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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科技服务类项目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巩固拓展科技扶贫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激

发各地创新创业活力，激励广大科技人员依托“四川乡村振兴科

技在线”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参与科技服务，根据《四

川省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十六条政策》（川委办〔2016〕47号）、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川科计〔2018〕4 号）以及

《四川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科技项目管理细则》（川科农〔2021〕

19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科技服务类项目（以下简称“服

务类项目”）是指信息员、专家通过在线平台解决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普通农户等农业科技问题所获得的后补助

项目，包括信息员服务补助、专家一般技术服务补助和专家重大

技术服务补助三类。服务类项目不通过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申报。

第二章 信息员服务补助

第三条 信息员服务补助是指信息员通过在线平台，为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普通农户等服务对象采集、上报需

求，传达专家解决方案并协助专家解决问题所获得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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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信息员有效信息服务完成量小于 5 条/年的不予补

助，达到 5条/年的补助 300元/年/人，超过 5条按 30元/条累加

补助。信息员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0元/年/人。

第五条 县级运管中心从针对性、实效性、真实性、完整性

等方面，对信息服务作出是否满足补助要求的判定，判定时应突

出有效性。对符合要求的信息服务纳入申领范围；科普性、常识

性的咨询信息不作为有效信息，不纳入申领范围。

第六条 信息员服务补助申领工作流程如下：

（一） 科技厅印发申领通知；

（二） 县级运管中心审查程序完整的在线服务，初审提出

符合条件的有效服务信息员申领名单；

（三） 市（州）级运管中心审核全市（州）有效服务信息

员申领名单，提出申领意见；

（四） 省级运管中心审核全省有效服务信息员申领名单；

（五） 科技厅确定补助方案，按程序划拨补助。

第三章 专家一般技术服务补助

第七条 专家一般技术服务补助是指专家依托在线平台，为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普通农户等成功解决产业技

术问题所获得的补助。

第八条 对符合补助要求、质量较高的有效技术服务按 100

元/条给予补助，对科普性、常识性的技术咨询不予补助。专家

一般技术服务补助不超过 5000元/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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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对须专家赶赴现场进行技术咨询服务所产生的差

旅费、租车费，省、市（州）专家由市（州）运管中心支付，县

（市、区）专家由县级运管中心支付。

第十条 县级运管中心从针对性、有效性、真实性、完整性、

时效性等方面，对技术服务进行综合评判，评判时应突出有效性，

对符合要求的技术服务给予补助。

第十一条 专家一般技术服务补助申领工作流程如下：

（一） 科技厅印发申领通知；

（二） 县级运管中心审查程序完整的在线服务，初审提出

符合条件的科技专家有效服务申领名单；

（三） 市（州）级运管中心审核全市（州）科技专家有效

服务申领名单，提出申领意见；

（四） 省级运管中心审核全省有效服务科技专家申领名单；

（五） 科技厅确定补助方案后，按程序划拨补助。

第四章 专家重大技术服务补助

第十二条 专家重大技术服务补助是指专家个人或团队，面

向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具有一定规模和效益的对

象，或面向整市、整县、整乡（镇）、整村，解决了重大产业科

技问题，影响面较大且取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或挽回重大经济损

失的技术服务所获得的补助。专家重大技术服务可以是单次服务，

也可以是多次服务的集成，不局限于从专家一般技术服务中择优

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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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专家重大技术服务原则上每 2年组织评选一次，

每次评选不超过 100项，按 2万元/项进行补助。

第十四条 专家重大技术服务补助申领工作流程如下：

（一） 科技厅印发申领通知；

（二） 各级专家均由县级运管中心推荐，并按申领通知要

求提供必要的支撑材料；

（三） 市（州）级运管中心审核并向省级运管中心推荐；

（四） 省级运管中心组织评选审查，并报科技厅审批；

（五） 科技厅确定补助方案后，按程序划拨补助。

第五章 经费管理与拨付

第十五条 信息员服务补助、专家一般技术服务补助视不同

类型县（市、区）由省、市（州）、县（市、区）按不同比例分

摊。不同类型县（市、区）的具体分摊比例为：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 50 个，省、市（州）、县（市、区）按 100%、0%、0%分

摊；其余农产品主产区县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43个，省、市（州）、

县（市、区）按 70%、30%、0%分摊；城市主城区和重点开发

区县 90个，省、市（州）、县（市、区）按 50%、30%、20%分

摊。专家重大技术服务补助由科技厅负责。

省级项目经费属衔接乡村振兴项目经费，单位不得按一般纵

向项目进行管理，不得计提间接费。

第十六条 信息员、专家（含具有财政工资收入和担任领导

职务的科技人员）获得的补助核增计入工作单位绩效工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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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绩效工资总额基数，不受绩效工资总量限制。

第十七条 信息员服务补助与专家一般技术服务补助每年

划拨一次，专家重大技术服务补助原则上每 2年划拨一次。按以

下渠道拨付补助经费：

（一）信息员及没有工作单位的专家的补助，按属地原则拨

付到县级运管中心。县级运管中心按照补助清单和财务管理规定，

履行拨付手续。

（二）有工作单位的专家及少量具有信息员、专家双重身份

的人员，其补助按归口原则拨付到专家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支付

到专家个人。

第十八条 各单位应将支付结果向同级运管中心报告，逐级

上报到省级运管中心，省级运管中心向科技厅报告。各级运管中

心应督促协调补助资金足额兑现到位。

第六章 激励与约束

第十九条 对服务业绩突出的专家、信息员、运管中心工作

人员，优先推荐评选科技特派员等先进个人，并优先推荐专家为

科技部“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科技

人员选派对象；对组织工作得力、成效显著、服务量排名靠前的

各级运管中心、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优先推荐评选科技特派员

等先进集体，并在四川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科技项目的安排上给

予倾斜支持。

第二十条 鼓励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将科技人员参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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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平台工作纳入单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有关单位在

年终评优中拿出专门指标，用于对参与在线平台工作并取得显著

成效的科技人员；鼓励有关单位在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条件中，将

在线平台服务成效显著的视为服务基层、推广服务的有效条件。

第二十一条 将各地“四川乡村振兴科技在线”任务完成情

况，纳入对市（州）、县（市、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的年

度考核。

第二十二条 对运管中心、科技专家、信息员工作不主动、

不及时、不到位等行为给予通报批评；对骗取、套取、虚报、伪

造信息服务者，依法依规追回资金。对违规违纪违法的，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处理。

第七章 工作监管

第二十三条 各级运管中心是服务类项目执行主体。科技厅、

财政厅负责项目执行监督检查。地方各级科技、财政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日常监管。

第二十四条 县级运管中心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对服务标

准评判严格把关，做好补助申领工作。电话回访要全覆盖，现场

回访率不低于 15%，重大技术服务补助应全部现场考察。

第二十五条 市（州）级运管中心应做好沟通协调，严把审

核关，抽查和现场回访率不低于 5%，对辖区内重大技术服务补

助应全部现场考察。

第二十六条 省级运管中心应做好顶层设计和决策服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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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工作指导和督导，组织开展培训工作，并开展服务类项目抽查

检查，对重大技术服务补助现场考察不低于 10%。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由科技厅负责解释，自 2021年 12

月 8日起施行。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 11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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