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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3年　第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第九批）已经2013年3月20日农业部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5月12日起施行。

    部长  韩长赋

                                  2013年4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 
（第九批）

属或种名 学  名

芥菜 Brassica juncea (L.) Czern.et coss

芥蓝 Brassica alboglabra Bailey L.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樱桃 Prunus avium L. 

莴苣 Lactuca sativa L.

三七 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 Chen

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L.

冬瓜 Benincasa hispida Cogn.

燕麦 Avena sativa L. & Avena nuda L.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L.

万寿菊属 Tagetes L.

郁金香属 Tulipa L.

烟草 Nicotiana tabacum L. & Nicotiana rust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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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决定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的意见

农市发〔201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

（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部机关有关司局、部直属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2〕23号）要求，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准确把握新时期推进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农业信息化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以信息化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高瞻远瞩。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表明，信息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手段，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四

化同步”的发展战略，为全国上下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和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必须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

（二）推进农业信息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发展现代农业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也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不断加深，

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市场等多重约束。大力发展农业信息化，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深度

融合，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标准化、智能化、集约化、产业化和组织化水平，努力提升资源利用率、

劳动生产率和经营管理效率，是我国农业突破约束、实现产业升级的根本出路。

（三）推进农业信息化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当前，农业农村信息服务基础薄弱，农民信

息获取能力差、信息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大力发展农业信息化，加

快建立低成本、多样化、广覆盖的“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和有利于农产品顺畅销售的电子商务体系，为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及时有效、适用性强的政策法规、生产技术、市场流通等信息服务，是培育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综合劳动技能和市场营销能力，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的有效途径。

（四）推进农业信息化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仍

然十分突出，城乡数字鸿沟、信息孤岛仍然普遍存在。大力发展农业信息化，全面提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

能力，努力提高农村经济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产经营和文化生活的

信息需求，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民群众公平地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是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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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决定

二、理清思路，明确推进农业信息化的指导思想、 
战略目标和基本原则

（五）指导思想。按照党的十八大“四化同步”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

两个持续提高”目标，强化顶层设计和应用示范，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水平，深入推进农业电子

政务和信息惠农服务，促进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融合、与农民生产生活相融合，全面支撑现代农业和城

乡一体化发展。

（六）战略目标。以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为目标，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引领农业产业升级；以促进农业经营网络化为目标，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促进农产

品产销衔接；以实现农业行政管理高效透明为目标，推动“三农”管理方式创新，切实提升农业部门行政

效能；以提供灵活便捷的信息服务为目标，构建农业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拓宽信息服务领域，提升农民信

息获取能力。力争用五年时间，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融合、与农民生产

生活融合更加深入，农业部门行政效能明显提升，“三农”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农民获取信息能

力显著增强。

（七）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政府引导。强化顶层设计，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充分利用政策支持、项目带

动、典型示范等手段，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二是坚持需求拉动。切实以产业发展和业务需求为

导向，大力推广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机制。三是坚持突出重点。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

势，优先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四是坚持统筹协同。建立高效协

调的工作机制，统筹利用各类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业务工作协作协同，保

障农业信息化健康持续发展。 

三、明确重点，着力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八）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针对当前农业资源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不高等问题，

重点推进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3S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农业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应用，引

导规模生产经营主体在设施园艺、畜禽水产养殖、农产品产销衔接、农机作业服务等方面，探索信息技术

应用模式及推进路径，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九）着力强化市场信息服务能力。针对农产品滞销卖难、市场价格异常波动频繁等问题，完善农产

品监测预警平台体系，优化市场信息采集手段，推动信息发布机制创新，提升市场价格监测预警、价格调

控及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建设完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国际市场价格及产业损害等监测预警系统，实

现农产品进出口决策科学化，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

（十）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信息化水平。加强农业适用信息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不断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科研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重点在农业生产环境和动植物生理感知、农业生产过程

智能控制、农业智能装备及良种繁育信息化等领域取得明显突破。推进农业科研手段信息化，提高农业

科研创新效率。推进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在农技推广服务中的应用，加快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提高农技推广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十一）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手段。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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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开发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系统。探索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农

产品产地准出、包装标识、索证索票等监管机制。加快建设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监管、预警信息系

统，实行分区监控、上下联动。积极推进农资监管信息化，规范农资市场秩序，尽快建立农作物种子监管

追溯系统，加快推进农机安全监理信息化建设，提高农资监管能力和水平。

（十二）持续提升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能力。针对我国动物疫病病种多、病原复杂、防治形势严峻，

农作物生物灾害发生频繁、危害严重、损失巨大等问题，建设国家动植物疫病信息数据库体系、全国突发

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指挥调度平台和动物卫生监管平台，提升我国动植物疫病监测、预警、预防控制、

应急管理、信息传输和灾情发布等方面信息化水平，完善动植物疫病防控网络和应急处理机制，促进动植

物防疫体系建设，增强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能力。

（十三）显著提高农村经营管理水平。针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和土地承包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重点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土地确权登记管理服务、耕地流转管理服务、土地纠纷

仲裁服务、农民负担监管等平台或信息系统，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强化对农村耕地、草地等

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规范经营权流转程序，提升纠纷仲裁效率，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权利，有

效防范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十四）积极探索农业电子商务。积极开展电子商务试点，探索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行模式和相关支持政

策，逐步建立健全农产品电子商务标准规范体系，培育一批农业电子商务平台。鼓励和引导大型电商企业开

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支持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在线交易，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完善农村物流、

金融、仓储体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逐步创建最快速度、最短距离、最少环节的新型农产品流通方式。

（十五）切实提升农业生产指挥调度能力。建设上下协同、运转高效、调度灵敏的国家农业综合指挥

调度平台，进一步推动种植业、畜牧兽医、渔业、农机、农垦、乡企、农产品及投入品质量监管等领域生产

调度、行政执法及应急指挥等信息系统开发和建设，全面提升各级农业部门行业监管能力。完善农业行

政审批服务平台，推进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在线办理，建立和完善农药、肥料、兽药、种子、饲料等

农业投入品行政审批管理数据库，逐步实现农业部内各环节、各级农业部门间行政审批的业务协同，提

高为涉农企业、农民群众服务的水平。进一步加强办公自动化建设，推进视频会议系统延伸至县级农业

部门，加快推进电子文件管理信息化。

（十六）进一步强化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建设国家农业云计算中心，构建基于空间地理信息的国

家耕地、草原和可养水面数量、质量、权属等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基础信息数据库体系；强化农业行

业发展和监管信息资源的采集、整理及开发利用；重视物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应用产生的农业生产环境

及动植物本体感知数据的采集、积累及挖掘；注重开发利用信息服务过程中的农民需求数据，及时发现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动向和苗头性问题；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区域性、专业性涉农信息资源建设，

不断健全农业信息资源建设体系，丰富信息资源内容。

（十七）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优势资源，统

筹各类项目和资金，集成组装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应用示范，全面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信息化建

设，探索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融合的路径、模式与经验，推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率先实现信息化。

四、强化措施，保障农业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

（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部门要将推进农业信息化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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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信息化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观念，切实将推进农业信息化

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将信息化贯穿于农业部门履行职责任务的全过程，贯穿于现代农业建设的全过程，

贯穿于为“三农”服务的全过程。农业部成立农业信息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农业信息化工作，研究重大

问题，审定信息化专项规划和重大工程。在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各司局要强化信息化工作分工与协作，

市场与经济信息司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并负责信息化工作的综合协调和业务统筹，牵头研究制

定农业部信息化发展战略和规划，协调重大工程项目，负责推进信息化基础工作。行业司局负责行业信息

化工作，并依托现有资源推进相关信息化建设。发展计划司和财务司负责协调规划报批和资金筹措，积

极落实相关项目和资金。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相应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

（十九）强化顶层设计。农业部组建农业信息化专家委员会，研究审议农业信息化发展战略，为顶层

设计提供咨询服务。加强重大工程前期工作，集中精力做好各行业、各系统信息化建设需求调研与业务

分析，以智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和金农工程等为重点，加快推进项目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各级农业

部门要按照《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总体要求，围绕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心任

务和“三农”发展的突出问题，结合当地实际，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农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在全面开展

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抓紧编制本地区、本行业发展信息化建设规划，谋划一批切实可行的信息化项目，并

积极推动立项实施。全面组织开展农业信息化评价工作，科学测度信息化水平与绩效，促进现代农业快速

发展。

（二十）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业综合信息服务体系，着力强化乡、村农业信息服务站（点）

建设，探索设置乡镇综合信息服务站和农业综合信息员岗位；加强村级农村信息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

乡村信息员贴近农村、了解农业的优势，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民信息需求。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

村信息站点建设，探索建立可持续运行机制。全面提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构建以12316

热线为纽带，农业专家和信息资源为依托，村有信息点、乡有信息站、县有服务中心、省有云服务平台的国

家“三农”综合信息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全国语音平台体系、信息资源体系、专家队伍体系和门户网站

体系；探索将农技推广、兽医、农产品质监、农业综合执法、农村三资管理、村务公开等与农民生产生活

及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业管理系统植入12316服务体系；推广12316虚拟信息服务系统进驻产业化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效满足其对外加强信息交流、对内强化成员管理需

求。

（二十一）推动试验示范。各级农业部门以支撑现代农业发展为目标，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各类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示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着力探索信息化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打造一批农

业信息化发展典型。农业部组织开展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认定工作和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作，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带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信息化水平整体提升。

（二十二）重视标准与安全。加强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标准应用和实施，夯实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基础。加强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网络和信息系统的防攻击、防篡改、防瘫

痪、防窃密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系统监管，提高风险隐患发现、监测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切实保

障国家信息安全和农业产业安全。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实现信息化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二十三）培育创新体系。加强农业信息化学科体系建设，鼓励建立科技创新和研发应用基地，利用

农业行业科研专项加强信息化创新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及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农业部信息中心、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及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业大学中国

农业信息化评价中心和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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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国家级信息化科研、应用创新基地，培养科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积极与有

关部门沟通协调，强化工作力量。加强各级农业部门信息中心条件建设，更好地为农业行政管理及信息化

推进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撑。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强化对农业行政管理人员、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

村信息员及农民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应用主体的信息素养。

（二十四）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投入保障机制，逐步形成稳定的信息化投资渠道。充分利用现有

各类资金渠道开展行业信息化建设，逐步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财政专项及农业行业科研专项中的信

息化投入比例。积极争取发展改革部门支持，不断提高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保障水平。积极争取财

政部门支持，设立信息化专项工作经费，确保信息化推进工作正常开展，确保利用金农工程等项目建成的

各类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建立健全信息化工程项目和资金统筹机制，切实避免重复投入，提高资金利用

效率。充分调动电信运营商、IT及涉农企业、科研院校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形成政府引导

下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维护市场化，合力推进农业信息化的良好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11日

农业部关于促进茶叶生产 
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农农发〔2013〕2号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厅（委、局）：

茶叶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城乡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近年来，我国茶叶生产快速发展，面积不

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名优茶增多，市场供应充足。但茶叶生产仍存在一些问题，突出的是老茶园面积

较大，单产出现下降，品质效益提升不快，影响茶产业的健康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要在稳定茶园面积的

同时，加强茶园管理，提高单产，提高品质和效益，促进茶叶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一、着力稳定茶园面积。多年来，我国茶园面积稳步增加，特别是2003年以来，茶园面积快速增加，

去年茶园面积达到3500多万亩。目前，一些地方仍在加快发展茶园，面积呈扩大的趋势。要深入实施《全

国茶叶重点区域发展规划（2009—2015年）》，发挥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稳定长江流域绿茶产区，稳步

提升东南沿海乌龙茶产区，适度发展西南红茶及特种茶产区，引导茶产业向优势产区集中。各地要根据资

源条件和市场容量，因地制宜地发展茶叶生产，积极推进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的优化，保持茶园面积的

基本稳定。

二、加大老茶园改造力度。目前，我国有30%的茶园树龄在30年以上，单产低，品质差。要把改造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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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作为今后茶叶生产发展的重点，加快品种改良，提高单产和品质。整合项目资金，引进龙头企业，加快老

茶园的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一批沟渠路配套、灌溉设施齐全的高标准茶园。加快无性系茶树良种的推广，

优化品种结构，改造低产茶园，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力争到2015年高标准茶园比例达到20%、提高5

个百分点，无性系茶树良种普及率达到60%、提高9个百分点。

三、努力提升茶园管理水平。这是加快推广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结合开展

茶叶标准园创建，集成推广关键技术，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提升茶园管理水平。强化肥水管理，尤其要

重视冬前有机肥和春秋季茶叶专用肥的施用，旱季应及时灌溉。推进科学修剪，做到适时、适量、适型修

剪，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进机械采摘。推行适度采摘，名优茶要提倡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减少单芽的采

摘，大宗茶要做到应采尽采，充分利用茶叶资源。加快机械采摘，重点是要研发名优茶采摘的机械，提高

机采水平。

四、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茶叶的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社会极大关注。要大力推

广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生态栽培技术，降低种植环节带来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积极推广杀

虫灯、色诱板、饲放天敌等非化学防控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控害保益。推行科学施药，指导农民

因时因地因虫施药，推广高效低毒的脂溶性农药。加强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以生态区域为单位，

开展绿色防控技术的协作攻关，尽快集成一套高产优质低残留的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五、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引导支持企业和茶叶专业合作社在优势产区建立生产基地，加快培育一

批具有较强竞争力、带动力的茶叶龙头企业。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强化信息引导和产销衔接，在集中

产区和销区建设一批规模大、辐射广的批发交易市场。依托协会等中介组织，举办博览会、展销会等，创

响一批茶叶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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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关于递补54家企业为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通知

农经发〔201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委、办）、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局）、商务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证监会各派出机构、供销合作社：

根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农经发〔2010〕11号）规定，对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进行一次监测评估，做到有出有进、等额递补。2012年，全国农业

产业化联席会议八部门开展了第五次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监测工作。在有关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联席会议审定和媒体公示，决定递补北京御香苑畜牧有限公司等54家企

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希望这次递补的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市场需

求为坐标，加强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创新流通方式，不断拓展产业链条，在发展

现代农业、带动农民增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发展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强化协作配合，积极开展指导服务，完善扶持政策措施，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壮

大，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附件：递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共54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2013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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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递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 
（共54家）

北京御香苑畜牧有限公司

北京金路易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华明乳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旗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众品食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雪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正隆谷物食品有限公司

包头市源升农牧业有限公司

牧谷养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津大肥业有限公司

辽宁盛德集团牧业有限公司

辽宁申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

吉林万家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敦化市长白林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龙江福粮油有限公司

黑龙江明达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宾西牛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响水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铁力市集佳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新曙光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东粮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大庆博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宁富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大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新光山水开发有限公司

潍坊金丝达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

黄冈东坡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神地农业科贸有限公司

广东雅士利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望家欢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南果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景棠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重庆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金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

仲衍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李记酱菜调味品有限公司

贵州贵茶有限公司

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祥云县龙云经贸有限公司

云南高深橡胶有限公司

西藏藏缘青稞酒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白水县宏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陇南市华龙恒业农产品有限公司

新疆东宝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新疆北疆果蔬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伊犁伊帕尔汗香料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报 13

通知决定

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农业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名单的通知

农质发〔201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畜牧兽医、农垦、农产品加工、渔业厅（局、

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水产）局，各风险评估实验室依托单位及相关单位：

为扎实推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监管能力，根据《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相关技术单位申报的基础上，经组

