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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备案制度的实施、收储政策的改革和种植结构的调整，种子产业市场化的发展步入新常态时期，品种井喷、渠道
增加，种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拉动服务意识逐步提升，试验、示范、推广三步走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的重要性尤为凸
显，提早启动市场是各种业公司的共识，而品种田间观摩测产会是启动市场的主要环节。系统总结了从业近 20 年的玉米田间

观摩测产会的心得，为行业同类型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对实际工作有着较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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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誉为黄金产业的种子产业随着市场化

摩测产会相关工作进行分享。

的发展步入新常态时期，品种类型日益丰富、推广渠

什么是田间观摩测产会

道逐步完善、市场竞争走向规范、服务意识逐步提升

1

农作物田间生长过程中，选择在作物生长发育

等都推动了种业快速发展，从而也使市场竞争的激

比较重要的能够体现产品特点和优势的生长阶段，

励程度加剧，试验、示范、推广三步走的农业科技成

组织消费者、渠道商和利益相关者进行田间观摩和

果转化路径在新常态下的重要性尤为凸显，而品种

产量测评，对产品的栽培技术进行培训，对产品优

田间观摩测产会是示范与推广环节的桥梁和纽带，

点进行传播，从而达成销售的一种体验式会议营销

是产品迈向市场的关键环节。现就玉米品种田间观

方式。

产企业、流通运输部门对植物检疫法规、条例的认

检换证办理调运检疫证，没有进行产检的种子，必须

识，增强配合植检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进行室内检疫合格后办理调运检疫证。三要做到市

“两个建设”就是植物检疫实验室建设和检疫

场检疫勤。在种子生产、销售的不同时期积极与种

队伍建设。一是要加强区级植物检疫实验室建设。

子管理、市场管理、交通运输等部门配合，开展多层

配备检疫专用设备，特别是各类检疫性有害生物的

次、大范围、多形式的植检执法监督检查，加大对种

快速检验、检测设备和技术。二是要加强检疫队伍

子市场的监督力度，杜绝漏报、漏检、无证调运、逃检

建设。植物检疫工作是一项业务性非常强的工作，

现象出现，提高执法频次，保证农业生产安全。

不仅要求检疫员具有一定的执法水平，更要有较强
的专业知识。首先要保证队伍稳定；其次要增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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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田间观摩测产会的特点与优势

田间观摩测

保障，一般遵循如下原则：宁缺毋滥选对人，价值认

产会具有产品特性的直观性、综合表现的真实性、观

同好做事；技术推广做媒介，服务乡邻地位高；会议

摩群体的参与性和优势口碑的传播性四大特点。能

动员做培训，利润刺激兴趣浓；产品优势亲体验，后

够很好地、真实地展示产品综合优势，并达到受众认

顾之忧有保障；示范带动开好头，促销品上做文章；

可和广泛传播。

阶段考核评选优，激励先进奖模范；认同事项规范

1.2

田间观摩测产会的主要作用

田间观摩测产

化，立字签约效果强。
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激励政策

会主要有四大作用：传递信息，宣传品牌；技术服

观摩测产会

务，推广产品；展示优势，达成订单；拉动需求，创造

是以展示产品优势，达成销售订单为目的，无论是对

销售。

于渠道商还是消费者来说，切实可行的激励政策有

2

2.1

如何开好田间观摩测产会

2.1.1

会前准备
选点

助于会议顺利召开和销售的达成。激励政策的制定
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明确公司要达成的目标；了解

选点的重要性

选择观摩测产点是

成功的主要因素，选点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3 个方

激励对象市场特点；掌握激励对象真实需求；挖掘激
励对象的实际潜能；抓住激励对象关注焦点；避免与

面：一是观摩测产点是展示产品优势的先决条件；二

同业激励同质比拼。

是观摩测产点是会议召开成败的关键因素；三是观

2.1.3

摩测产点承载着第一解说员的重任，好的观摩点是

介绍产品的单页、条幅、宣传画、喷绘布、彩旗、音频、

“会说话”的。
选点的原则

会场布置

宣传品及相关设备的准备

包括

视频材料；烘托气氛用的彩虹门、发电机 鼓风机、展
选择观摩测产点要遵循如下原

示台和观摩走道、地毯、音响、话筒、相机；测产用的

则：在产品表现优势区域选点；在主要运作市场选

米尺、称、笔、本、大白纸、纱网袋、电池、测水仪、脱粒

点；在土地集中乡村选点；在易于观摩的地方选点。

机械、计算器等；会议预定用的政策墙、登记簿、纪念

这样选择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做到观摩、推

品、抽奖箱、奖品以及包装展示样、种子展示样等；整

广互相衔接。

理地块用的镰刀或者剪刀、绳子或铁丝、卷尺、脱粒

选点的标准

一般遵循以下 5 条标准有利于选

设备、塑料布等。另外准备车辆、手机信号干扰器和

择更加有代表性的观摩点：土地肥沃，生长旺盛；整

必要的常用药品，还可以邀请权威专家、地方媒体等

齐一致，优势明显；核心农户管理到位；密度最佳，优

参与。

势突出；面积适宜，影响力大。
选点的主要途径

会议内容的准备

选择好玉米品种观摩测产

点的途径主要参考如下 6 条：针对策划早安排，示范

会议内容是吸引消费者进

入会议状态和产生购买动机的催化剂，精心准备会
议内容至关重要，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会议流程科

