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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特点与启示
陈亚红
（河南省平顶山市农业局，河南 平顶山 467400）

【摘

要】加拿大完善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确保了科研成果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具有的机构多元、方式灵活、手段多样、队伍高效精干和农业生产者高素质等特点，这为我国改革和完善农业科技推
广体系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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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一直是加拿大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占世界淡水水面的 15％。因国土面积所跨经度

分，每年的产值占据了国民经济比较高的比重。

和纬度都比较大，所以气候、土壤条件等自然

加拿大是世界主要农业和农产品的出口国，农

条件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虽然加拿大国土面积

业是加拿大国际贸易的重要贡献者，每年向 190

大，但是只有 6 700 万 hm2 的土地可用于农业生

多个国家出口国内 45% 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

产，占国土总面积的 7% 左右。现有农场 24.7 万

壮大除了拥有的天然的自然生产条件外，与其

个，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与美国接壤的区域，

国内先进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应用关系十

每个农场平均面积 270 hm2，平均收入 64 160 加

分密切。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转化率远低于发达

元。农业是加拿大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

国家水平，农业科技转化率低已成为影响我国

业和农业食品业不仅为加拿大创造了大量产值，

农业发展的瓶颈。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推广理

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而且还提供

念与思想，可以为我国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给

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是全国第三大就业领域。

予启示。

同时，农业还是加拿大国际贸易的主要贡献者，

一、加拿大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部，东临大西洋、西

生产的农副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
且 50% 左右用于出口，其中大麦出口量居世界
第一，生产的谷物、油菜籽、蔬菜、肉类及奶

接太平洋、北临北冰洋、南与美国接壤。因为

制品闻名于世。加拿大农业这么高的发达程度，

所处高纬度，很大部分国土都在北极圈内。加

与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较高的农业科研水

拿大三面环海，海岸线较长，同时国内的淡水

平是密不可分的。

和水利资源十分丰富，领土的 7.5％由淡水覆盖，

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省内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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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非常大，但是，农业的科研是由联邦农业

经过近 100 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特

部统一管理实施的，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点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都是由省级部门负责。联邦农业部充分利用新
品种培育技术、农作物种植技术、肥料和饲料

（一）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多元
加拿大为了使农业科技在最快的时间内应

技术以及设备和管理技术，为其农业生产发展

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多部门参与，

作出贡献。农业部科研司是专门从事农业科研

多层次协同推进的、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机

的部门，每年都会与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高校

构。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农业推广机构可划分

和生产者对农业科研的要求进行汇总，形成科

五大部分。

研规划。他们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特别是

一是政府的行政机构。各省农业厅一般都

遇到技术难题都集中起来，最终形成技术攻关

下设生产与市场部、规划与开发部和田间服务

项目。同时，还注意科研项目的连续性，许多

部，其中田间服务部具体负责各地农业人事安

农业科研项目都需要长时间的连续研发，才能

排、具体事项的管理和工作经费管理与划拨。

达到市场要求并确保世界的领先地位。加拿大

各省再根据省内具体情况设立不同的片区并设

农业部门的科研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针对

计农业推广办公室，负责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

土壤利用、大气温室气体应用、地表地下水资

行政机构大致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选派农

源开发与应用技术研究，提高农业自然生产资

业科技推广人员直接到农场、田间生产第一线

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主要对粮食、牧草等农作物

直接与生产者面对面的现场推广。这种形式可

新品种培育，提高农业生产中良种种植率；通过

以直接使农业生产者进行现场沟通、交谈，能

病虫害的主要防治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减少各

够充分了解农业生产者的各种需求。第二类是

种病虫害对各种农作物生产过程的影响；三是利

政府在各区域建立的推广中心。无论是本省还

用遗传工程、动物基因谱鉴别工程，对高蛋白、

是外省的农业生产者都可以通过该中心的网站

低脂肪牛奶等改善畜牧业产品质量的开发与研

查询到相应的技术服务，还可以通过在线交流、

究，大力推广农业高新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应

邮件交流等方式满足技术需求。第三类是定期

用；四是对提高食品安全和品质的新技术进行

或不定期印制或发行的各种出版物，介绍的内

开发与研究，确保粮食加工质量安全等。加拿

容可能是某个专项的，也可以是综合性的农业

大从自然资源利用、良种培育、生产管理技术

科技信息。

和后期加工等环节都进行农业科技开发与研

二是政府经费支持的教育科研、技术研发

究，确保了农业生产每个环节的技术水平，提

等机构。这类机构不仅负责农业科技的研发和

高农业领域的科技含量，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快

推广中的教育培训，而且还直接参与农业科技

速发展。

的推广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农场主取得

二、加拿大农业科技推广的特点
加拿大不仅具有完善的农业科技研发体制，
而且还具有便捷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确
保了先进的农业科研技术及时、准确地应用到