织专家评审和综合考核，我部决定增补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等21个技术性机构为农业部第二批专业性农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承建单位，增补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和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为农业部第二批区域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承建单位，具体承担分工专业领域或行政地域范

围内相应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评估、摸底排查、科学研究、生产指导、消费引导、风险交流等工作。现

将第二批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名称及相应的承建单位予以公布（见附件）。

请各风险评估实验室承建单位按照《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管理规范》要求，强化

内部管理，加快能力建设，尽快确定所承建风险评估实验室的管理层（包括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和技术负

责人）和技术委员会组建方案，以承建单位正式文件形式报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审核。请农业

系统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厅（局、委、办）加强对风险评估实验室的业务指导和工

作支持，积极推进本地区、本行业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依法开展。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和风险评估过程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局或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联系。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联系人：于潇、赵柳、易建勇，电话：010-59192123，传真：010-59191891，电

子邮箱：jgjyjc@agri.gov.cn；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联系人：钱永忠、李耘、张星

联，电话：010-82106539，传真：010-82106551。

附件：第二批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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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承建单位 类别

l 农业部豆类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佳木斯)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专业性

2 农业部果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烟台)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专业性

3 农业部糖料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哈尔滨)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专业性

4 农业部棉花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安阳)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专业性

5 农业部烟草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青岛)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专业性

6 农业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化学性危害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专业性

7 农业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生物性危害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重庆)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专业性

8 农业部禽类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扬州) 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 专业性

9 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专业性

10 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成都) 四川省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 专业性

11 农业部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兰州)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专业性

12 农业部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专业性

13 农业部水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无锡)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专业性

14 农业部农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专业性

15 农业部蚕桑产品及食用昆虫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镇江)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专业性

16 农业部微生物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专业性

17 农业部农产品包装材料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长春)
吉林省农产品包装安全监测中心(吉林省农业机械试
验鉴定站)

专业性

18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 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 专业性

19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南京) 江苏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专业性

20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长沙) 湖南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专业性

21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物性危害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济南)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专业性

22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区域性

23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西宁)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区域性

附件

第二批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实验室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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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切实做好 
2013年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通知

农牧发〔2013〕3号

有关省、自治区畜牧（农牧、农业）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据我部监测分析，今年全国草原鼠虫害将偏重发生，预计鼠害发生面积5.4亿亩，虫害发生面积2.6亿

亩，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为切实做好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逐级落实防治责任。要健全指挥机

构，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加强部门间协作，保障防治工作高效协调开展。要提前制定防治方案，做好物资

储备，强化督导检查与技术服务，确保防治措施落到实处。

    二、强化监测预警

各地要加强对重点区域，特别是禁牧区域和关键时期鼠虫害发生动态的监测预警，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深入草原腹地开展路线调查，加强固定监测站定期数据采集，密切跟踪种群动态，做到全方位覆盖，避

免出现监测死角。要结合村级草原管护员岗位设置，推进基层测报队伍建设，实现对重点牧区草原鼠虫

害常年观测。西藏和新疆等地要做好边境地区飞蝗监测工作，密切注视虫情动态。

三、推进专业化防治

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灾害发生特点，加快引进和推广先进实用新型高效机械，推进草原鼠虫害专业化

防治工作，扩大专业化防治覆盖度。要按照《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管好用好

中央财政草原鼠虫害防治补助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通过政策引导、部门组织、市场拉动等途径，

鼓励和扶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专业化防治组织，探索管理运行模式，推进社会化防治服务。内蒙古兴安

盟和新疆塔城地区要继续开展防治机制创新试点，完善“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防治模式。

    四、大力推广生物防治技术

各地要强化生物防治措施，大力推广使用生物制剂和植物源农药，逐步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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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鸟类、狐狸等天敌，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继续推进牧鸡牧鸭治蝗，推动牧区减灾增收。要积

极开展鼠虫害防治新农药筛选、新技术试验和牧草病害防治、毒害草防除试点工作，做好技术储备。创

建草原无鼠害示范县、虫害生物防治示范县的省区要总结创建经验，强化示范作用，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

效。

6月1日至8月31日，各级草原虫灾防治机构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零报告制度。各省区每周三报送

草原虫灾发生与防治情况。省级防治指挥部、值班电话和通讯地址如有变动，请及时报送我部草原虫灾

防治值班室。

联系电话：010-59194616

传真：010-59194715

电子信箱：grassnahs@126.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12日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犬和猫产地 
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

农医发〔2013〕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业、农牧）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2011年，我部印发了《犬产地检疫规程》和《猫产地检疫规程》，规范了犬、猫产地检疫工作。为进一

步加强犬、猫产地检疫管理，规范检疫出证行为，有效防控犬、猫人畜共患传染病，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

下：

一、严格开展犬、猫产地检疫

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严格依照《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和犬、猫产地检疫规程规

定，按照法定检疫范围、检疫程序和判定标准，切实做好犬、猫产地检疫工作。调运犬、猫必须逐只按规

程实施产地检疫，逐只出具检疫证明。

调运犬、猫前，饲养者应提前3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饲养场申报检疫的，应提供

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相应疫病实验室检测报告。个人申报检疫的，应出示狂犬病

免疫证明及相应疫病实验室检测报告。其中，饲养者调运的犬、猫狂犬病免疫期应超过21天。实验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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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报告由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指定的具有资质的实验室出具，内容包括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或猫泛

白细胞减少症（猫瘟）检测以及狂犬病免疫抗体检测。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严格按检疫规程逐只、逐项进行临床健康检查。整车运输的，还要查验每只

犬、猫附具的狂犬病免疫抗体检测报告和其他疫病实验室检测报告等，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

各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官方兽医教育和管理，严格按规程

实施检疫，规范填写检疫证明，认真开展监督检查。对违反农业部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的，要严肃

处理。

二、严格各环节监督检查

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严格按《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加强犬、猫饲养、

运输等环节监督检查。要加强与公安等部门协作，了解辖区内犬、猫饲养情况，建立犬养殖场定期巡查制

度，强化对养殖场日常监管。要继续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监督检查工作，对犬、猫运输车辆严格查证

验物，发现问题的，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发现病死犬、猫的，监督货主及时按照《病害动物和病害动

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16548—2006）进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22日

农业部关于做好对有关兽医人员考核授予 
执业兽医师资格工作的通知

农医发〔2013〕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业、农牧）厅（局、委、办）：

根据《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和《农业部关于〈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农

政发〔2012〕5号），为规范对有关兽医人员直接考核授予执业兽医师资格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2009年1月1日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向所在地地（市）级兽医主管部门提出考核授予执业

兽医师资格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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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兽医、水产养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二）从事临床诊断、内科、外科、产科、中兽医、寄生虫、传染病等兽医临床学科教学，或者从事经

营性动物诊疗活动；

（三）取得高级兽医师、水产养殖高级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技术职称。

二、申请材料

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应当经所在学校或从事经营性动物诊疗活动的单位审核后，向所在地地

（市）级兽医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表一式三份（附件1）、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信息表（电子版）一

份（附件2）；

（二）近期正面彩色免冠单色深底电子证件照片。电子照片应为jpg格式；宽度与长度比例在1∶1.46左

右，高度不小于189像素，建议尺寸为宽230像素×高334像素，文件大小20~40KB，保证照片清晰，不变形；

照片命名采用“姓名-身份证号”，例如：李四-230222196101020012.jpg）；

（三）居民身份证明、学历证明、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3份；

（四）从事兽医临床教学的，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在2009年1月1日前从事兽医临床教学工作证明

3份（附件3）及其相关专业教学计划表复印件3份；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所在单位出具的在2009年1月1日

前从事动物疫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动物绝育手术等经营性活动证明3份（附件4），工商营业执照或组织

机构代码证复印件3份。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宣传发动

各地于4月至5月期间，发布考核授予执业兽医师资格通告，并开展相关宣传工作。

（二）资格初审

5月12日至6 月8日，申请人登录中国兽医协会网（www.cvma.org.cn）下载相关申请材料。执业兽医师资

格授予申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由所在单位审核盖章。6月17日至23日，申请人到其所在地地（市）级兽医主

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地（市）级兽医主管部门应审核申请人材料信息是否齐全、真实、有效。符合条件

的，接受申请；不符合条件的，材料予以退回。

根据初审结果，地（市）级兽医主管部门在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表上签署初审意见，并加盖公

章，完成初审工作。

地（市）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申请截止日起 3个工作日内（6月26日前）将通过初审的执业兽医师资

格授予申请表和有关证明材料各2份、电子照片、汇总后的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信息表报送省级兽医

主管部门。1份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表和有关证明材料留存。

（三）资格审核及公示

省级兽医主管部门对地（市）级兽医主管部门上报的通过初审的执业兽医师授予申请表和有关证明

材料在30日内（7月26日前）完成审核，提出审查意见，并在省级兽医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公示审查结果，公

示时间不少于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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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 9月 2日前）省级兽医主管部门在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表上审核盖章，

并将公示情况、汇总后的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信息表、电子照片、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表和有关

证明材料报农业部。1份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表和有关证明材料留存。

（四）资格审批

农业部对考核授予执业兽医师资格的申请进行统一审批，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对批准授予

执业兽医师资格的，颁发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

四、有关要求

一是加强领导。考核授予执业兽医师资格是贯彻落实《执业兽医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推进执业兽

医制度建设中的一项具体措施。各地要制定工作方案，安排专人负责，明确工作时限，落实工作责任，严

肃资格审查纪律。省级兽医主管部门、地（市）级兽医主管部门可分别委托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区办公

室、考点办公室完成此项工作。

二是加强宣传。考核授予执业兽医师资格是针对特定群体开展的专项工作，此项工作仅限于2013年，

逾期不予补办。各地要结合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宣传活动，通过相关网站、报纸、媒体等途径，采用多种形

式通知有关单位和个人，确保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申请。

三是严格考核。各地要按照考核授予执业兽医师工作程序和时限要求，认真审核，严格把关，提高效

率，按时完成。对申请人所提交材料不全的，应告知申请人及时补全材料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材料补

充不全或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不予通过审查；对伪造、编造证明材料，骗取执业兽医师资格的，要

通报申请人所在单位。

各地在开展考核授予执业兽医师资格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我部兽医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农业部兽医局　卢　旺

电  话：010-59191854、59191691（传真）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任　禾

电  话：010-59194303、59194305（传真）

附件 1. 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表（略）

2. 执业兽医师资格授予申请信息表（略）

3. 从事临床教学工作证明（略）

4. 从事动物诊疗工作证明（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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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3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 

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农办财〔2013〕36号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委、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财务

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

为了培养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现代农业劳动者队伍，强化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

建设的人才支撑，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11

号）要求，2013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现将《2013年

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实施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3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实施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2012、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提

高务农农民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充分激发农业生产要素潜能，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在深入

总结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以下称“阳光工程”）经验做法基础上，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思路

紧紧围绕“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两个持续提高”总体目标，着力加强务农农民从业技能和

综合素质培训，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骨干农民为重点对

象，结合“粮棉油糖高产创建”、“菜篮子”产品生产、“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等农业项目资源，通过规范实施、有效管理和创新机制，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一支结构

合理、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提供人才保

障和人力资源支撑。

二、培训任务、对象及内容

2013年阳光工程全国安排示范性培训任务316万人，继续按照农业专项技术培训、农业职业技能培训

和农业创业培训层次组织实施，各层次分别培训203.54万人、107.97 万人和4.49万人（各省分配任务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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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今年阳光工程突出为产业发展服务，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加强与农业项目对接，按照有关农

业项目实施方向、重点区域和产业布局规划确定培训对象和分解培训任务。

（一）农业专项技术培训

1. 培训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项目实施区骨干农民。根据2012年国家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项目实施区域分

布，每个示范片培训骨干农民100人。

2. 培训“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骨干农民。根据《全国蔬菜发展规划（2011—2020年）》确定的580个

蔬菜生产重点县，每县培训骨干农民500人。

3. 培训肉牛、肉羊、奶牛、生猪生产大县骨干农牧民。根据《全国肉牛、肉羊、奶牛、生猪优势区域布

局规划（2008—2015年）》，从列入规划的重点县中选择50%的县，每县培训骨干农牧民200人。

4. 培训渔业生产大县骨干渔民。根据2010年主要渔业统计指标，从本省年产1万吨以上水产品的渔业

大县中选择50%的县，每县培训骨干渔民200人。

（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

1. 培训专业合作社骨干社员。各省从2012年农业部认定的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农机除外）

中选择50%的合作社，为每社培训骨干社员50名；按照国家级示范社数量，选择等量的省重点专业合作社

（农机除外），为每社培训骨干社员30名。

2. 培训社会化服务组织从业人员和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农民。根据201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

报》，各省从本省农机专业合作社中选择10%重点社，为每社培训农机手20人；按照当地公布的购机补贴

目录，以当地重点农机具为主，培训2011—2012年新购机农民，数量不低于农机专业合作社培训人员；按

照农业部2011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500个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组织名单，为每个合作组织

培训植保员30人。

3. 结合“美丽乡村”创建开展农民培训。农业部2013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选

择1000个“美丽乡村”进行创建试点工作。各省要结合“美丽乡村”试点要求开展农民培训，每村不少于

50人。

江苏、浙江、内蒙古可根据中央财政下达补助资金数量适当调减上述第1、2项的培训任务数量。

（三）农业创业培训

1. 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开展培训。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目标，参照创业培训模式，对遴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每个试点县培训200

人，要避免与其他培训层次重复。

2. 培训合作社负责人。对照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中第1项选择确定的国家专业合作示范社和省级专业

合作重点社，每社培训经纪人等负责人1人。

3. 培训农村创业青年。落实农村青年创业就业行动，提高青年农民在种养业、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

通和农业服务等领域的创业就业能力，全国培训2万人。

其余培训任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称各省）综合考虑地方产业特色、贫困地区、边远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因素合理安排，适当考虑沿海转产渔民、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员等群体培训需求。农业

职业技能培训专业岗位参考目录见附件2。

（四）培训内容

农业部从今年开始，结合培训对象和从业岗位分批发布和修订农民培训规范，明确适用对象和培训

目标，对培训内容、技能要求、学时分配、培训实施与考核评价等方面提出明确意见。各省应根据培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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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尚未发布培训规范的从业岗位，先由各省制定规范

并组织实施。

三、补助标准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根据不同培训层次实行不同的补助标准。农业专项技术培训一般累计不少于2次，

按人均150元标准进行测算；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一般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4天，按人均600元标准进行测

算；农业创业培训一般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14天，按人均3000元标准进行测算。各地应根据区域差异或

培训的实际成本，对参训农民实行差别补助。

四、组织实施

（一）培训任务下达

农业部、财政部综合全国农业产业发展布局、相关农业项目安排、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各地申报任

务需求等情况下达培训任务。各省要根据前期需求调研、各层次任务规模、各县申报需求、去年实施情况

和今年农业产业发展重点，尽快将培训任务分解下达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再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及时

下达培训机构。农业创业培训任务可由各省直接下达培训机构。

各省农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与产业部门沟通协调，会同有关农业项目、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资源环

境、生态能源及农民教育培训等工作的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本省阳光工程实施方案，切实把各项要求落

到实处，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用高质量培训服务产业发展。各省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

本省阳光工程实施方案，连同《阳光工程任务分解表》（见附件3），于5月31日前报农业部、财政部备案。

（二）培训机构确定

承担阳光工程培训任务的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办机构（省部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和农业龙头企业除外），且近5年无不

良记录；

2. 具备较强的农民组织能力和农民培训经验；

3. 具备稳定的培训教师队伍和相应的教学实训条件，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要具备必要