田中找惊喜；销售过程做档案，种植大户奇迹多；播

学合理有逻辑；技术课件生动鲜明有内涵；问题问答

种环节抓密度，优生优育好成才；苗情回访有记录，

简明扼要有意义；测产地段方便高产有效益；预定方

科学管理创高产；高产创建评大奖，重赏迎来丰收

式独特实用有引力；不定因素化解处理有准备。

田；严格标准多选择，合适为王优选优。
2.1.2

渠道动员

如何调动代理商渠道积极性

参会人员的选择与通知

参会人员的质量决

定会议订单成功率，选人要针对农村经纪人、种植能

代理商是观摩测产会议的主要推动者，调动渠道商

手、核心农户、同一产品种植者、新型农民、渠道商亲

的积极性对会议的推进和成功与否非常关键。调动

属等进行重点选择。在参会人员通知方面，一般至

渠道的积极性主要参照如下途径：划定区域，明确权

少要提前 3~5d 沟通，采取如下途径效果显著：电话

责；模式认知，价值认同；全局规划，阶段引导；政策

通知锁定忠诚农户；宣传广播带动意向农户；张贴海

扶持，目标激励；提升发展，共享共赢。

报面向潜在农户；会前拜访圈定重点农户；渠道分头

怎样动员终端零售渠道

终端零售渠道是与

消费者对接的环节，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和行为，
动员终端零售商的配合度是观摩测产会召开的主要

带动周边农户；特殊政策确定带头农户。
会场布置注意事项与观摩田的整理

会场布

置重在烘托氛围，在布置的时候要注意 4 个突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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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品牌和产品优势，突出产品 1~2 个鲜明特点，

成销售。在会议中要围绕订单抓住消费者以下购

突出预定政策诱惑力，突出隆重欢快喜庆气氛。观

买信号：农户开始计算所需产品数量；农户寻求种植

摩田的整理突出干净整洁、特点鲜明，做到去除地头

帮助；农户询问哪儿买产品；农户询问关于都谁种

株，留片空阔地，以供合影测产；去掉穗上秆，打掉穗

过；农户作出正面的积极陈述；农户的肢体语言、行

下叶，便于观摩脱粒；剥开玉米穗，露出玉米粒，利于

动（如记下价格）；农民询问价格和产品优缺点时；

直观了解；除去杂乱草，拔掉弱病株，体现产品优势。

农户在和自己种植的品种进行对比。会议中当购买

2.2

信号出现时会议组织者要善于捕捉并利用头羊带

2.2.1

召开观摩脱粒测产会
观摩脱粒测产会的成功关键点

会议的召开

动、预定奖品刺激、大额订单抽奖、价格优惠保障、

务必做到环环相扣，做到准备充分、预案全面，抓住

订单数量把控、技术服务承诺等措施力争达成即时

如下关键点：提前测好产，心里有底数；把控时间关，

订单。

六十是大限；农民多参与，感知大优势；抓好带头人，

2.3

牵住领头羊；互动调气氛，奖品不含糊；直观看特点，

2.3.1

高产有力度；观摩加测产，优势带订单。

预定新产品的时候都持谨慎心理，一般只订自己总

2.2.2

需求的一小部分，同时参会人员的范围毕竟是有限，

怎样体现和讲解产品优势

一个优秀的会议

讲师会使会议效果事半功倍，观摩测产会中如何切
入消费者心理，针对性讲解产品才能抓住痛点，挖掘
需求，以下方式可供参考。针对当地的主要病虫害

会后跟踪与服务
怎样利用订单追加二次订单

大部分农户在

可以通过回访和二次拉动以得到更多消费者的了解

和认可，从而再次拿到订单。以下是二次拿单的 5
个方法：加强对订单农户回访，追加二次订单；利用

讲解产品优势；针对当地的栽培方式讲解产品优势；

大额订单农户影响发展周围订单；对有影响力的订

针对观摩点看得见的特点讲解产品优势；针对产品

单农户出台发展订单政策；设定阶段订单促销活动，

特点与实际效益结合讲解产品优势；针对与周围地

出台刺激政策；对参会未订单的农户进行拜访，解除

块对比来讲解展示产品优势；专家与相关者从不同

疑虑，达成订单。

角度讲解产品优势。

2.3.2

2.2.3

做好田间脱粒测产，提升观摩效果

一般的

新品种观摩会都是田间观摩讲解宣传后就结束了，

会议效果的扩大与利用

会议效果的扩大与

传播一般有 4 种方式：利用会议资料与素材，制作地

方宣传品使用效果更好；对会议过程结果进行总结，

这样的会议农民多次参加印象模糊，对品种缺乏深

形成样板案例共享更有说服力；通过对录像图片进

刻的记忆，而通过脱粒测产的方式让农民参与进来，

行剪辑，制作视频新闻材料更真实可靠；对观摩点和

感受产品高产的魅力，加深了印象并提升了观摩效

订单利用，形成口碑传播方式更有影响力。

果。一般田间测产主要有以下 2 种方式：
（1）固定

随着种业步入新常态，新品种的推广难度不断

果穗测产法。随机取一定数量的玉米果穗进行现场

提升，尽管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层出不穷，田间观摩测

脱粒测产，然后按照实际密度进行推算产量的方法

产会依然是非常有效的展示促销方法，正可谓，
“品

（如百穗测产）。（2）小区实收测产法。在观摩测产

种推广有诀窍，观摩测产效果好；地块选择是关键，

地块选择一定的面积区域，将玉米果穗全部收获实

渠道动员助波澜；会场布置讲方法，流程策划有门

际脱粒后计算小区产量，从而推算产量的方法（如

道；先观后摩展优势，一脱成名产量高；抓好时机把

半分地测产）。

单定，跟踪服务达目标！”

田间脱粒测产一般按照“十步法”程序进行：划
定测产面积；农民竞猜产量；选农民测产员；准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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