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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作物（包括园艺作物、热带作物、杂粮作物、特色

经济林以及大田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态位互补。实施主要经

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着力突破制约主要经

济作物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提高经济作物产量、产品品质

和经济效益，对于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满足人

民多元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专项以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提质增效”为目标，围绕“基

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典型应用示范”全创新链进行系统部

署。专项实施将通过创新优质高产、提质增效的理论和方法，提

升我国主要经济作物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通过研发高效快速的

育种新技术，结合常规改良途径，创制一批性状优良的新种质，

选育若干适合机械化生产、抗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突破性新

品种；通过集成良种繁育、轻简高效栽培、产品加工增值、防灾

减灾等关键技术，建立全产业链的示范模式，最终实现主要经济

作物产业提质增效，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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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接续推进脱贫地

区发展，围绕专项总体目标，结合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

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链条的特点与规律，在前期部署基础研究类、

共性关键技术类和应用示范类 3批项目的基础上，2021年度拟发

布 4个应用示范类任务方向，其中指南方向 1、2、3为定向择优

项目，指南方向 4为公开竞争项目。针对地区特色经济作物产业，

开发和集成优质轻简高效栽培技术并示范推广，解决特色经济作

物机械化水平低、产品品质和种植效益下降等问题，提升产业综

合效益，为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提供科技支撑。拟安排国拨经费 0.55亿元。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1

—2023年。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

过 10家。

本专项 2021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杂交构树产业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杂交构树耐寒性差、产量品质不稳定、原料

收储加工成本高、产业综合经济效益低等问题，开展构树耐寒性

状形成遗传基础关联分析，采用遗传杂交、基因编辑等手段创制

新种质，通过田间耐抗性表型分析结合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筛选

耐寒饲用杂交构树新品种（系）；研究杂交构树干细胞诱导和分化

形成机制，整合现代工厂化基质育苗技术，集成创新组培容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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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生产技术；研究机械化高效种苗栽植、种植密度合理配置与

高光效利用、水肥需求规律与水肥一体化高效施用和节水等技术，

构建土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丰产高效栽培模式；研究刈割频次、

留茬高度、采收时期、植株部位与产量和品质均衡动态规律，建

立标准化原料生产技术体系；研究杂交构树高效无损收割及适应

不同种植区域的行走动力底盘系统技术，开发具有多种集料方式

的联合采收技术装备；研究杂交构树茎叶低温烘干技术，开发杂

交构树低温烘干装备；集成育、繁、种、采等关键技术，形成杂

交构树产业增值综合解决方案。

考核指标：创制耐寒极端气温-20℃以上杂交构树新种质 3

个，筛选耐寒极端气温-25℃、产量提高 5%以上（每亩由 6000 kg

提高至 6300 kg）杂交构树新品种（系）1~2个；开发杂交构树高

效干细胞种苗繁殖技术体系 1套，制定种苗繁育与质量分级标准

各 1项，建设年产 1000 万株级以上组培苗生产线 1 条，降低育

苗成本 15%以上（每株由 2.0元降至 1.7元）；研发我国东部、中

部、南部、西部等主产区杂交构树丰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各 1套，

产量提升 20%以上（每亩由 5000 kg提高至 6000 kg），形成品质

均一稳定的高质量构树原料产品；研发杂交构树联合收获及烘干

设备 2种以上，制定标准 2项，授权相关专利 5项以上；技术帮

扶杂交构树相关企业 10 家以上，技术培训推广骨干和致富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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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人以上，增收 2000元/人·年；建成 1000亩以上标准化种植和

产业链技术集成示范基地 3个以上，累计辐射推广 10万亩以上，

为杂交构树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提供科技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项。

项目申报要求：由国家乡村振兴局组织申报。

2. 林下中药材优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以林下荫生中药材三七、黄精、白及、重楼、五

味子、猪苓为对象，针对其种植存在的连作障碍、品质下降，以

及山区林下资源丰富但农民职业技能匮乏、产业科技基础薄弱等

问题，探明药材生物学特性与林下生境耦合、药材与林下生物多

样性相生相克的原理，开发优质栽培、有害生物安全防控、养分

高效管理等关键技术，构建林下中药材优质安全生产新模式；建

立基于有机认证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全程追溯保真体系，基于仪

器分析技术的产地溯源、品质评价及农药和重金属检测体系；构

建针对山区群众的林下中药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在山区建

立林下中药材增值增效新模式示范区。

考核指标：探明林下三七、黄精、白及、重楼、五味子、猪

苓等药材优质安全生产的主要原理，建立包括种苗健康繁育、林

下生境选择、轻简化栽培、有害生物安全防控、养分高效管理、

产地加工等关键技术在内的林下中药材优质高效生产模式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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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 6项；建立药材产地溯源、品质检测及农药和重金属检