的食宿条件；

4. 自愿在农业主管部门指导下承担培训任务。

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确定培训机构，每个项目实施县承担任务

的培训机构原则上不超过3家，培训任务要向培训能力强、培训质量高的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倾斜。在

培训机构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由农业主管部门组织评审，评审结果要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定。承担

新型职业农民农业创业培训任务的机构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商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确定，承担其他农业

创业培训任务的机构可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确定，其余培训机构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确定。各省农业主

管部门要对所有的培训机构进行备案管理。

各地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职业院校、农技推广机构和农机校的作用，加强培训

资源整合，按产业需求科学编制培训规范，制定教学计划，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系统培训，择优选择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作为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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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工作开展

1. 制定培训计划。培训机构要根据农业主管部门下达的培训任务类别、对象和数量，科学论证、

精心制定培训计划，报农业主管部门审批后组织实施，严格按照计划落实培训人数、培训时间和培训内

容。

2. 师资队伍建设。各培训机构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阳光工程培训师资库，遴选熟悉“三农”、

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特别要吸收经过知识更新培训的农技人员进入培训师资库。根据

各培训班的对象和内容，从师资库中挑选适合的专家授课。培训机构应组织学员对培训效果进行测评。

各省农业主管部门应组织对各地培训师资库进行年审，及时淘汰不合格人员，补充优秀师资，确保教师水

平。

3. 编发培训教材。加强培训教材规划、建设和管理。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和培训规范，采取全国、省、

县统分结合方式组织编写通俗易懂、针对性强的培训教材。各地要免费将培训教材发放给参训农民，确

保每人一套。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农业创业培训不得以简单的讲义、明白纸等代替培训教材。

4. 实施班级管理。对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培训机构要建立规范的班级管理制度，选

好配强班主任负责班级的日常管理；要成立班委会，引导学员加强互相交流和自我管理，保证培训工作顺

畅有序；要组织各培训班学员填写《阳光工程参训学员满意度测评表》（见附件4）。

5. 组织培训考核。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每期培训班结束时要组织参训农民考试考

核，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现场技能操作测试，对通过考试考核的农民出具培训证明。各地要加强与农

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协调，鼓励受训农民自愿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增强执业就业能力。

6. 项目管理和验收。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应派专人对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逐班次讲解阳

光工程政策，核实学员情况，听取学员建议，公布联系电话，请学员进行监督；培训结束后，农业和财政主

管部门要通过检查培训档案、抽查学员培训情况等方式逐班次开展检查验收，并填写《阳光工程培训验

收报告单》（见附件5）。验收不合格的，要出具整改通知并督促整改到位。

7. 建立培训档案。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完善档案管理制度，督促培训机构按班次建立真实、完

整、规范的培训档案（见附件6）。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阳光工程的组织领导，根据今年工作思路和要

求，将有关农业项目和业务主管部门人员吸收到阳光工程领导小组中，明确部门职责，逐级落实责任。鼓

励各省加大资金配套力度，扩大培训规模，提高补助标准。

（二）强化信息公开。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公开培训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县级农业主管部门要

在政府或部门官方网站公布阳光工程培训机构、培训对象、培训任务、培训时间、补贴标准和联系电话

等，鼓励通过电视、报刊等其他媒体多渠道公布。

（三）加强监督检查。省级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阳光工程监督检查。要通过实地查访、电话

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培训机构培训工作的考核，监督其按计划开展培训，并及时、准确、完整地向阳光工程

监管系统录入培训信息。对不按计划开展培训、管理不力的地区和培训机构，要核减其培训任务，情节严

重的要取消其承担项目的资格，向社会公示，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要主动邀请审计或纪检监察部门

参与项目检查验收，坚决查处违规行为，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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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财政部将不定期组织开展阳光工程抽查检查工作。农业部将根据各地培训任务完成进度、

项目监管、资金使用、信息报送、制度建设、培训效果等情况，对各省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

将作为下年度任务安排的重要依据。

（四）规范经费使用。阳光工程培训经费主要用于补助培训机构对农民开展免费培训的相关支出。

各省级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应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开支科目和报账程序。承担职业技能培训或

农业创业培训的培训机构，在报账过程中应出具《阳光工程培训台账》（附件7-1）和《阳光工程培训验收

报告单》等材料；承担农业专项技术培训的培训机构，在报账过程中应出具教学计划、教材讲义、《阳光

工程培训台账》（附件7-2）和培训现场照片。各地要加强资金监管，确保培训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五）强化业务培训。农业部将举办项目管理培训班，对各省管理人员和师资进行培训。各地要及时

对培训机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帮助其了解新的政策和要求；积极开展师资培训，提升农民培训能力；采

取多种形式加强工作经验交流，切实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六）加强信息报送和宣传。各省要加强阳光工程监管系统的管理。每月10日前，完成对各地录入培

训信息的审核工作；随时报送培训工作简讯、先进典型等宣传信息；7月31日前报送上半年工作总结；11

月30日前报送全年培训工作总结。各地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加强对阳光工程政

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和先进典型的宣传，让广大农民了解阳光工程并积极参加培训。

附件：1. 2013年阳光工程各省任务分配表（略）

2. 阳光工程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专业岗位参考目录（略）

3. 阳光工程任务分解表（略）

4. 阳光工程参训学员满意度测评表（略）

5. 阳光工程培训验收报告单（略）

6. 阳光工程培训机构建档基本资料目录（略）

7. 阳光工程培训台账（略）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13年4月23日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3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农办财〔2013〕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畜牧、渔业、农机、农垦）厅（局、委、办）、财政厅（局），新疆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报 2�

通知决定

产建设兵团农业局、财务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强化农

业科技服务，我们制定了《2013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实施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13年4月23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有关文件精

神，继续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建设，大力提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公共服务

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效能，2013年，中央

财政继续安排专项资金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工作进行补助。为确保政策落到实

处，资金使用高效，特制定本实施指导意见。

一、总体目标

着眼于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

以满足广大农民的科技需求为出发点，以服务农

民的成效为检验标准，通过明确职能、理顺体制、

优化布局、加强队伍、充实一线、创新机制等一系

列措施，建立健全运行高效、服务到位、支撑有

力、农民满意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真正发

挥好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主导作用，不断提高农

业科技推广服务效能，为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

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主要任务

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

设为核心，以激活运行机制为主线，以加强基层农

技推广队伍建设为基础，以服务新型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为重点，通过实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不断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服务机制、

提升队伍能力，提高服务效果，形成中央地方齐

抓共管、各部门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一是加强体系建设。继续深化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与建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乡镇

农技推广机构管理体制，明确县级农业部门的管

理和指导责任，创新推广方式方法，强化考评考

核和绩效管理。推动农技推广责任制度建立和实

施岗位管理，实现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规范化管

理，确保有效履职。

二是完善工作机制。完善以“专家定点联系

到县、农技人员包村联户”为主要形式的工作机

制和“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

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县、乡、村农

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网络，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

户，提高技术的到位率。原则上，各农业县遴选和

认定2～3个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要与高产创

建示范片有所区别，主要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

试验示范；每个试验示范基地都要与至少1个农

业科研教学单位紧密对接；每个行政村都要遴选

3～5个科技示范户（含种植、畜牧、渔业），每个示

范户示范带动周边10～20个农户。做好技术指导

员的遴选工作，每名技术指导员都要包村联户，联

2013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实施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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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0名以上的科技示范户。

三是夯实人才基础。继续强化对现有技术人

员的岗位教育和知识更新培训，根据不同需求，

采取异地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分

层分类分批开展培训；通过“万名农技推广骨干

人才培养计划”造就一批农技推广领军人才；结

合“特岗计划”，鼓励高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到乡镇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改善农业技术推广

队伍结构，提升推广服务水平。

四是提高服务效能。明确工作目标，整合现

有资源，突出关键环节，不断提高基层农技推广

服务效能。以现有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农民培训

阳光工程、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情监

测与防治等重大项目为依托，进一步整合资源、

突出重点、形成合力；以服务当地主导产业、解决

农业生产关键问题为导向，规范服务行为，切实

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水平；以为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好技术服务为突破口，切实

提高技术的到位率；以专家咨询系统、网络书屋等

现代化手段推广农业产业主推技术，引导农业科

研教育机构从事公益性推广服务，促进多元农技

推广服务组织发展，全面推进农业科技服务进村

入户，使农民真正得实惠。

三、实施内容

（一）补助范围

补助范围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农业县（市、区、

团、场，以下简称农业县）。农业县必须按照中央

或各省（区、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要求完成

改革任务，必须在乡镇（或区域）一级有机构、有

编制、有人员、有经费保障。

从今年开始，农业部、财政部将认定100个左

右的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认定办法另行通知）。

由各省（市、区）结合上年度绩效考评情况组织

推荐，其中粮食主产省推荐不超过6个县，其他省

（市、区）推荐不超过3个县。各示范县要在完成

现有任务的基础上，重点探索农技推广新模式、

新机制，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二）补助内容

1.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补助。主要用于基层农

业技术推广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服务的补助，

该项支出不得超过补助资金总额的25%，安排于

农垦系统的经费不得列支此项费用；聘请技术专

家的补助；完成农业技术推广重大任务的绩效奖

励，该项支出不得超过补助资金总额的5%；技术

资料印刷、制度建设及工作考评等费用，该项支

出不得超过补助资金总额的5%。

2. 农业科技示范补助。主要用于补助试验示

范基地和农业科技示范户开展新品种、新技术试

验示范所需的农（兽）药、化肥、饲料、种子、种畜

禽、水产苗种、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投入，以及

组织展示活动等。

3. 农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补助。主要用于基

层农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和继续教育所需的费

用；对实施“特岗计划”，大学生到乡镇从事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给予适当补助。在粮棉油糖高

产创建项目实施区，要重点围绕高产创建工作开

展农技人员培训和技术服务。

（三）资金分配

补助资金由农业部、财政部根据各省（区、

市，含直属垦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同）产业

规模、农业县个数以及2012年度项目执行绩效考

评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切块下达到各省。各省要

根据产业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大小、农技推广工

作开展、绩效考评等情况，合理确定一定权重，以

粮食生产为主，科学分配各农业县补助资金，重

点支持种植、畜牧、渔业及农机等实用技术服务。

在资金分配中，要适当向粮食生产大县、畜牧大

县、水产养殖大县和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倾斜。

此外，地方农垦系统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是否纳入

扶持范围，由各省根据自身实际统筹考虑。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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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农业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成立工作协调

领导小组（各农口部门分设的要联合成立），加强

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制定本省项目实

施方案（包括农业县情况、补助范围标准及资金

用途、监管措施及绩效考核等内容）和全国农技

推广示范县实施方案，并于2013年5月20日前报农

业部和财政部备案（各一份纸质，并发电子版）。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可根据自身实际和农技推广工作的特

点，围绕主导产业单独制定实施方案，报农业部、

财政部审核后实施。各农业县要成立由县级领导

任组长（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需县级主要领导任

组长）的领导小组，按照省级实施方案，制定县级

工作方案，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发挥县乡农业

技术推广机构的整体功能，推动政策到位、人员

到位、资金到位、条件到位、制度到位。

（二）强化财力保障。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

证对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财政投入。

地方各级财政对公益性推广机构履行职能所需经

费要给予保证，把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机

构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持续加大

对农业技术推广、农民科技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知识更新培训等工作的支持力度。

（三）强化资金监管

各省财政、农业部门要加强对补助资金使用

与监督管理，确保补助资金及时到位，加快项目

执行，通过建立相关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方

向，细化支出范围，明确补助资金严禁用于发工

资，确保专款专用，一旦发现违规违法行为，按律

严肃处理；今年，农业部继续将基层农业技术推

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作为对省级农业部门进行延伸

绩效管理的项目之一，通过绩效考核，进一步推

进政策落实，并继续将考核情况与下一年度资金

安排挂钩。

（四）确保实施效果

经认定的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要先行先试，

积极探索农技推广新模式、新机制，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各地要依托补助项目，

大力开展“农民满意农技员”创建活动，不断提升

农技推广服务效能。各项目县要建立农技推广制

度，编制主导产业区域分布和技术指导员包村服

务图，并实行制度上墙；要竖立农业科技试验示

范基地标牌、配备技术指导员胸牌、悬挂科技示

范户门牌，编印《技术指导员手册》和《科技示范

户手册》；要充分利用全国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管

理信息系统，及时填报补助项目基本信息，实现计

算机管理。各省农业部门要强化绩效考核，完善

岗位责任制、工作任务公开制和三方考评制，客

观衡量农技推广人员工作情况和服务质量，将农

技推广服务工作量和进村入户推广技术的实绩作

为主要考核指标，将农民群众对农技推广人员的

评价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将考核结果直接与工作

补助和绩效奖励挂钩，奖励先进，督促后进，杜绝

补助资金平均发放、违规补助，充分调动每个农

业技术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注重总结宣传

请各省农业、财政部门要认真总结工作实施

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于2013年11月底前将项目

总结报告报送农业部和财政部。各省农业部门和

各农业县要及时宣传工作实施中的典型模式和成

功经验，大力宣传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的成果，结合“农民满意农技员”创建活动，

大力宣传“农民满意的农技员”的先进事迹。要明

确信息管理员，及时报送相关动态信息，及时上

载中国农业推广网（www.farmer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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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 

创建活动的通知

农办渔〔2013〕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主管厅（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产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各海区渔政局：

自2010年7月以来，根据《农业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的通知》

（农渔发〔2010〕27号）精神，各地渔业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真组织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

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于2011年联合考核确定了首批共45个“全国平安渔

业示范县”。为进一步加强渔业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努力构建渔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平

安渔业”建设，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决定继续在全国联合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并组

织第二批“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考核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完善措施，将创建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是加强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基层基础工作、提高渔船渔港管理和服

务水平的重要措施，是推进“平安渔业”建设、保障渔业安全生产的有力抓手。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安

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国办发〔2011〕47号）明确将“两个创建”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各级渔业、安全监

管部门要按照《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08〕113号）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将其作为渔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任

务，充分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渔业、安全监管等部门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各地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

和有关部门对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程度，针对当前渔业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切实加强领导，

创新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促进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加大对渔业安

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提升渔业防灾减灾能力，构建渔业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有效减少渔业安全事故，保障渔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周密组织，严格把关，认真做好考核推荐工作

（一）推荐范围

本次考核推荐范围为沿海和内陆重点渔业县（包括县级市、区，下同），重点渔业县应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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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是当地农村经济的重点产业，渔船数量多，从业人员多，渔业安全生产管理任务重（推荐的县机动

渔船拥有量不应少于200艘）。

（二）考核内容

具体考核内容及计分标准参见《农业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的

通知》和本通知附件1《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考核标准》（沿海）、附件2《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考核标准》

（内陆）。

（三）考核推荐工作程序

2013年下半年，农业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联合组织“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考核推荐工作。考核

推荐工作分为申报审核、初评推荐、复核公示三个环节。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监管部门组成考

核工作组，负责辖区内考核推荐工作。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成复核工作组，负责“全国平安渔业

示范县”复核工作。考核以书面审查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申报审核。2013年7月1日至7月31日为申报、审核阶段。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申报，市级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本级安全监管部门审核后，将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分别报至本省（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

安全监管部门。

申报材料包括：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申报表（格式见附件3）、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考核自评表（格式

见附件1、2）和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申报综合材料，包括渔业发展概况、渔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对照创

建内容和标准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和“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开展情况等（相关材料扫描后刻成光盘

