研究根本特征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中

二是建立农业科技稳定投入的增长机制。加
大农业科技投入强度，稳定并强化从事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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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使

举措一并推进，将科研机构改革与当前事业单位

农业领域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科

改革一体考虑，不想改了再改、改完又改，这样

技投入的增长幅度，使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占农业

不利于稳定的创新发展”，有人建议“将农业科研

总产值比重逐步提高到 2% 以上，力争“十四五”

末达到全国平均投入强度。加大稳定支持力度，
重点用于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三是建立农业科技基础性长期性平台的保障

机构改革的重点放在激发活力的机制上”。
从上述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可以看出，农业科
研机构改革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长期
实践证明，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机制。统筹考虑农业科技监测数据、种质资源、

确保农业科研体系基本稳定，是推进农业科技持

定位试验等延续性和累积性，加大对农业科技基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础性平台的支持力度。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一是牢牢把稳农业科研机构改革的大方向。

优先布局建设农业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和

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农业科学野外观测

要求，坚持把更好服务“三农”发展、加快农业

台站和农业科学数据中心，为快速提升农业基础

农村现代化作为农业科研机构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提供根本保障。

始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需求，始终坚

4

持问题导向，优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方案，赋予

统筹考虑机构改革原则和实施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

科研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
统一起来，将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科研机构可承

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

受度契合起来，在统筹规划中推进改革稳步向前[11]。

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

二是牢牢把住农业科研机构改革的大原则。

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深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要坚持农业科研的公益性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

定位，坚持保积极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保

展稳定关系。

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保基础研究、保种质资源

调研中，科研人员普遍认为，坚持深化农业

的基本原则，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守好稳

科研机构改革是持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引

定发展的最好局面，坚持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势

擎和动力，改革越前进，发展就越有底气，需要

头不能改慢，科技成果的数量不能改少，重要资

不失时机地大胆开拓，停不得、慢不得，但也

源不能改丢，科研人员收入的水平不能改低；守

“冒不得”。针对改革要坚持的原则和可能引起的

好农业学科优势，不能把优势学科改成弱势学科，

长期影响，有科研人员谈到，“农业科研机构改革

巩固优势、培强弱势，加快从跟跑、并跑向领跑

太漫长了，研究所背负着‘拟转企’的包袱近 20

跨越。

引来了也留不住，希望一些改革举措能快点落

农业科研机构改革历时长、关注度高，涉及国家

地”。同时有担心，“一旦研究所转企，一些树龄

农业创新体系建设、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

年，发展定位不清，导向不明确，人才引不进来，

三是牢牢把握农业科研机构改革的大思路。

近 70 年的稀有果树种质资源可能丢失、高层次人

及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稳定，需要在“摸着石头过

才面临流失，我们几十年努力保持的稳定的创新

河”的路径中，树立既谋变、也求稳的改革思路，

环境将受到破坏”。基层群众拥护改革，希望改革

凝聚各方智慧，不搞一刀切，不一蹴而就，全面

能分类推进，不能随意“拍脑袋”或者“翻烧

改革前要建立试点，推进改革中要统筹做好编制

饼”，有科研人员指出，“改革能有效促进发展，

结构调整、人员安置分流等配套措施，不断进行

事业单位改革正走向深入，有的省砍掉了 90% 左

改革经验总结，逐步试探反馈纠偏，最大限度保

右的事业单位。我们拥护改革，支持改革，但希

持人员稳定，减少阻力、消除隐患，让改革持续

望将不同的科研事业单位分类对待，不同的改革

推陈出新，将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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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SHOULD PERSEVERE IN "FOUR OVERAL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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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the leadership power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s

an essential system to develop this new power. The explored and promoted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since 2002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China's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releasing innovation vitality.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form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s well as consider and explore the reform direction in new period, w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Four Overall Planning" for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cluding deploying in
terms of policy, arranging in terms of structure, grasping in terms of practice, and considering in terms of pathway

base on the interview and investigate. These planning are guided by the major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propose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concerned by the grass-roots people, and attempt to explore how to speed up the
reform pace and how to promote the high-level self-relianc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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