联系，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只要农
场主运用这种技术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农场
主就会继续对农业科研投资，专家就会从农场
主那里得到相应科研资助。
三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类专业协会。专

农业生产领域，使农业生产者不断获得最新的

业协会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物资、金融服务、

农业科研技术，并且及时的应用到实际的农业

市场信息、产品营销及品牌推广等各方面的中

生产中，使加拿大农业生产水平始终保持着世

介服务。有些中介组织并非营利性的，如萨斯

界先进的水平。加拿大未设置联邦政府推广机

卡彻温省油菜种植者协会，免费为会员提供服

构，但省级政府和各地区都设有农业推广机构。

务新作物、新技术和新田间管理措施的咨询和

— 16 —

陈亚红：加拿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特点与启示
指导，但是这些协会要从产品销售收入中收取

专业技术人才。4H 活动主要是指人的头 (head)、

一定的费用作为活动经费，从事农业新品种的

心 (heart)、手 (hand) 和健康 (health) 四方面的有

开发应用、新技术信息推广资料印制等。

机结合，由农村社区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参加的

四是农业服务的经营性企业。这类企业主

一种活动。培养对象主要是农村中年龄在 19~21

要从市场需求的视角出发，开展农业推广活动，

岁的青年，学习方式主要采用“干中学”，培养

组织农业新技术开展田间试验等活动。如阿尔

的主要目的是使农村青年具备独立分析问题的

伯塔省，丰富的石油等矿产资源带来巨大财富

能力。二是绿色证书培训。其目的主要是做好

的同时，也造成了土地、水资源的污染和浪费，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场主农业生产的实

因此必须加强土地利用技术的开发研究，加快

用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能力。采用培训者自学

土地生产能力恢复。

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从开展实用技术、技术

五是私人农业科技专家。这些人利用个人

指导和经营管理三个层次出发，培训内容体现

在农业科技领域的专长从事农业新科技的田间

实践性、操作性和社区参与性。参与培训的学

使用的指导，参与农业科技的推广与使用。这

员必须同时通过基础理论知识培训和实际操作

五部门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合作，共同参

测评两个环节才能获得绿色证书。迄今为止，加

与农业新技术田间示范和推广工作，在农业服

拿大通过绿色证书培训制度，已经为农业生产

务的地位上五者是友好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领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专项才能和管理才能的

（二）农业科技推广方式灵活

农场主，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

加拿大每个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部门，根据

是发展田间诊断学校。加拿大已经建立了 9 所

新技术的特点，采取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推

田间诊断学校，由政府牵头，各级协会、农业

广方式。经常采用的主要有面对面的推广、示

专业服务公司和农场主共同参加的田间学习活

范性推广、项目式推广、传统手段推广和电视

动，其活动经费完全由参与者自愿捐助，政府

电话推广等五种。面对面的推广主要是省和地

提供政策支持。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学习内容齐

区农业管理部门选派到各户的农业专家或专业

全，通过正反农业生产试验案例学习农业生产经

技术人员，直接为农场主提供技术咨询、辅导

营活动，充分发挥眼见为实、活学活用，扩大示

和服务，当面解决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具体

范的作用。四是电脑网络咨询活动。加拿大农业

应用问题。示范性推广主要是针对新技术，先

生产信息化程度相当高，为农业科技推广注入了

选择示范户或大学的示范性农场进行试点推广，

新的活力。目前，15% 的农户或农场主加入到互

成功后通过他们的示范再大范围地推广实施。项

联网中，能够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全国或

目式推广方式主要以农业生产项目为纽带，由

全世界各种先进的农业科技，并应用于农业生产

农场主自愿决定是否参与或者参与项目的程度，

经营的每个环节之中。

在项目运营中自主自愿接受相应的培训。传统
手段和电视广播等方式是比较常用的农业科技

（四）农业推广队伍精干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综合业务能力非常强，

的推广方式，通过印制农业新技术使用宣传手

不仅学历高、综合业务知识扎实，而且经验丰

册、现场展示、电视广播宣传讲解等方式，加

富、资深博学，实操能力非常强。农业技术推

快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与应用。

广人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直接从事技术推广的专

（三）农业科技推广手段多样

家技术人员，只有少数人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加拿大农业科技推广的手段主要通过有计