上报，不需报送纸质文件）。

2. 初评推荐。2013年8月1日至9月30日为初评、推荐阶段。省级考核工作组根据各地申报情况，采取专

家审核和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初评，提出推荐意见，9月30日前连同申报材料一式两份上报至农业部和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推荐单位必须为省级平安渔业示范县，且初评分数在90分以上。

“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的推荐数量根据各省（区、市）的机动渔船数量确定（以2012年渔业统计年

鉴数据为准）。沿海省（区、市）：机动渔船数量在4万艘以上的，推荐数量不超过4个；机动渔船数量在1万

艘以上的，推荐数量不超过2个；其余不超过1个。内陆省（区、市）：机动渔船数量在2万艘以上的，推荐数

量不超过2个；其余不超过1个。

3.复核公示。2013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为复核、公示阶段。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根据各地的推

荐情况，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复核，最终确定“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建议名单。建议名单将通过中国安全

生产报、中国渔业报和中国渔业政务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如无异议，公布名单并授予“全

国平安渔业示范县”称号和牌匾。

（四）关于首批“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

首批45个已确定为“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的单位不重新申报，由省级渔业、安全监管部门按照最新

标准进行复核，提出复核意见并报送农业部，农业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进行抽查。对工作严重滑坡、不

符合考核标准、社会反响强烈的，或者发生严重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沿海县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内陆县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不再授予其“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称号。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渔业、安全监管部门要积极向当地政府汇报，切实加强对“平安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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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县”创建活动的组织领导，将创建活动纳入工作考核内容。把创建活动作为全面提升渔业安全管理

能力的重要手段，明确创建活动领导和工作机构，认真制定本地区创建活动工作方案，形成“政府领导、

部门负责、分工协作、责任落实”的工作机制。

（二）深入开展创建活动。全面动员、广泛参与、深入创建、务求实效，进一步扩大参与度和影响面。

按照创建活动总体要求，逐条逐项对照检查，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找差距查不足，补短板改落后，进

一步夯实基础、强化管理、改善服务，切实落实创建活动各项要求。各地要通过全面开展创建活动，创建

一批“省级平安渔业示范县”，并在此基础上推荐参加“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考核。

（三）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在基层政府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确保创建活动实际成效。根据各地实际，积极开展“平安渔业示范乡、村、船”等相关创建活动，进一步

创新活动内容和方式，全面提高渔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的目标，确保 “平安渔业示范

县”创建活动取得实效。

附件：1. 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考核标准（沿海）（略）

2. 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考核标准（内陆）（略）

3. 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区、市）申报表（略）

农业部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3年4月17日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3年整建制 
推进高产创建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办农〔2013〕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垦）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和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农业

部决定在深入推进粮棉油糖高产创建的基础上，继续实施高产创建整建制推进试点，开展粮食增产模式

攻关，将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的成熟技术组装成区域性、标准化的高产高效模式，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

产。现将《2013年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根据《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3年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2013]37号），落实好整建制推进市县乡的

万亩示范片，强化责任落实，加强指导服务，推进机制创新，确保取得实效。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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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实施方案

为指导各地扎实开展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

加强项目管理，促进技术集成推广和技术瓶颈攻

关，提升高产创建的层次和水平，制定实施方案

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粮食稳定

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为目标，以粮食主产省和非

主产省的主产区为重点，突出主要粮食作物和重

要紧缺品种，强化行政推动，依靠科技进步，加大

资金投入，开展技术瓶颈攻关和技术集成攻关，

把万亩示范片成功的技术模式、组织方式、工作

机制，向整乡（镇）、整县（市）、整市推进，形成

适宜不同生产区域、不同耕作制度的区域性、标

准化高产高效模式，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

二、主要任务

（一）实施规模

在全国选择5个市、71个县（市）、500个乡

（镇）开展粮食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试点，选择

10个县（市）开展油菜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试点，

选择100个乡（镇）开展棉糖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

试点，并在部分试点县（市）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

关试点。按照《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2013年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项目实施指导意

见〉的通知》（农办财〔2013〕37号）要求，统筹安

排各试点单位的万亩示范片。

整市推进：粮食整市推进的每个产粮县（市）

的每个产粮乡（镇），原则上要安排1个粮食万亩

示范片，但每个产粮县（市）的粮食万亩示范片数

不超过30个（见附件1）。

整县（市）推进：新增油菜高产创建整建制推

进，每个试点县（市）安排10个万亩示范片（见附

件2），主要开展油菜增产模式攻关试点。粮食高

产创建整建制推进试点县（市）根据承担任务不

同，安排相应数量的万亩示范片（见附件3）。其

中，仅承担粮食增产模式攻关任务的新增试点县

（市），每个安排10个万亩示范片；原有高产创建

整建制推进试点县（市），并承担粮食增产模式攻

关任务的，每个安排30个万亩示范片；原有高产

创建整建制推进试点县（市），不承担粮食增产模

式攻关任务的，每个安排25个万亩示范片。

整乡（镇）推进：粮食高产创建每个乡（镇）安

排4个万亩示范片（见附件4），棉糖高产创建每个

乡（镇）安排3个万亩示范片（见附件5）。

（二）创建目标

以万亩示范片为基本单元，通过项目实施，力

争所在乡（镇）、县（市）、市，粮食平均亩产比上

年提高5公斤以上，油菜平均亩产提高3公斤以上，

籽棉平均亩产提高5公斤以上，糖料平均亩产提高

500公斤以上，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努力打造一

批“吨半粮乡”、“吨粮县”和“吨粮市”。

三、实施内容

（一）集成先进实用技术。加强技术组装配

套，科学确定并示范推广一批高产、优质、多抗

的新品种，推广一批适应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

区域性、标准化高产高效模式。加强重大病虫监

测预警，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实现良种覆盖率

100％、测土配方施肥和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基本

全覆盖。

（二）开展大联合大协作。发挥行政推动的

主导作用，协调财政、发改、综合开发、国土、水利

等部门支持整建制推进试点，科研、教学、推广等

单位全力参与，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形成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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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部门配合、院校参与的大协作格局。农业部门

要切实发挥主体作用，主动配合，加强协作，推动

措施落实。

（三）推进标准化生产。重点是三个方面：田

间设施标准化，整合项目、集中资金，按照项目资

金渠道不变、性质不变、用途不变的原则，加大

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完善项目区田网、路网、水

网，实现成方连片、土地平整、道路联网、渠系配

套。管理服务专业化，大力推行统一整地播种、统

一育苗栽插、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

机械收获的“五统一”技术服务，促进技术全面入

户到田。生产过程机械化，充分发挥农机作用，促

进农机农艺融合，力争小麦、玉米耕种收全程机

械化，提高水稻机插秧、棉花机械播栽和甘蔗机

械收获水平。

（四）创新工作机制。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优先考虑农业部等12部门

联合发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名录）参与高

产创建，探索社会化服务新模式，整建制推进试

点的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每

个县（市）至少有一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

进高产创建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高标准农田

建到哪里，高产创建就跟进到哪里，实现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良制配套。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行政推动。整建制推进试点所在

市、县（市）、乡（镇）都要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

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搞好统筹协

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试点工作

顺利开展。

（二）强化 政 策 扶 持。加大 对 试 点市、县

（市）、乡（镇）的资金项目支持力度。新增1000亿

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涉及的县（市），加强田间工

程建设，提高建设标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现代农业示范、有机质提升、测土配方施

肥、新一轮种子工程和植保工程等项目，要向整

建制推进试点倾斜。

（三）强化技术指导。整建制推进试点所在

市、县（市）、乡（镇）都要成立专家指导组，明确

一名专家组长，并牵头组建一个包括栽培、植保、

土肥、农机等方面优势互补的专家团队，每个村

都要明确一名技术责任人。实行专家和技术员承

包责任制，量化任务指标，开展全程技术指导，确

保关键技术落实到位。

（四）强化培训观摩。层层开展技术培训，农

业部对整建制推进试点市、县（市）技术负责人进

行培训，省级对整建制推进试点县（市）、乡（镇）

技术骨干进行培训，县级对万亩示范片的技术人

员和科技示范户、种植大户进行培训。广泛开展

现场观摩，在关键农时季节，组织技术人员、种植

大户和农民群众到示范片学习观摩。

（五）强化考核验收。整建制推进试点市、县

（市）、乡（镇），要会同统计部门搞好测产验收

和产量预计。鼓励开展地区间、县市间交叉验收，

确保科学准确，杜绝虚报浮夸。对工作突出、成效

显著的，可在项目分配上给予优先安排；对工作不

力、实施效果差的，减少下一年度资金安排。

（六）强化项目总结。省级农业部门要认真组

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于2013年5月30日前上报农

业部备案。中央直属垦区直接报送农业部备案。

项目实施结束后，要及时对当年实施情况、主要

做法和经验、取得的成效等进行认真总结，并于

2013年11月20日前上报农业部。

附件：1．2013年粮食整市推进高产创建名单

（略）

2．2013年油菜整县（市）推进高产创建

名单（略）

3．2013年粮食整县（市）推进高产创建

名单（略）

4．2013年粮食整乡（镇）推进高产创建

名单（略）

5．2013年棉糖整乡（镇）推进高产创建

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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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有农场信息化 
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办垦〔2013〕29号

黑龙江、广东、北京、辽宁、内蒙古、河南、湖北、宁夏农垦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正处

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加快用信息化手段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是新时期农业发展

的一项重要任务。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更好地推进“两个率先”目标的实现，现决定在部分国

有农场开展信息化试点工作。通过开展国有农场信息化试点工作，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

营和农场管理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创新，提升农垦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加快农垦现代农业建设；

提升农场社会事务管理水平，加快和谐小康垦区建设；更好地展示农垦企业形象，扩大对外合作与交

流，拓展发展空间。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总体要求，围绕农垦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加强统筹规划，坚持以完善信

息化基础设施为前提，以推进信息化技术应用为核心，以信息化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为支撑，以体制机制

创新为保障，选择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示范性强的农场开展信息化试点，按照“突出重点、需求优先、

先进适用、统筹推进”的原则，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农垦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创新应用，

为全面推进国有农场信息化建设积累有益经验。

（二）工作目标。力争通过三年的努力，试点农场信息化基础进一步加强，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信

息化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在农业资源管理、生产经营管理、农场城镇化建设等领域信息技术集成创新应

用上取得新成果；在探索推进国有农场信息化的应用模式和路径上取得新突破；在探索建立国有农场信

息化发展的长效机制方面取得新进展，为全面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农垦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发挥

示范作用。

二、重点工作

围绕国有农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领域、主导产业和关键环节，加强资源整合，强化顶层设计，创新技

术应用，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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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产信息化。围绕农场优势产业，开展物联网、3S、自动控制等现代技术装备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集成创新应用，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网络化监测、智能化控制、精准化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智

能化水平；按照农业生产管理特点，围绕土地资源、农业投入品、农产品产出等环节，开发建设集生产计

划管理、生产档案记录、农情农机调度、成本效益分析等于一体的农业生产管理系统，对农产品从田间

到市场实行全程信息化管控，实现农业生产精细化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

 （二）农场经营管理信息化。以土地管理信息化为基础，探索建立集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农业生产

资料供求管理、农场职工收入和负担管理等于一体的农业经营管理信息化；通过建设农产品电子商务平

台等，探索农产品市场信息化，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三）场务政务管理信息化。围绕农场管理职能，开发建设包括农场自动化办公、信息报送、场务公

开等功能的政务信息系统，提高农场行政工作效率；积极探索建设农场社会管理的信息化，提高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社区活动等方面的管理信息化应用水平，提高社会管理效率。

（四）农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和三维展示技术，探索国有农场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建设。对外，全方位动态直观展示国有农场形象，促进交流合作。对内，通过信息资源的综合分析，为

农场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服务；同时，积极运用信息网站、移动通信等手段，全方位为职工提供政策咨询、

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更好地满足职工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

三、工作要求

本次试点工作，在各垦区推荐的基础上，遴选了黑龙江农垦七星农场、广东农垦胜利农场、北京农垦

金星鸭业中心、辽宁农垦五四农场、内蒙古农垦巴彦农场、河南农垦黄泛区农场、湖北农垦五三农场、宁

夏农垦暖泉农场和新疆兵团105团等九个农场。垦区主管部门要把农场信息化试点工作作为新时期提高

农垦农业信息化水平、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强化对试点农场的工作指导

和支持。各试点农场要围绕农场信息化重点内容，扎实做好试点工作。

（一）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农场信息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试点农场要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

自抓，并明确部门职责，整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要根据农场信息化工作重点任务和总体要求，结合自身

现有的信息化基础和主导产业发展特点，充分征求专家意见，研究制定农场信息化发展方案和切实可行

的试点工作措施。

（二）注重实效，稳步推进。要围绕主导产业、管理关键环节，按照技术先进、务实管用、成本可控、

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强对现有先进信息技术的引进消化、集成应用；要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IT企

业的合作，加强对现有技术的应用创新，强化试点工作的技术支撑。要根据农场的实际，确定信息化工作

重点，着力解决农场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急需的问题。

（三）加强投入，完善基础。要多方筹措资金，建立完善农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提高信息

网络的入户普及率。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研究，积极开展先进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实验。建立完善农场

基础信息库，推进农场综合数据中心建设，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并为专业型信息系统开发建设提供基

础与支撑。要坚持信息化推进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协会等的积极性，提高信息服

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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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培结合，强化队伍。要加强信息化知识的培训普及，着力提高干部职工的信息化素质。按照农

场信息化发展需要，积极引进信息技术领军人才、开发人才，切实提高信息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

通过鼓励自学、专题培训、实践锻炼等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模式培养业务骨干，形成一批能安心于农场、

熟悉农场业务、精于系统操作的实用型人才，确保试点过程中形成的各项新系统、新装备能够顺畅运行，

信息化在农业生产管理中发挥实效。

（五）及时总结，不断深化。各级主管部门和试点农场要及时总结试点工作中的经验，不断完善实施

方案，深化农场信息化建设。要广泛宣传推广试点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关

注和支持，进一步营造农垦信息化发展的良好氛围。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4月28日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3年全国农业科技服务“送、带、促” 

活动方案》的通知

农办科〔2013〕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委、局、

办）、农科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有关农业大学、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速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村

入户，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水平，全力支撑“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和两个持续提高”目标的实现，我

部编制了《2013年全国农业科技服务“送、带、促”活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抓紧组织实施。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4月18日

2013年全国农业科技服务“送、带、促” 
活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加速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全面推进农业

科技进村入户，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水平，全力支撑

“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两个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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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实现，我部组织开展“送科技下乡、带推广

工作、促增产增收”活动（以下简称“送、带、促”

活动），在全国掀起深入开展农业科技服务的热

潮。具体方案如下：

一、思路目标

活动以“送科技下乡、带推广服务、促增产

增收”为主题，以满足农民的科 技需求为出发

点，以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技术入户

率和到位率为目标，以转变作风、为民务实清

廉、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检验标准，组织全国

农业科研、教学和推广单位70万农业专家和农

技人员广泛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遴选推广主

导品种和主推技术、落实分区域、分品种、分关

键季节技术方案，深入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服

务，全面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提

高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效能，全力促进“两个千

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两个持续提高”目标的

实现。

二、活动原则

一是上下联动。活动采取全国联动的方式，

广泛发动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科研教学单位、技

术推广部门、涉农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

方力量，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内容丰富的送科技下

乡活动，掀起“送、带、促”活动的热潮。

二是务实高效。活动要与“为民、务实、清

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与转变作风、

深入基层实践锻炼相结合，与各地农业重点工作

和重点项目相结合，细化实施方案，狠抓落实，力

求实效，真正让农民得实惠。

三是突出重点。要重点围绕水稻、玉米、小麦

等粮食作物和主要农产品生产，开展送科技下乡

活动；要突出春耕春管、三夏、秋冬种等关键季节

的技术服务；要重点突出主要农作物生产关键环

节的技术指导；要充分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开展技

术培训。

四是完善机制。要巩固近年来已经形成的

好机制、好模式。坚持完善“专家组+试验示范

基地+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

成果快速转化应用机制。完善“专家定点联系到

县、农技人员包村包社联户、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的科技服务机制；完善“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分

