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市发〔2020〕1 号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科技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关于认定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第三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 (农牧)、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

(局、委、办),林业草原、发展改革、财政、科技、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水利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黑龙江省农垦

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长白山森工

(林业)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开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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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工作的要求,根据《农业农村部 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科技

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农市发〔2019〕3 号)和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经县市(垦区、林区)申请、省

级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决定认定四川省广元市朝天

核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 83 个地区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第三批)(见附件)。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的重要性

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建设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对各级

党委政府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

义,也是各有关部门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充分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迫切需要。 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把此项工作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采取有力措施抓

实抓好。

二、扎实推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的重点工作

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市场导向和

绿色发展,以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比较优势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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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以农民增收为目的,发展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培育塑强特色

农业品牌,建立农民能够合理分享二三产业收益的长效机制,提高

特色农产品的供给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要在完善标准体系、强化

技术支撑、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品牌建设、培育经营主体、强化利益

联结等方面统筹推进,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重点建设完善标准化

生产基地、加工基地、仓储物流基地,构建科技支撑体系、品牌建设

与市场营销体系、质量控制体系,推进形成产业链条相对完整、市

场主体利益共享、抗市场风险能力强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三、切实抓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的组织领导

各地要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为指导,进一步

做好产业布局,推动有条件、适宜发展特色产业的县市编制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科学有序推进产业发展,坚决杜

绝重认定申报、轻建设管理的现象。 要进一步强化对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建设工作的统筹协调,发挥好政府主要领导牵头、行业管理

部门具体落实、相关部门支持配合的组织协调机制,出台相关配套

政策,引导和支持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参与,增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省级农业农村、林业草原、发展

改革、财政、科技、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推动出台适宜本地特色

产业发展的支持性政策,打造特色鲜明、优势聚集、产业融合、市场

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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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第三批)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科　 技　 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水　 利　 部

2020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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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第三批)

1.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核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参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 山西省临猗县临猗苹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梅里斯洋葱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5.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大樱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 四川省通江县通江银耳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 四川省凉山州凉山桑蚕茧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8.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大同黄花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9. 山东省肥城市肥城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0. 云南省勐海县勐海普洱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1. 安徽省六安市六安瓜片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2. 贵州省湄潭县湄潭翠芽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3. 河北省兴隆县兴隆山楂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4. 安徽省宁国市宁国山核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5. 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鸡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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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月柿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17. 河北省隆化县隆化肉牛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8.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油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六堡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0. 山西省隰县隰县玉露香梨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1. 吉林省通化县通化蓝莓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2. 湖北省赤壁市赤壁青砖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3. 吉林省集安市集安人参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4. 湖北省通城县黄袍山油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5. 河南省西峡县西峡猕猴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6. 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容县沙田柚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7. 山东省胶州市胶州大白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8. 山西省安泽县安泽连翘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9.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百色番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0. 陕西省眉县眉县猕猴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1. 浙江省庆元县、龙泉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庆元香菇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32. 重庆市永川区永川秀芽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3. 河北省巨鹿县巨鹿金银花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4. 江苏省兴化市兴化香葱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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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全州禾花鱼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36. 四川省宜宾市宜宾早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7. 陕西省紫阳县紫阳富硒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8. 湖北省蕲春县蕲艾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9.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广丰马家柚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0. 湖北省洪湖市洪湖水生蔬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1.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2. 浙江省磐安县磐五味中药材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3. 重庆市万州区万州玫瑰香橙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4.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榛子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5. 广东省德庆县德庆贡柑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6. 贵州省麻江县麻江蓝莓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7. 福建省平和县平和蜜柚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8.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呼伦贝尔草原羊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49. 山东省烟台市烟台苹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0.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海葡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1.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增城区广州荔枝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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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洋芋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53. 江西省广昌县广昌白莲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4.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阿拉善白绒山羊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55. 浙江省常山县常山油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6.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琅琊区滁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7. 广东农垦湛江菠萝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8.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盐池黄花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59. 青海省共和县龙羊峡三文鱼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0. 河北省深州市深州蜜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葡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62. 江苏省溧阳市溧阳青虾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3. 江苏省宝应县宝应荷藕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4. 贵州省盘州市盘州刺梨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5. 黑龙江省讷河市讷河马铃薯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6.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葡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7.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武都花椒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8.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板栗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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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河南省焦作市怀药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0. 陕西省商洛市商洛香菇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1. 陕西省韩城市韩城花椒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2. 福建省安溪县安溪铁观音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3.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黑木耳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4. 吉林省前郭县查干湖淡水有机鱼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5. 山东省夏津县夏津椹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6. 黑龙江省虎林市虎林椴树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7. 天津市西青区沙窝萝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8. 福建省连江县连江鲍鱼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9. 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长白山桑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80. 青海省祁连县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8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吉沙县英吉沙杏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82. 西藏自治区亚东县亚东鲑鱼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83. 海南省东方市东方火龙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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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 年 2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