如阿尔伯塔省共有农技推广人员 225 人，行政

划的技术培训、提供专家咨询、媒体宣传推广

管理人员只有 97 人，不同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

和电脑网络等手段，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传输到

达到 128 人，负责全省农户的技术推广工作。

广大农场主手中。一是通过 4H 活动培养农村

他们还与生产协会、科研单位保持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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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掌握最新的农业科技动态。从事农技推广

和运行模式，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的效率和效果。

的专家类型多种多样，专家负责的区域也会因

（二）重视农业科研，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地制宜、科学配制，都是以服务于农业科技推

一是进一步明确中央层级的农业科技研发

广为天职，开展本地区或跨区服务，并且具有

的主体地位，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资；鼓励农业

非常高的协同精神。

企业积极参与农业科技研发，健全农业科技成

（五）农业生产者综合素质高
加拿大的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人

果市场化的转化机制，确保农业企业科技成果
的转化收益。二是突出省级政府的农业科技推

少地多，以农场经营为主。每个农场的规模较

广功能，健全各地区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或组织，

大、机械化程度和信息化水平都比较高。加拿

使之成为科研成果与农民对接的桥梁。三是提

大是 12 年的义务教育，不仅是免费的，而且

高农业科技推广的信息化水平，特别是加快农

还是必须的。因此，确保了农场主都是高中学

村地区互联网建设，丰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

历以上，40% 左右的农场主具有大学文凭。学

渠道，提升科研成果的信息传播系统化和速度

历高也决定了他们对农业新技术接受能力较强，

化。四是建立一支专、兼职相互结合的，高素

同时对农场的管理水平也比较高。农业生产者

质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确保他们的社会地位

经常参加各种技术培训，提高职业技能，农业

和工资收入，增强工作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

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高。高素质的农业科技推

转化效率，确保农业科技推广落到实处。

广的接受者，可以不断提高对农业高新科技的
理解应用能力，还可以加速这些高新技术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提高把握市场需求的能

（三）构建多元化推广方式，提高农业科技
推广的针对性
加拿大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采用了有针对

力，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优化农业生产资本、

性的推广方式和推广手段，使农业科技推广更加

人才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帕累托改进，进

便捷高效。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地理环境和

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自然环境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各地区的农业生

三、加拿大农业科技推广的启示

产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更应该采用灵活多变，
有针对性的农业科技推广方式。一是因地制宜，

从加拿大农业推广的特点可以看出，农业

选择农户乐于接受的农业推广方式。根据农户

科技推广充分展示了高度信息化、人才专业化

的不同生产方式和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差异，采

和技术市场化的特征，同时还充分体现了农业

用不同的推广方式。二是形成政府主导推广方

科技推广队伍高效严谨的工作作风。我国与加

式为主，其他社会团队共同参与等多种方式为

拿大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特别是在农业生产

补充的多元化推广模式，从多种视角、多渠道、

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多方式确保农业科技落到实处。三是结合农业

但是加拿大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还是有许多地

生产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特点，根据农业

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生产者实际情况，采用提前培训、现场指导和

（一）增加资金投入，强化政府科技推广的
主导地位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中的财政投入力度较大，
保证从业人员在科技推广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
确保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对设备设施等装备的
供给。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农技推广过程的主导

模拟示范等灵活多样的推广手段，更加便于使
用者掌握各种农业科技具体应用技巧和应用方
法，缩短农业科技转化时间，多方面提高农业
科技推广的针对性。
（四）加强农业科技教育、提高农业生产者
综合素质

地位，充分发挥各参与方的积极性，彻底从体

一是夯实农村义务教育，在条件成熟的区

制上改变目前农业科技推广中的计划经济特征

域可优先考虑实施 12 年义务教育，整体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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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红：加拿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特点与启示
农村教育水平，夯实基础知识，进一步提高农

式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信息采集方式，建

业从业者的综合素质；二是加强农业科技教育，

立健全农情调试系统，提高信息调度的及时性、

普及农业生产的基础知识，提高农业生产的科

准确性和系统性，最终实现农业科技供需均衡，

技含量；三是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政府可以定期

确保将提升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落到实处。

或不定期的举办实用农业技术培训，通过现场
辅导等“干中学”的在职培训方式，提高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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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和范围，又要充分利用传统信息搜集方
（责任编辑  任卫娜）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in Canada
CHEN Ya-hong
(Agriculture Bureau in Pingdingshan, Pingdingshan Henan 467400, China)

Abstract: Canada had improved the efficien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system,
which ensured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in tim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tension system had man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diversified
agency, the flexible way, the diversity means, the efficient team and agricultural producers with high
quality et al.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China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tension system.
Keyword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mode; morden agriculture;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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