工协作、高效运转”的技术培训机制。同时，要不

断提升、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手段，在坚持手把手、

面对面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3G技术、网络书

屋、多媒体、手机短信等现代化手段开展“送、带、

促”活动。

三、主要内容

（一）双送双带双促示范活动

主要内容：为推进“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开

展，组织“中国美丽乡村快乐行”，进入美丽乡村

创建试点村，开展“双送双带双促”活动。主要通

过科技直通车送技下乡，带动基层农技推广工作，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通过大篷车送戏下乡，带动农

村文化娱乐活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时间安排：6月中旬开始。每次活动覆盖3~4

个省，每个省4~5个乡村，约20天。上下半年各组

织一次，约举办40次活动，下乡入村50天。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技术推广处、资源

环境处，有关部属事业单位，本山传媒，湘村高

科。

（二）农民满意的农技员争创活动

主要内容：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补助

项目，组织农业科研教学单位与农业大县对接，

建立专家定点联系制度，共同建设农业科技试验

示范基地，培训农技人员，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

组织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普遍建立包村联户制度，

每名农技人员包1~2个村，联系一批科技示范户，

开展手把手、面对面的技术指导和服务。通过开

展“农民满意的农技员”争创活动，在全国树立一

批农民满意的农技员典型，不断提升农技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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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提高农技服务的满意度。

时间安排：4月份开始。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技术推广处，各省

农业厅（局、委），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

验站，有关农业科研、教学、推广单位，各农业县

农业局。

（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与指导活

动

主要内容：

依托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重点围绕50个

农产品，强化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开展技术示范、

技术培训和巡回指导活动。依托1万个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示范基地，集中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

示范展示和观摩交流活动；组织产业技术体系专

家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农技人员和科技示范户的培

训，围绕主导产业，在关键农时季节开展巡回指

导，全年培训基层农技人员20万人次以上，培训农

民1000万人次以上。

时间安排：1~12月。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产业技术处、各产业

技术体系专家及综合实验站。

（四）万名骨干农技人员培训及基层农技人

员知识更新培训活动

主要内容：实施万名骨干农技人员培训工作，

为重点农业县培养农技推广首席专家。通过异地

研修、集中办班、现场观摩等形式分区域、分专业

开展基层农技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基层农技人员

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全年培训基层农技人员20

万人次以上。

时间安排：结合各地实际安排。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技术推广处、各省

农业厅（局、委）。

（五）玉米“双增二百”科技服务活动

主要内容：配合东北玉米“双增二百”科技行

动，组织专家、农技人员和农业企业力量建设试

验示范基地，开展高产竞赛，大力推广主导品种

和主推技术，力争在具备条件的区域实现玉米亩

增产200斤、节本增效200元的目标。

时间安排：4~10月。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技术推广处，中化化

肥有限公司，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农委，内蒙古

农牧厅，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有关县农业局。

（六）超级稻“双增一百”科技服务活动

主要内容：配合全国超级稻“双增一百”科技

行动，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建设高产示范区、重

点围绕南方集中育秧、东北大棚育秧、机械化栽

插、精确定量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治等高产栽培

技术开展培训与指导，确保全年推广超级稻1.3亿

亩以上，努力实现“亩增产一百斤、节本增效一百

元”的目标。

时间安排：4~10月。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技术推广处、农业

部农垦局、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全国超级稻

协作组，超级稻主产省和示范县。

（七）引进品种及技术推广服务活动

主要内容：围绕近年来通过948计划项目引进

的葡萄、香蕉等品种和技术，建立引进核心技术

展示基地，通过引进品种及核心技术展示、培训、

宣传等多种方式，推广引进并已消化的新技术，

使其快速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其中葡萄品种和

技术主要在江苏、上海、辽宁、广西等地推广，建

立引进核心技术展示基地10个，示范推广面积20

万亩，辐射推广50万亩以上。建立香蕉新品种和

技术示范基地3~5个，面积200~300亩，推广面积

5000~10000亩，技术培训10次以上，培训2000人

以上。

时间进度：4~6月，召开技术推介现场会，集

中向各科研单位种植大户推广葡萄、香蕉种植技

术；6~10月，集中组织人员对种植相关品种的农

民和大户进行指导培训。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条件处、有关项目主

持单位，相关省。

（八）新型职业农民科技培训活动

主要内容：依托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突

出为农业产业发展服务，结合“粮棉油糖高产创

建”、“菜篮子”、“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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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骨干农民为重点对象，组

织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职业院校、农技推广

机构、农机校等各类培训机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培训和技术咨询服务，提高受训农民的从业技能

和综合素质。全年培训300万人以上（含2万名新型

职业农民）。

时间进度：4月份开始。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教育处、各省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    

（九）农村节能减排技术进村入户宣传培训

活动

主要内容：制作农村节能减排广播专题节目，

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中国乡村

之声》两个频率播出；举办全国农村节能减排卫

星远程培训班，对1000名市、县级农村能源管理

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实现专家远程授课和

答疑；组织全国农村“大喇叭”广播站和节能减排

示范村，开展以“节能减排”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推进培训进村入户。

时间进度：6~9月，举办全国农村节能减排卫

星远程培训班；7~10月，组织节能减排进村入户宣

传活动；1~12月，制作农村节能减排广播专题节目

并播出。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能源生态处、中央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

（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示范活动

主要内容：配合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

的建设，组织开展农业科技成果的征集、遴选、

分类和汇总工作，并实时在网上推介发布；组织开

展科企对接和展览展示活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

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时间进度：4~11月。

责任单位：农业部科教司技术推广处、中国农

学会、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农业部外经中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起来，把

开展好“送、带、促”活动作为农业科教工作的重

点，掀起开展科技服务的热潮。要加强领导、精

心组织、明确责任、抓好落实。要充分调动农业科

教、推广、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方力量

的积极性。

（二）细化实施方案。农业部制订总体方案，

明确思路目标、工作原则、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各农业科教单位按照要

求，结合实际，组织制订本地、本单位活动方案，

并根据区域重点和农事季节，因地制宜组织实

施。各农业县要结合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的实

施，按照“技术方案细化到县、技术明白纸落实到

村、技术人员服务到户”的总体要求，组织专家和

农技人员制订分区域、分品种、分季节等针对性

强、可操作的技术方案。

（三）确保经费投入。要依托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高产创建、测

土配方施肥、农业行业科研专项、超级稻新品种

选育与示范、粮食丰产工程等项目，采取有效措

施，统筹各方资源和技术力量，加大对“送、带、

促”活动的投入力度；要通过政策引导、项目带动

和表彰奖励等，进一步激励和引导科技人员进村

入户开展科技服务工作。

（四）加大总结宣传。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网络、报刊杂志等多种途径，开展系列宣传，扩大

“送、带、促”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农民对新

品种、新技术的认知度，激发农民学科技、用科

技的热情。要充分挖掘、宣传“送、带、促”活动中

涌现的典型事迹和先进个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各省农业厅（局、委）、有关单位要确定专人

负责新闻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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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物联网区域 
试验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

农办市〔2013〕8号

天津市农委、上海市农委、安徽省农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3]7号）要求，加快推进农业物联网应用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支撑农业现代化建设，经研

究，我部决定启动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首批选择你省（市）开展试点试验工作，探索农业物联网发

展路径和应用模式，培育一批可看、可用、可推广的示范典型，为全国范围推广应用积累经验。现将《农业

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严格按照《工作方案》安排，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目标，

明确工作分工，落实保障措施，确保高质量完成试点试验工作。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4月23日

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促进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提高农业

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发展向集约

型、规模化转变，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我部决定

启动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下称区试工程），

选择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天津、上海、安徽三省市

率先开展试点试验工作。为确保区试工程顺利进

行，制定如下方案。

一、实施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 
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但也面

临着资源、环境与市场的多重约束，保障粮食安

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的压力依然存在，确保农

民稳定增收的任务越来越重。实施区试工程，对

于探索农业物联网理论研究、系统集成、重点领

域、发展模式及推进路径，提高农业物联网理论

及应用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民增收

有重要意义。

（一）实施区试工程，有利于把握物联网等

信息技术的特点及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规律，探

索形成农业物联网发展模式。信息技术是新生事

物，是多学科技术的集成，兼具系统性和整体性。

农业是个古老产业，兼具地域性、季节性和多样

性，这就决定了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实施区试工程，研究物联网技术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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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品、不同领域的集成、组装模式和技术实现

路径，逐步构建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促进农业

物联网基础理论研究、适用技术和产品研发，探

索构建国家农业物联网标准框架体系及相关公共

服务平台，将为推动农业物联网产业大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二）实施区试工程，有利于积累农业物联

网应用经验，促进农业物联网科学发展。目前，我

国农业物联网应用尚处于尝试性起步阶段，整体

应用水平和建设规模明显落后于电力、医疗、环

保等其他行业。各地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基本呈

各自为战、散兵游勇式发展，点多面广，严重缺乏

顶层设计，为示范而示范的现象较普遍，重复投

入问题较突出，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较少。实施

区试工程，有利于逐步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

方向和重点，为全面、整体、系统推进农业物联网

积累经验。

（三）实施区试工程，有利于调动地方农业

部门积极性，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推进农业物联网

应用。虽然一些地方农业部门发展农业物联网的

积极性较高，但由于缺乏稳定投入，系统推动的后

劲明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物联网效果

发挥和长远发展。实施区试工程，不仅有利于调

动地方农业部门积极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工

程项目的示范、引导和带动，能够促进社会各方资

源整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农业物联网发展。

二、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工程目标。开展农业物联网应用理论研

究，探索农业物联网应用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发

展模式及推进路径；开展农业物联网技术研发与

系统集成，构建农业物联网应用技术、标准、政策

体系；构建农业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中央与

地方、政府与市场、产学研和多部门协同推进的

创新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适时开展成

功经验模式的推广应用。

（二）总体思路。按照“统一规划、系统设计、

领域侧重、统分结合、整体推进、跨越发展”的总

体思路组织实施。遵从“先集中规划后分区试验，

先集中建平台后组装集成，先试点试验、积累经

验后推广应用”的指导思想分步推进实施。在系

统规划设计的同时，支持天津、上海和安徽根据

各自经济、社会及农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特点，分别

以设施农业与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

控和农业电子商务推进、大田粮食作物生产监测

为重点领域开展试验示范，力图探索形成农业物

联网可看、可用、可持续的推广应用模式，逐步构

建农业物联网理论体系、技术体系、应用体系、标

准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并在全

国范围内分区分阶段推广应用。

（三）重点任务

一是研究和部署农业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面向农业物联网重大行业应用，重点突破多源信

息融合、海量信息分布式管理、智能信息服务等

关键技术，构建农业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开展

面向农业资源规划与管理、生产过程精准管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等领域的共性服务。

二是研究和制定一批农业物联网应用行业标

准。联合产学研用单位，研究和编制农业领域条

形码（一维码、二维码）、电子标签（RFID）等的

使用规范，制修订一批农业物联网传感器及传感

节点、数据采集、应用软件接口、服务对象注册以

及面向大田、设施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应

用等方面标准。

三是中试和熟化一批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和

装备。围绕区域主导产业，重点中试和熟化动植

物环境（土壤、水、大气）、生命信息（生长、发

育、营养、病变、胁迫等）传感器，研制成熟度、营

养组分、形态、有害物残留、产品包装标识等传感

器，开展农业物联网技术和装备的系统引进和自

主研发，加强动植物生长过程数字化监测手段、

模型研究，突破农业物联网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

术。

四是形成一批可推广的技术应用模式。针对

设施农业与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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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大田粮食作物生产等的监测监控，分别

研发系列专用传感、传输、控制等设备，开发相应

的软件和管理信息系统，从而构建全程技术体系

及可持续发展机制。

五是培育农业物联网产业。按照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的思路，围绕农业物联网的感知识别、

数据传输、数据处理、智能控制和信息服务等环

节，积极引导和推进农业物联网设备制造、软件开

发及相关服务，培育一批农业物联网产业化研究

基地、中试基地和生产基地，促进农业物联网新

兴产业发展。

六是强化政策措施研究。总结区试工程经

验，研究提出促进农业物联网应用推广的政策建

议，积极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出台，营造农业物联

网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试验布局

围绕天津、上海和安徽农业特色产业和重点

领域，统筹考虑行业及产业链布局，逐步实现物

联网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的渗透和试点省市的整

体推进。

（一）天津设施农业与水产养殖物联网试验

区

天津毗邻北京，经济和交通条件好，区位优势

明显。设施农业发达，目前拥有高标准设施农业

面积60万亩，水产养殖面积62万亩，规模化水产

养殖小区55个，蔬菜和水产品自给率高。试验重点

是在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水产养殖小区等开展设施农业与水产养殖

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探索不同种类农产品、不

同类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

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信息化管理，探索利用

信息技术构建新型农产品流通格局，有效减少交

易环节，提高交易效率。

一是设施农业与水产养殖环境信息采集技术

产品集成应用。选择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水产养殖小区，探索不同

种类农产品、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物

联网技术应用模式及可持续商业模式。

二是设施农业生命信息感知技术引进与创

新。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作物生命信息

感知技术和设备，实现农作物径流、叶面温度、蒸

腾量等作物关键生理生态信息在线获取，实现即

时灌溉决策与在线营养诊断。

三是设施蔬菜病虫害和水产病害特征信息提

取与预警防控。融合设施环境、视频、动植物生命

感知信息，引进创新设施农业病虫害和水产主要

病害特征信息提取技术，实现设施农业主要作物

的重点病虫害和水产主要病害信息实时提取与预

警、事前防治与控制。

四是探索设施农业物联网应用平台与服务模

式。集成现有农业信息服务系统，构建设施农业

物联网集成应用服务平台，面向农业主管部门、

生产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层农技人员、农户

等提供多渠道、内容丰富的设施农业与水产养殖

物联网应用服务；总结形成可持续、可推广的设

施农业与水产养殖物联网应用服务模式。

五是农产品交易流通平台。以天津韩家墅海

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体，综合利用物联网等

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农产品质量追溯，实现物流、

配送、仓储高效管理，并依托深圳农产品股份有

限公司分布在全国的26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探索

构建“产地装车、销地卸车、网上交易撮合、单品

种全国互联互通”的新型农产品流通格局。

（二）上海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试验区

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农产品主要依靠外埠

输入，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探索应用物联网技术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试验，对确保大中城市食品安全具有普遍意

义。试验重点是农产品（水稻、绿叶菜、动物及

动物产品）生产加工、冷链物流和市场销售等环

节的物联网技术应用，借助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和条码技术，搭建农产品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实

现对农产品生产、流通等环节全过程智能化监

控，有效追溯农产品生产、运输、储存、消费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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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信息。