测等技术体系 6套；构建融合科研单位、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增值增效新模式 2~3种；在云南省澜沧县、会泽县及陕西省柞水

县建立林下中药材生产示范区，每个县示范 2种以上林下中药材，

核心示范面积不小于 1000亩，辐射带动不少于 5000亩，与传统

种植模式相比，减少成本 20%以上，减少农药化肥投入 50%以上，

品质提升 20%以上，产值提升 30%以上；培训林下中药材产业职

业农民 300人/年以上，带动 3000户以上农民增收致富。

拟支持项目数：1项。

项目申报要求：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申报。

3. 西藏青稞和饲草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青稞和饲草（饲用燕麦、小黑麦、早熟禾、箭

筈豌豆、苜蓿）为研究对象，针对青稞抗倒伏品种与高效栽培与

加工技术缺乏、牦牛育肥优质饲草不足等问题，以研究集成骨干

优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优质产品加工技术为核心，筛选青稞

高秆抗倒高产新品种，研发精量播种、抗倒伏高产栽培及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创制特色优质食饮产品并应用示范；筛选

饲草优质品种，研发配套轻简高效生产技术和优质饲草产品，并

在牦牛产区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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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筛选高秆抗倒、优质高产（河谷农区单产潜力突

破 405 kg、高寒干旱半农半牧区单产提高至 265 kg）、粮草兼用的

青稞新品种（系）2~3个，研制轻简化、标准化、全程机械化高

效生产技术规程 3~5个，开发青稞食饮品 2~3个并制定技术标准

或规程 2~3项；筛选适于高寒牧区种植的饲草品种（系）5个以

上，研制轻简高效种植模式和技术规程 3~5项，引进改装栽培机

械 2~3台（套）。建立 10个 0.5万亩的示范基地，节本增效达 15%，

研制的青稞食饮品加工技术并转化，实现增效 15%；在 3个牦牛

主产区各建立 1个 2万亩的优质饲草高产栽培技术示范基地，研

发饲草产品 3~5个，蛋白质含量增加到 8%，并集成示范应用；

培训技术人员 200人次、农牧民 1000人次；筛选的青稞和饲草

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辐射推广 50万亩，实现增效 10%，为西藏

青稞和饲草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科技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项。

项目申报要求：由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组织申报。

本专项 2021年度公开竞争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4. 特色经济林产业链一体化示范

研究内容：以茶、油茶、核桃、枣、花椒为对象，针对专用

品种普及率低、采后处理技术滞后、产加销脱节等问题，基于优

良专用品种应用，集成轻简高效栽培、绿色采收处理、初加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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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标准化、智联物流一体化的全产业链生产技术，构建加工企业、

原料基地、合作社和农户共同参与的全产业链经营协作模式，建

立县域产业示范区，推动特色经济林产业链延伸，提高产业综合

效益。

考核指标：建立特色经济林优良品种、高效生产、采后处理、

产品营销等一体化产业示范区 4~6个，每个示范区培育 1个知名

品牌和 1 个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每个示范区 5000 亩以上，产量

提高 10%以上，效益提高 10%~15%；建立采后处理和初级产品

生产线 8条以上，开发新产品 12~15个，产品增值 20%；形成特

色经济林产品技术规程 5项以上；培训特色经济林生产和加工技

术能手 2000人次，带动 5000户农民增收，为特色经济林提质增

效提供全产业链一体化示范模式。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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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

2.“特色经济林产业链一体化示范”项目要有龙头企业牵头

（须出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和龙头企业证明）或作为主要参加

单位参与申报。至少在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或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或创新型县（市）等创新基地建立一个示范点。

3.企业牵头的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自筹经费

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项目申报中央财政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须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并明确经费数额。参与申报的企业自

筹经费与企业申报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须出具有效的

经费来源证明并明确经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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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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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

与申报项目（课题）。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项目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

要求。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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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李华锋、李董，电话：010-5919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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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1 邓秀新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2 郭旺珍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 教授

3 喻景权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教授

4 孙日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研究员

5 杨亚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研究员

6 刁现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7 裴 东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 研究员

8 谭晓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 教授

9 田志喜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

10 周广胜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1 霍治国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2 李绍华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13 郝小明 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14 韦 霄 中科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15 魏建华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

16 尚晓冬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研究员

17 张福跃 山西省农科院高粱研究所 研究员

18 张正竹 安徽农业大学 教授

19 吴茂玉 济南果品研究院 研究员

20 周 会 广西农科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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