一是建设农产品安全生产管理物联网系统。

集成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生产环境信息实时在

线采集技术，研究生产履历信息现场快速采集技

术，开发农产品安全生产管理物联网系统，实现

产前提示、产中预警和产后反馈。

二是建设农业投入品监管物联网系统。在农

业生产环节，建立水稻、绿叶菜等农产品田间操

作电子化档案，对农业投入品进行规范管理，做

到来源清楚，领用清晰，用量明确。

三是农产品冷链物流物联网技术引进与创

新。引进、消化国外农业物联网先进技术，在消化

吸收相关技术基础上，研制集多种传感器、车辆

定位、无线传输于一体的冷链物流过程监测设

备，力争在稳定性、可靠性、低成本和低能耗方面

有进展。开发农产品冷链物流过程监测与预警系

统，实现基于物流过程的实时化监测与智能化决

策。

四是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管物联网应用平

台构建与服务模式创新。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综合数据库，开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物联网

应用平台，提供从农田到餐桌为主线的物联网综

合应用服务，实现以追溯为核心的多方式溯源服

务。培育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示范企业与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积极探索商业化服务模式。

五是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应用示范。以农产

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为突破口，重点支持农产品

电子商务与农产品追溯系统的深度融合，加快建

设和推广从农产品生产至终端销售全程追溯的应

用系统，搭建农产品产销服务信息平台。

（三）安徽大田生产物联网试验区

安徽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对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试验以大田作物“四情”（苗

情、墒情、病虫情、灾情）监测服务为重点，通过

远程视频监控与先进感知相结合的农情数据信息

实时采集、高效低成本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智能决

策技术的集成应用，实现大田作物全生育期动态

监测预警和生产调度。

一是建设大田作物农情监测系统。基于传感

网数据采集，集成开发大田作物农情监测系统，

实现对农田生态环境和作物苗情、墒情、病虫情

以及灾情的动态高精度监测。

二是建立基于感知数据的大田生产智能决策

系统。基于信息采集点感知数据，集成农业生产

管理知识模型，开发大田生产智能决策系统，实

现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病虫害预警防治等生产

措施的智能化管理。

三是建立基于物联网的农机作业质量监控与

调度指挥系统。在粮食主产区，基于无线传感、定

位导航与地理信息技术，开发农机作业质量监控

终端与调度指挥系统，实现农机资源管理、田间

作业质量监控和跨区调度指挥。

四是构建集成于12316平台的大田生产信息

综合服务平台。以12316平台为基础，集成现有信

息资源和各类专业服务系统，构建大田生产信息

综合服务平台，为农情监测、生产决策、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农机调度、市场监测预警等农业生

产经营活动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五是大田生产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区建设。

在小麦、水稻等主产县（市、区）建设大田生产物

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区，开展“四情”监测预警、农

业生产管理、农机作业调度等物联网技术应用示

范，探索物联网在大田作物生产上的技术应用模

式和机制。

六是探索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在设施蔬

菜、畜牧、渔业、茶叶、水果等产业，依托国家级、

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龙头企业，省级农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和规模种养殖场开展农业物联网

应用试点，探索适合不同种类农产品、不同类型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

四、条件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有序、高效推进区试

工程任务，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区试工

作由农业部农业信息化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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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试工程技术专家组，由国家有关科研、教育系

统的专家参与，负责研究制定区试工程总体技术

解决方案，指导区试工程建设，研究和突破关键

技术，制定农业物联网相关标准等。试点省市要

成立以分管省市领导为组长、农业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为副组长、涉农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及技

术专家组，负责推进本省市区试工程。

（二）明确工作分工。农业部负责组织制定区

试工程总体实施方案，统筹推进区试工程，组织

专家开展农业物联网应用理论、标准规范、共性

技术和设备研究与熟化工作，构建农业物联网公

共服务平台，开展应用模式及经验推广；试点省市

领导小组及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实施方

案、落实配套经费、推进区试工程及技术成果的

示范与推广、加强资金监管及提高补助资金使用

效益等工作。

（三）确保稳定投入。要按区试总体方案安

排，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以确保区试工程整体、

稳步推进。农业部负责监督中央补助资金使用。

试点省市要按不少于1 : 1的比例落实配套资金，

并制定相应资金管理办法；注重积极引导有关IT

企业和有实力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投资参与区试

工程，逐步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注重商业模式

的培育，探索可持续发展机制。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3年全国渔船 
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农办渔〔2013〕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主管厅（局）：

为贯彻落实2013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六部门《2013年全国农资打

假和监管要点》和《农业部关于印发〈2013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农质发

[2013]4号）要求，现就2013年全国渔船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行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全国渔船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行动，逐步摸清渔船各类船用产品的质量状况；严厉打击

渔船船用产品假冒伪劣行为，禁止“三无”产品、旧设备、旧材料、翻新设备及翻新材料上渔船；提高船用

产品生产者、经销商和渔民的质量和安全意识，确保渔民用上满意放心船用产品，维护渔民合法权益，保

障渔民生命安全。

二、组织方式

在农业部统一领导下，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下称农业部船检局）负责全国渔船船用产品质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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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治理行动的组织实施。

各省（区、市）渔业行政主管厅（局）及其渔船检验机构和相关部门负责本省（区、市）船用产品质量

专项治理行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国家渔业机械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检测机构为专项治理行动提供相应技术支撑。

三、工作重点

在船用产品集中生产地、经销地和船舶修造地等重点区域，在伏季休渔、渔船回港维修等关键时段，

结合渔船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对船用产品生产企业、经销企业和船舶修造企业的生产资质状况以及渔

业船舶船用产品的持证情况、质量状况进行检查，依法查处假冒伪劣产品。主要检查：

（一）救生衣、救生圈：外观质量、渔船检验（ZY）防伪标志、产品铭牌信息完整性等。

（二）救生筏：船上安装情况和质量及检修有效期，筏站检修质量等。

（三）船用防污染设备：是否持有效型式认可证书、船用产品证书等。

（四）船用防污涂料：是否持有效型式认可证书等。

（五）消防设备：是否持有船用产品证书、灭火剂有效期等。

（六）船用柴油机：船用产品证书、产品铭牌完整性、改装情况等。

（七）通信导航设备、信号设备等重要船用设备、材料持证情况及质量状况等。

四、工作方式

（一）动员部署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协同工信、工商、质检和公安等部门查处假冒伪劣船用产品。

（二）组织委托船用产品检测机构，开展重要船用产品监督抽查，公布抽查结果。

（三）组织开展船上救生、消防、通导设备持证情况检查活动。

（四）开展船用产品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培训。

（五）结合为渔民办实事活动，举办“安全产品上渔船”活动，开展“三救”设备（救生衣、救生圈和

救生筏）生产企业检查及产品抽查，组织安全产品使用知识宣传普及，开展相关培训，强化渔民群众质量

意识。

五、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宣传发动阶段。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及时制定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确定重点监管产品，明确治理工作重点，同时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二）监督抽查、专项治理和执法检查阶段。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根据确定

的重点监管产品和治理工作重点，开展产品监督抽查和专项治理。农业部船检局委托国家渔业机械仪器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开展救生衣、救生圈和救生筏检修站的监督抽查；组织“安全产品上渔船”活动。

（三）质量分析、行动总结及结果公布阶段。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进行船用产

品质量分析，对专项治理行动进行总结，并针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农业部船检局组织的

抽查结果将通过有关媒介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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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属地监管责

任，建立健全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相关机构具体负责的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行动工作体

系；各省（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安排部署渔船船用产

品专项治理工作。2013年各省（区、市）渔船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请于4月25日前报农业

部船检局。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安全产

品上渔船”等活动，普及渔船设备安全知识，提高渔民维权意识，加大重大案件曝光力度，努力营造全社

会关心支持渔船船用产品质量治理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部门协调。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主动加强同工信、工商、质检、公

安和船用产品检测等部门和机构的沟通与合作，渔业部门内部要加强协调，建立联动治理机制，在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协同作战，形成合力，提升整体监管效能。

（四）加强问题处置。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依法加强对专项治理中发现问题

的处置，对生产环节中发现假冒伪劣产品的，若企业经农业部船检局认可，要视情节责令其改正、停业整

顿、直至注销认可证书，若企业非经农业部船检局认可，要及时提请工信、质检或工商部门处理；对流通

环节中发现假冒伪劣产品的，要注意证据收集，及时提请工商部门处理；对使用环节渔船检查中发现假冒

伪劣产品的，要责令船东拆除更换，涉及面广量大情节严重的，要追溯生产厂家实施产品召回，无证或假

冒证书的产品一律禁止上渔船；涉嫌犯罪的，依法报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五）加强执法检查。各省（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加强对本省（区、市）专

项治理行动的监督检查，指导各地按要求开展治理行动。

（六）加强分析总结。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船检验机构要加强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及时收

集和发布相关信息。要对专项治理行动的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分析和总结，并于11月30日前将本省（区、

市）专项治理行动的总结和填写完整的《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行动信息汇总表》（见附表）一同报送农

业部船检局。

全国渔船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行动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向农业部船检局反映，联

系电话：010-59199298，传真：010-59199300，电子邮箱：CJJCPC@163.COM。

附件：省（区、市）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信息汇总表（略）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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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3年 
生鲜乳违禁物质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农办牧〔2013〕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农牧、农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为进一步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按照《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农业部关于印发2013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农质发[2013]5号）要求，2013年我部继续在全国开展生鲜乳

违禁物质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化认识，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生鲜乳质量安全，事关民生，监管责任重大。各地要充分认识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性，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层层落实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扎实开展生鲜乳违禁物质专项

整治行动，精心组织安排，强化沟通和协作，严格生鲜乳生产、收购和运输等环节监管，确保整治行动

取得实效。

二、突出重点，加强奶站和运输车监管。一是以奶农生产专业合作社开办的奶站和非企业自有运输

车为重点，加强日常检查和隐患排查，强化不定期巡查和督导检查，建立常态化监管工作制度，不断提高

监管水平。二是强化许可管理，严把准入关，坚决取缔不合格奶站和车辆，严厉打击非法收购运输“黑窝

点”，特别是一证多用套用、无证无交接单收购运输，以及在中转站转运、跨省运输、拼车装运、长途贩运

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生鲜乳生产收购和运输秩序。三是推进奶站和运输车规范化建设和标准化管

理，按照《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生鲜乳收购站标准化管理技术规范》等规章规范要求，重点在

有毒有害化学品管理、生鲜乳化验检测、各项记录单据备案、制冷储存设备和挤奶器械维护、生产技术

操作规范等方面整改提高。

三、强化监测执法，坚决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加强生鲜乳例行抽检和跟踪监测，建立省市

县乡等多层次监测执法网络，确保生鲜乳质量安全。一是组织实施2013年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开

展违禁添加物专项抽检、异地抽检等多种形式监测，扩大抽检范围，提高抽检频次，在质量安全易发、多

发、敏感区域，对奶站和运输车实施全覆盖抽检和后续跟踪抽检，对国家公布的违禁添加物全部进行检

测。二是加大对投诉举报地区的隐患排查，特别在南方地区，强化对生鲜乳中黄曲霉毒素M1的监测。同

时，国家通报的重点省份，要做好铅、铬等污染物，冰点、蛋白质等理化指标的摸底，及时发现和消除隐

患。三是加强对不合格生鲜乳监督检查和处置，建立报告制度，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督促乳

企、奶站和奶农做好报告工作。对不合格生鲜乳，经检测确认后，要在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监督下销毁

或者采取其他无害化措施处理，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倒卖和非法收购。四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

厉打击生鲜乳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依据相关规定和程序将监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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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信息及时通报有关部门，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四、制定方案措施，开展自查互查和督查。各地要采取自查、互查和督查等方式，加大生鲜乳违禁物

质专项整治力度。检查和督导重点：一要检查奶站和运输车标准化建设与管理、生鲜乳跨省长途贩运和

中转转运监管情况。二要检查生鲜乳违禁物质监测及执法查处情况。三要检查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制

度建设和落实情况。四要检查不合格生鲜乳处理情况。各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对专项整治情况进行全

面自查和考评，推出好典型，通报落后单位，切实把生鲜乳专项整治工作抓出成效。同时，要做好宣传引导

和培训，形成良好舆论氛围，维护奶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为保证此次行动取得实效，我部将组织13个检查组开展省间互查（分组名单见附件1，检查表见附件

2、3、4和5），并派出督导组对部分省份进行重点督查。省间互查和督查每个省选择2个以上重点县（市、

区）、12个奶站、10辆运输车及2个乳品企业奶源基地，原则上与往年整治检查对象不重复。采取现场检

查、入户（场）调查等形式，摸清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现的新情况，研究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从现在起到6月底前，各检查组自行安排时间，主动与被检查省做好协调和联络工作，要严格遵守

中央“八项规定”，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深入生产一线，及时消除风险隐患，防止走过场。我部将于7月上中

旬召开座谈会，请各组汇报检查情况，研究解决突出问题，提出下一步加强监管工作的措施。请各省和各

检查组将自查评估报告、检查报告电子稿于6月30日前报送我部奶业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郭利亚，邓荣臻

联系电话：010-59191546，59193262

电子邮箱：nzzd@agri.gov.cn

附件：1．检查分组名单（略）

2．生鲜乳收购站检查表（略）

3．生鲜乳运输车检查表（略）

4. 奶源基地建设情况检查表（略）

5.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表（略）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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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1—2020年 
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规划》的通知

农办人〔2013〕31号

部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畜

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贯彻落实《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和《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要求，扎实推进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加快促进农业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我们研究制定了《2011—2020年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规划》，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

遵照执行，充分发挥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以及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撑。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4月27日

2011—2020年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规划

根据《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

长期规划（2010—2020年）》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总体要求，为扎实推进

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发展，加快促进农业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现状和面临形势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围绕农业农村经济中

心工作，按照农业部关于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的总体部

署，广泛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有力促进了农

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基础不断完善。截至

2012年底，共制修订103项农业行业国家（行业）职业

标准、编写45套培训教材、开发46个职业的鉴定试题库

（卷库），为农业技能人才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队伍不断壮大。采取业

务培训、继续教育、现场观摩、研讨交流、拍摄教学片

和论文评选等多种形式，培养了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

政策理论水平高、开拓创新意识强、工作经验丰富的

管理人员队伍，一支由6000多人组成涵盖农业行业主

体职业领域、专业水平高的师资和考评人员队伍，一支

由800多人组成的能够把握政策、规范鉴定考评行为、

确保鉴定质量的督导人员队伍，一支由300多人组成

的精通专业技术和掌握职业标准制修订、培训教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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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鉴定试题库开发的专家队伍。

3．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初步形

成了由各级农业人事劳动部门综合管理，农业部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和10家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站业

务指导和技术支持，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90家农业职业

技能鉴定站组织实施，以及各鉴定站根据需要在所在

地区设立若干鉴定工作站承担鉴定考务工作的农业职

业技能开发工作组织实施体系。

4．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硬件条件不断加强。根

据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发展的需要，农业部从2007

年开始，先后实施了3期职业技能鉴定站基本建设项

目，为鉴定站更新、补充部分鉴定仪器设备，以改善培

训鉴定硬件条件。截至2012年底，共投入6400万元为

190家农业职业技能鉴定站配备了7300多台套仪器设

备，有力提升了培训鉴定机构服务能力。

5．农业技能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素质结构

不断改善。截至2012年底，农业行业共组织409万人次

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考核鉴定并取得不同等级职业资

格证书的人员达到37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比例占

17.2％。农业技术指导员、肥料配方师、动物疫病防治

员、沼气生产工等主体职业的技能人才比例在逐步增

加，保障了农业重点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面临形势

随着人才强农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深入实施，农

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面临新情况新机遇，充分认识面

临的新形势，对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职业技能开

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

进农业现代化对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目前，我

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效益较低，与其他“三化”

相比，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实现“四化同步”，切实把农业发展方式转到依靠

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

就必须培育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

农民。强化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大力开展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和服务等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培养造就一支

服务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善管理、能创业的农村实用人才和现代职业农民

队伍，为粮食持续增产、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这是新形势下农业职业技能

开发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

2．加快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农业职业技能开

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

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

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

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

城乡之间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生产力的合理分

布，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差别，首要任务是促进农

村劳动力平等就业。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

业和创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至关重要。加强

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加快建立并不断完善城乡统

筹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和就

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

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由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由以

第一产业为主向一、二、三产业广渠道就业转变，不断

提高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成为推动城乡发

展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3．全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对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

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造就规模宏大、素质优

良的人才队伍，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

作为我国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农村

人力资源虽然数量众多，但文化程度较低、职业能力

不高。全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大幅度提升农村劳动

力整体素质，把巨大的农村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

优势，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对于

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扎实

推进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大力开展农业职业技能

培训，促进各类农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为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专门人才。同时加快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高，也

是消除农村贫困，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动力。

二、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紧紧

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

务，牢牢把握提高农业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这一核心，

始终面向农村、服务农民，以加强组织体系和工作队伍

建设为基础，以不断完善农业技能人才工作体系为主

线，以不断提升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质量为重点，建

立健全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长效机制，全面推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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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人才工作大发展，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打下坚实基础。

（二）发展目标

到2020年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的总体目标是：

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制度体系初步建立；农业职业

技能开发工作体系更加健全，工作队伍人员数量、素质

不断提高，新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培训教材、鉴

定试题库等开发机制更加完善，培训和鉴定硬件条件

明显改善；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覆盖农业行业主体

职业领域；农业技能人才数量稳步提高，专业结构、等

级结构逐步改善，农民持证人数大幅度增加，农业职

业资格证书的社会公信力、影响力逐步提高。

具体目标为：

1．健全基础体系。制修订100项农业行业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修订或新开发一批职业技能培训大纲和

教材、实训指导手册，开发100个主要职业工种的鉴定

试题库、卷库。

2．提升工作能力。稳定现有工作队伍总体规模，

采取多种措施，对5000名鉴定质量督导员、考评员进行

知识更新再培训，着力提升各类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工

作水平。适当增加新职业领域考评和师资人员数量。

3．完善组织体系。根据农业产业发展需要，调整

优化鉴定机构在区域、行业间布局，规范职业技能鉴定

工作站管理，进一步健全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体系。

2015年前建设50家国家农业技能人才培养基地；2016—

2020年，再建设150家国家农业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4．创新工作机制。指导农业职业院校、农技推广

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和各类用人单位，不断探索农业

职业技能开发工作新机制，大力推进职业培训和技能

鉴定工作与“三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协调发展。

5．提升工作质量。坚持“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

一”原则，推动农业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数量、质量并

重，逐步构建质量建设长效机制，不断提升职业资格

证书含金量和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6．稳定培训鉴定规模。到2020年，力争提供450

万人次职业技能培训和考核鉴定服务，400万名农业

劳动者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其中高级资格以上等级占

20％。农业技术指导员、肥料配方师、动物疫病防治

员、沼气生产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员等主体职业

鉴定人数达到总数的50％以上。

三、工作重点

（一）进一步推进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各类职业资格

相关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07]73号）和《职业资格

清理规范第一批公告目录》（人社部公告[2012]1号）有

关要求，梳理农业行业职业工种种类，严格按照规定

设立农业职业资格，规范开展职业资格相关活动，确

保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顺利实施。充分发挥职业资

格证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实行职业资格证书

与工资待遇及各种优惠政策相挂钩。对从事涉及农产

品质量安全、规范农资市场等关系农业农村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的相关职业领域，随着农业多功能拓展而产

生的涉及农村二、三产业的新职业领域，以及技术性

强、服务质量要求高和关系到广大消费者利益、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职业领域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使其

具有相应职业资格。大力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

书“双证书”并重制度，促进各类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与

鉴定评价工作的有机结合。

（二）推进技能人才开发工作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大力推进职业技能开发与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改革与建设、重大技术推广项目的有机结合，促进农

技推广队伍技术指导和服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加强职

业技能开发与农业标准化建设的有效衔接，促进人才

技能水平与农产品技术标准相适应；加强职业技能开

发与场（地）认定相结合，把主要岗位从业人员的职业

资格作为商品粮油基地、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科技

示范场以及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基

地认定的基本条件；加强职业技能开发与重大工程项

目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结合，在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测土配方施肥、农村清洁

工程、农村沼气、生态农业、农机具购置补贴、畜禽良

种补贴、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建设和农产品产地初加

工、休闲农业、农民培训等项目和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逐步提高项目实施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的比

例，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扎实做好重点职业领域的技能人才培训和

鉴定工作

适应农业产业化、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发展需

要，以提高职业技能为核心，着力抓好动物防疫员、植

保员、农村信息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员、肥料配方

师、农机驾驶操作和维修能手、农村能源工作人员以

及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人员、畜禽饲养繁殖服务人员

等职业领域的培训和技能鉴定。完善以职业院校、广播

电视学校、技术推广服务机构等为主体，学校教育与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紧密联系的农业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创新培养方式，探索在大型农产品加工等涉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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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企业内技能人才评价等鉴定新模式，为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和重点职业领域农业技能人才创造条件。

（四）夯实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基础

加大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等密切关联的

涉农新职业工种研究开发力度，及时申请设立推广成

果转化交易服务经纪人等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急需的新

职业，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职业标准，满足农业农村经

济发展对各类技能人才的需求。按照职业标准、培训

教材、鉴定题库“三位一体”开发的工作模式，适应农

业科技进步和行业发展的要求，着力做好国家职业标

准修订工作，积极探索职业技能鉴定国家试题库实训

指导手册开发，不断完善培训教材体系。加快试题库

建设，注重实际操作技能试题库开发，大力开发技师、

高级技师鉴定试题库（试卷库），把主体职业试题库打

造成精品国家题库。

选择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硬件条件的培训或鉴定机

构，结合农业职业技能鉴定站建设项目的实施，建设

一批设施设备齐全的农业技能人才培养基地，重点开

展技能人才培训、技术交流和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

加强实训基地培训条件建设，注重发挥基地的资源优

势和功能，增强实训的有效性，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提

升实训基地服务技能人才培养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管理体系

进一步完善质量管理规章制度，研究制定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站管理办法。不断完善职业技能鉴定质量

督导制度，落实现场督考委派制，推行交叉督考并开展

随机抽查督考。各鉴定机构要严格按照人社部关于职

业技能鉴定所（站）质量管理评估的要求，强化自身建

设，进一步完善岗位设置、规章制度、档案资料、鉴定

实施要求、质量监督反馈等关键环节的规范化管理，确

保农业行业所有鉴定站都达到合格以上的评估标准。

加强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研究，鼓励

鉴定站参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行鉴定机构红黑榜

制度，探索建立鉴定机构信用等级制度，并将鉴定机

构相应信息向社会公布。继续执行考评人员、质量督导

人员诚信考评和督导制度。对培训鉴定机构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从组织形式、工作内容到业务流程实现监

督检查的经常化和制度化。完善质量责任书制度，明确

工作具体要求和工作目标；建立质量工作通报制度；所

核发证书数据按照要求和程序全部上传《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维护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的权威和形象。积极构建质量管理长效机制，不断提

升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水平。

（六）广泛开展农业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在总结农机修理、农机田间作业、橡胶割胶、沼气

池建设等职业技能大赛成功经验基础上，各行业、各地

区围绕本行业主体职业或与当地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职

业工种，开展各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和职业技能竞赛等活

动，为发现和选拔高素质农业技能人才创造条件。对职

业技能竞赛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农业技能人才，在给予精

神和物质奖励的同时，可按有关规定直接晋升一个职业

资格等级，同时大力宣传优秀农业技能人才典型人物和

事迹，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新的有利于农业

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对符合条件的，积极推

荐参加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和组织实施

加强对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

指导和宏观管理，各地、各行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

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分类指导，将农业职业技能开发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加强农业技能人才培养方

式和鉴定考评技术等基础研究，探索培训教材编写新

体例、新模式，研究鉴定试题库命题模块化开发的新

方法，总结推广仿真模拟操作、智能化考试等先进鉴

定评价方法和技术，以及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统一鉴

定考试形式，为职业技能开发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

（二）加大投入和经费保障力度

各级农业部门要健全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和个

人多元化的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投入机制，落实国家相

关政策要求，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资金，专项

用于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把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机构

条件改善纳入基本建设投资中，把职业标准制修订和

新职业、培训教材、试题库开发工作列入财政预算。在

有关工程、计划和建设项目中，安排一定经费用于培训

鉴定，并形成长效机制。对农业技能人才培训、鉴定、

评选表彰等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不断改善实训

基地和鉴定机构条件。

（三）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

借助报刊、网络、影视等多种媒体，采取专刊、专

栏、专版、专访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优秀农业技能人才以及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的

作用和成效，扩大职业技能开发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调动农业行业各类用人单位和

更多劳动者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升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全社会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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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兽药管理条例》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氟苯尼考粉和氟苯尼考预混剂中非法添加氧氟沙星、

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的检查方法》（见附件），现予公布，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12日

附件

氟苯尼考粉和氟苯尼考预混剂中非法添加 
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 

恩诺沙星的检查方法

一、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氟苯尼考粉、氟苯尼考预混剂

中非法添加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

沙星的检查。

二、检查方法

照高效 液相色谱法测定（《中国兽药典》

二〇一〇版一部附录36页）。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　用十八烷基键合

硅胶为填充剂（Waters XBridge C18色谱柱或性

能相当的色谱柱）；以磷酸溶液（取磷酸3.0ml，

加水至1000ml，用三乙胺调pH至3.0±0.1，加乙腈

50ml）-甲醇（88 : 12）为流动相，流速为每分钟

1ml，采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检测，采集波长为

200 nm～400nm，分辨率为1.2nm；记录283nm波长

处的色谱图。

称取氧氟沙星对照品、诺氟沙星对照品、环

丙沙星对照品、恩诺沙星对照品各约25mg分别置

50ml量瓶中，加2%磷酸溶液-乙腈（1 : 1）适量，

超声处理30分钟使溶解，放冷至室温，用2%磷酸

溶液-乙腈（1 : 1）稀释至刻度，摇匀。各量取5ml

置同一50ml量瓶中，用磷酸溶液（取磷酸3.0ml，

加水至1000ml，用三乙胺调pH至3.0±0.1，加乙腈

50ml）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系统适用性试验溶

液。取10µl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和

光谱图。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

星各相邻色谱峰之间的分离度均应符合要求。

测定法　取供试品1.0g置具塞锥形瓶中，加

2%磷酸溶液-乙腈（1 : 1）50ml，超声处理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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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星混合标准溶液色谱图

钟，放冷至室温，滤过，取续滤液5ml，加磷酸溶

液（取磷酸3.0ml，加水至1000ml，用三乙胺调pH

值至3.0±0.1，加乙腈50ml）稀释至50ml，摇匀，作

为供试品溶液。另取需要验证物质的相应对照品

（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星）各

约25mg，分别加2%磷酸溶液—乙腈（1 : 1）50ml，

超声处理15分钟使溶解，放冷至室温；各取5ml，

分别加磷酸溶液（取磷酸3.0ml，加水至1000ml，

用三乙胺调pH值至3.0±0.1，加乙腈50ml）稀释至

50ml，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取供试品溶液和对

照品溶液各10µl，分别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同时

记录色谱图和光谱图。通过与对照品液相色谱图

保留时间、光谱图的比对，确定供试品中是否含有

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星。

三、结果判定

1. 在相同实验条件下，供试品色谱图中如出

现色谱峰与相应对照品峰保留时间一致（±5%），

在大于200nm的波长范围内，供试品出现的色谱

峰和相应对照品峰相对峰高大于10%时，两者光

谱图无明显差异（必要时可调整供试品溶液的浓

度），最大吸收波长一致（±2nm），判定为检出氧

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星。

2. 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如出现与相应对照品

保留时间一致的色谱峰，但峰面积小于检测限峰

面积，判定为未检出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

星、恩诺沙星。

四、检  测  限

本测定法的检测限为0.5mg/g。

附图1，附图2：

  

图2   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的光谱图

起草单位：河南省兽药监察所

复核单位：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江苏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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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规定，天津市静海县西翟庄小枣协会等单位申请对“静海金丝小

枣”等147个产品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经过初审、专家评审和公示，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程序和条件，准予登记，特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附件：2013年第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公告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15日

附件

2013年第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公告信息

序号 产品名称 所在地域 申请人全称 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编号

1 静海金丝小枣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西翟庄小枣协会 AGI2013-01-1049

2 徐堡大枣 天津 天津市徐堡枣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50

3 冀州天鹰椒 河北 冀州市富农辣椒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51

4 迁西栗蘑 河北 迁西县食用菌协会 AGI2013-01-1052

5 曲周小米 河北 曲周县巨桥谷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53

6 祈紫菀 河北 安国市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协会 AGI2013-01-1054

7 清徐葡萄 山西 清徐县马峪乡农科协会 AGI2013-01-1055

8 贺家庄鲜桃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卧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56

9 冀村长山药 山西 汾阳市农业技术综合开发协会 AGI2013-01-1057

10 广灵画眉驴 山西 广灵画眉驴养殖协会 AGI2013-01-1058

11 陵川黑山羊 山西 陵川县养羊协会 AGI2013-01-1059

12 汾阳酿酒高粱 山西 汾阳市农业技术综合开发协会 AGI2013-01-1060

13 泽州红山楂 山西 泽州县晋丰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61

14 隰县梨 山西 隰县吉祥精品果业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62

15 洪洞莲藕 山西 洪洞县四季鲜莲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63

16 七里坡山楂 山西 闻喜县半山腰山楂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64

17 阿荣玉米 内蒙古 阿荣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065

18 阿荣大豆 内蒙古 阿荣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066

19 四子王旗杜蒙羊肉 内蒙古 四子王旗家畜改良工作站 AGI2013-01-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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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阿荣马铃薯 内蒙古 阿荣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068

21 台安肉鸭 辽宁 台安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069

22 绥中核桃 辽宁 绥中县核桃协会 AGI2013-01-1070

23 瓦房店葡萄 大连 瓦房店市盟田农业联合会 AGI2013-01-1071

24 瓦房店闫店地瓜 大连 瓦房店禾信蔬菜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72

25 旅顺脉红螺 大连 大连市旅顺口区渔业协会 AGI2013-01-1073

26 金州毛蚶 大连 大连金州新区水产服务管理站 AGI2013-01-1074

27 普兰店蚆蛸 大连 普兰店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075

28 黑垦二九○红小豆 黑龙江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宝泉岭分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协会 AGI2013-01-1076

29 兴凯湖大米 黑龙江 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协会 AGI2013-01-1077

30 兰西玉米 黑龙江 兰西县厚博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78

31 桦南白瓜籽 黑龙江 桦南县绿色食品协会 AGI2013-01-1079

32 勃利蓝靛果 黑龙江 勃利县蓝靛果行业协会 AGI2013-01-1080

33 泰来绿豆 黑龙江 泰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081

34 泰来花生 黑龙江 泰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082

35 双城玉米 黑龙江 双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083

36 穆棱肉牛 黑龙江 穆棱市兴牧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84

37 他拉哈大米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兴平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85

38 金山蟠桃 上海 上海市蟠桃研究所 AGI2013-01-1086

39 如皋黄鸡 江苏 如皋市畜牧兽医站 AGI2013-01-1087

40 白马湖青虾 江苏 白马湖水产协会 AGI2013-01-1088

41 白马湖大闸蟹 江苏 白马湖水产协会 AGI2013-01-1089

42 邵店板栗 江苏 新沂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090

43 浦江葡萄 浙江 浦江县农业局经济特产站 AGI2013-01-1091

44 临海西兰花 浙江 临海市农产品营销行业协会 AGI2013-01-1092

45 湖州太湖鹅 浙江 湖州建旺禽业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93

46 金华两头乌猪 浙江 金华市畜牧兽医局 AGI2013-01-1094

47 宁波岱衢族大黄鱼 宁波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AGI2013-01-1095

48 大圩葡萄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AGI2013-01-1096

49 巢湖白虾 安徽 巢湖市三珍渔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97

50 巢湖银鱼 安徽 巢湖市三珍渔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98

51 马店糯米 安徽 凤台县平丰糯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099

52 穆阳水蜜桃 福建 福安市水蜜桃协会 AGI2013-01-1100

53 福安巨峰葡萄 福建 福安市葡萄协会 AGI2013-01-1101

54 漳平青仁乌豆 福建 漳平市双和蔬菜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02

55 怀玉山马铃薯 江西 玉山县红日农林农民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03

56 黄岗山玉绿 江西 铅山县虞军茶叶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04

57 铅山河红茶 江西 铅山县连四纸（连史纸）河红茶制作技艺传习所 AGI2013-01-1105

58 玉山黑猪 江西 玉山县农村经营管理站 AGI2013-01-1106

59 上饶蜂蜜 江西 上饶县益精蜂业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07

60 抚州西瓜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天露西瓜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08

61 上饶早梨 江西 上饶县绿源果业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09

62 铅山红芽芋 江西 铅山县强农蔬菜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10

63 上高紫皮大蒜 江西 上高县绿野紫皮大蒜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1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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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安义瓦灰鸡 江西 安义县鼎湖镇瓦灰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12

65 三清山山茶油 江西 玉山县春源油茶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13

66 刘村酥梨 山东 滕州市绿色食品协会 AGI2013-01-1114

67 历城核桃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果业协会 AGI2013-01-1115

68 鸡黍红花斑山药 山东 金乡县红花斑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16

69 烟台海肠 山东 烟台市水产研究所 AGI2013-01-1117

70 里口山蟠桃 山东 威海市环翠区植物保护站 AGI2013-01-1118

71 莱芜鸡腿葱 山东 莱芜市牛泉华兴鸡腿葱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19

72 嘉祥细长毛山药 山东 嘉祥县明豆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20

73 荣成甘薯 山东 荣成市绿色食品协会 AGI2013-01-1121

74 荣成大花生 山东 荣成市绿色食品办公室 AGI2013-01-1122

75 临朐黑山羊 山东 临朐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123

76 文登奶山羊 山东 文登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AGI2013-01-1124

77 文登水貂 山东 文登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AGI2013-01-1125

78 桑岛刺参 山东 龙口市桑岛海产品养殖协会 AGI2013-01-1126

79 巨淀湖泥鳅 山东 寿光市渔业协会 AGI2013-01-1127

80 羊口虾酱 山东 寿光市渔业协会 AGI2013-01-1128

81 老龙湾鳟 山东 临朐县龙湾淡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29

82 云山大樱桃 青岛 青岛腾云大樱桃产销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30

83 人荣小西红柿 青岛 青岛凯旋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31

84 姜家埠大葱 青岛 青岛市姜家埠蔬菜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32

85 琅琊玉筋鱼 青岛 胶南市渔业协会 AGI2013-01-1133

86 东大寨苹果 青岛 青岛东大寨果蔬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34

87 上戈苹果 河南 洛宁县上戈苹果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35

88 茶亭沟红薯 河南 登封市茶亭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36

89 七里湖萝卜 湖北 钟祥市荆沙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37

90 红安花生 湖北 红安县花生科研所 AGI2013-01-1138

91 钟祥花生 湖北 荆门市楚花花生加工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39

92 均州名晒烟 湖北 丹江口市烟叶协会 AGI2013-01-1140

93 漳河水库翘嘴鲌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141

94 漳河水库草鱼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142

95 黄龙鳜鱼 湖北 十堰市张湾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AGI2013-01-1143

96 潜江龙虾 湖北 潜江市龙虾养殖协会 AGI2013-01-1144

97 百里洲砂梨 湖北 枝江市百里洲农业服务中心 AGI2013-01-1145

98 洪湖野鸭 湖北 洪湖市野鸭驯养协会 AGI2013-01-1146

99 钟祥葛粉 湖北 钟祥市葛产业协会 AGI2013-01-1147

100 宜昌长江肥鱼 湖北 宜昌英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48

101 五峰宜红茶 湖北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茶叶专业经济协会 AGI2013-01-1149

102 华容道鸡蛋 湖南 华容县华容道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50

103 岭头单丛茶 广东 饶平县浮滨镇兴农茶叶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51

104 龙脊辣椒 广西 龙胜各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152

105 都安山羊 广西 都安瑶族自治县畜牧管理站 AGI2013-01-1153

106 东山猪 广西 全州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154

107 信都三黄鸡 广西 贺州市八步区畜牧与饲料管理站 AGI2013-01-115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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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梧州砂糖桔 广西 梧州市水果协会 AGI2013-01-1156

109 城口洋芋 重庆 城口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157

110 万州罗田大米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罗田镇农业服务中心 AGI2013-01-1158

111 松林桃 四川 广汉市松林镇水果协会 AGI2013-01-1159

112 茂汶苹果 四川 茂县农业经济作物服务站 AGI2013-01-1160

113 盐边桑葚 四川 盐边县蚕桑丝绸协会 AGI2013-01-1161

114 丹棱桔橙 四川 丹棱县农林局多经站 AGI2013-01-1162

115 甘孜青稞 四川 甘孜州农学会 AGI2013-01-1163

116 射洪金华清见 四川 射洪县西山坪清见桔橙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64

117 盐边西瓜 四川 盐边县惠民瓜果协会 AGI2013-01-1165

118 空山马铃薯 四川 通江县农技站 AGI2013-01-1166

119 黑竹沟藤椒 四川 峨边十里香蔬菜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67

120 水城猕猴桃 贵州 水城县绿色产业服务中心 AGI2013-01-1168

121 回龙茶 云南 梁河县茶叶技术推广站 AGI2013-01-1169

122 白竹山茶 云南 双柏县茶桑站 AGI2013-01-1170

123 夕阳葵花子 云南 晋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171

124 龙陵紫皮石斛 云南 龙陵县石斛协会 AGI2013-01-1172

125 龙陵黄山羊 云南 龙陵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AGI2013-01-1173

126 保山透心绿蚕豆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农业技术推广所 AGI2013-01-1174

127 马龙苹果 云南 马龙县水果协会 AGI2013-01-1175

128 吴堡红枣 陕西 吴堡县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AGI2013-01-1176

129 肃南甘肃高山细毛羊 甘肃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养羊协会 AGI2013-01-1177

130 乐都绿萝卜 青海 乐都县蔬菜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178

131 湟中蚕豆 青海 湟中县农产品种植协会 AGI2013-01-1179

132 大通鸡腿葱 青海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180

133 民和羊肉 青海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AGI2013-01-1181

134 乌兰茶卡羊 青海 乌兰县那仁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82

135 互助葱花土鸡 青海 互助土族自治县畜牧兽医工作站 AGI2013-01-1183

136 柴达木枸杞 青海 海西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AGI2013-01-1184

137 盐池黄花菜 宁夏 盐池县种子管理站 AGI2013-01-1185

138 盐池蜂蜜 宁夏 盐池县种子管理站 AGI2013-01-1186

139 伽师瓜 新疆 伽师县种子管理站 AGI2013-01-1187

140 于田红柳大芸 新疆 于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188

141 喀拉布拉桃子 新疆 新源县喀拉布拉镇企业管理站 AGI2013-01-1189

142 沙雅罗布麻蜂蜜 新疆 沙雅胡杨韵蜂产品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90

143 于田沙漠玫瑰 新疆 于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AGI2013-01-1191

144 克里阳雪菊 新疆 皮山县克里阳乡雪菊综合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92

145 莎车甜瓜 新疆 莎车县荒地镇西开西早熟甜瓜种植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 AGI2013-01-1193

146 小海子草鱼 新疆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小海子水库管理处 AGI2013-01-1194

147 开来红辣椒 新疆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一团 AGI2013-01-1195

注：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文本见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网（www.qasc.gov.cb）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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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1926号

第四届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定通过了凡纳滨对虾“桂海1号”等7个水产新

品种，现予公布。其中凡纳滨对虾“桂海1号”、三疣梭子蟹“黄选1号”、“三海”海带为适宜推广的选育品

种；杂交鲌“先锋1号”、芦台鲂鮊为适宜推广的杂交品种；尼罗罗非鱼“鹭雄1号”、坛紫菜“闽丰1号”为

适宜推广的其他类品种。

以上水产新品种除“三海”海带、坛紫菜“闽丰1号”外均应严格控制在人工可控的水体中养殖。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15日

附件

第四届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审定通过品种简介

一、品种登记说明

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

品种登记号说明如下：

（一）“G”为“国”的第一个拼音字母，“S”

为“审”的第一个拼音字母，以示国家审定通过的

品种。

（二）“01”、“02”、“03”、“04”分别表示选

育种、杂交种、引进种和其他类品种。

（三）“001”、“002”、……为品种顺序号。

（四）“2012”为审定通过的年份。

如：“GS-01-001-2012”为凡纳滨对虾“桂海

1号”的品种登记号，表示2012年国家审定通过的

排序1号的选育品种。

二、品种简介

（一）品种名称：凡纳滨对虾“桂海1号”

品种登记号：GS-01-001-2012

亲本来源： 美国凡纳滨对虾选育群体

选育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研究所

品种简介： 该品种是以2006年从美国引进的

凡纳滨对虾选育群体为基础群，采用家系选育技

术，以生长速度和养殖成活率为选育指标，年建

立家系60个，选留家系12个，每家系按5%留种率

选留600尾后代，经连续5代选育而成。

在5万尾/亩的放养密度下，与从美国进口种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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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第一代虾苗相比，该品种生长速度快，单

造亩产量可提高13.97%；成活率高，单造养殖成

活率可达80.88%，提高11.32%以上；85日龄后展

现出明显生长优势，130日龄平均体重提高15%以

上。

适宜在我国各地人工可控的海水、咸淡水水

体中养殖。

（二）品种名称：三疣梭子蟹“黄选1号”

品种登记号：GS-01-002-2012

亲本来源： 野生三疣梭子蟹

选育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

究所，昌邑市海丰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品种简介： 该品种是以2005年收集的莱州

湾、鸭绿江口、海州湾和舟山4个野生三疣梭子蟹

群体构建基础群，以生长速度为选育指标，经连

续5代群体选育而成。

与未经选育的三疣梭子蟹相比，在相同条

件下进行养殖，收获时该品种平均体重可提高

20.12%，成活率可提高30.00%，且全甲宽变异系

数小于5%，规格整齐。

适宜在浙江及以北沿海人工可控的海水水体

中养殖。

（三）品种名称：“三海”海带

品种登记号：GS-01-003-2012

亲本来源：福建养殖海带群体♀×“荣福”海

带♂

选育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福建省霞浦三沙鑫

晟海带良种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沙渔业有限公司，

荣成海兴水产有限公司

品种简介： 该品种是以福建养殖海带群体

（母本）与“荣福”海带（父本）杂交产生的子代

为基础群，以藻体宽度和鲜重为选育指标，经连

续6代群体选育而成。

该品种兼具了父本的叶片长、干鲜比高，以及

母本的叶片宽等特点；同时，具有可明显区别于双

亲的纵沟性状。与我国南方主要海带栽培品种相

比，根据福建莆田、广东汕头、浙江苍南、山东荣

成等海带主产区的示范性栽培结果，其平均单株

鲜重增幅达11.10%以上。

适宜在我国海带栽培海域养殖。

（四）品种名称：杂交鲌“先锋1号”

品种登记号：GS-02-001-2012

亲本来源：翘嘴红鲌♀×黑尾近红鲌♂

培育单位：武汉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武汉先锋

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品种简介：该品种的母本为经选育的丹江口

水库翘嘴红鲌，父本为经选育的长江上游黑尾近

红鲌，采用分子辅助育种技术，杂交获得的F1，即

为杂交鲌“先锋1号”。

与亲本相比，该品种生长 速 度快，在同等

条件下养殖，比父本快23.55%~29.59%，比母本

快100.26%~172.40%；饲料成本可比母本降低

50.00%~52.42%；性情温驯，易捕捞和运输。

适宜在我国各地人工可控的淡水水体中养殖。

（五）品种名称：芦台鲂鲌

品种登记号：GS-02-002-2012

亲本来源： 团头鲂♀×翘嘴红鲌♂

培育单位：天津换新水产良种场

品种简介：该品种的母本是天津市换新水产

良种场1958年由湖北省洪湖燕子窝、新堤等江段

引进的团头鲂，经6代群体选育的后代；父本翘嘴

红鲌是2003年从江苏省苏州市水产研究所引进的

亲鱼及其繁育的后代，杂交获得的F1，即为芦台鲂

鲌。

与亲本相比，该品种生长速度快，一龄鱼的

杂种平均优势率为64.52%，二龄鱼为16.20%；

耐低氧，在水温22~29℃，临界窒息点含氧量为

0.36~0.48mg/L，比父母本均低，易于运输；出肉率

高，二龄成鱼平均可达84.38%。 

适宜在我国华北、东北地区人工可控的淡水

水体中养殖。

（六）品种名称：尼罗罗非鱼“鹭雄1号”

品种登记号：GS-04-001-2012

亲本来源：尼罗罗非鱼选育群体（XX）♀×超

雄性尼罗罗非鱼（YY）♂

培育单位：厦门鹭业水产有限公司，广州鹭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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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有限公司，广州市鹭业水产种苗公司，海南鹭

业水产有限公司

品种简介：该品种的母本为经选育的尼罗罗

非鱼，父本为利用遗传性别控制技术获得的染色

体为YY型的超雄尼罗罗非鱼，经交配后获得的

F1，即为尼罗罗非鱼“鹭雄1号”。

与一般养殖的尼罗罗非鱼相比，该品种雄性

率高，群体中雄鱼比例达99.00%以上，生长速度

和出肉率性状优良。

适 宜 在我国南 方人 工可控的 淡 水 水体中

养殖。

（七）品种名称：坛紫菜“闽丰1号”

品种登记号：GS-04-002-2012

亲本来源： 野生坛紫菜

培育单位：集美大学

品种简介：该品种是2001年，从福建平潭采集

的野生坛紫菜中筛选出的一个纯系和经γ-射线

诱变后筛选出的一个纯系，杂交并经酶解和单离

体细胞培养后得到的纯合叶状体后代群体中筛选

出一株性状优良后代，再经单克隆培养而成。

与未经选育的坛紫菜相比，该品种具有耐高

温优势，可在28℃水温下生存10天，叶状体不发生

腐烂；生长期长，藻体成熟晚，不易老化和腐烂，

一个生长周期可采收6~7次；生长快，相同海区相

同潮位下，产量可提高25%以上。

适合在浙江至广东东部沿海海域养殖。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1930号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农业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管理办法》规定，

经组织专家考核和评审（复审），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农业部家禽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扬州）〕等

8个质检机构（附件1）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和农业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的基本条件与

能力要求，特颁发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和农业部审查认可证书，准许刻制并使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考核标志和继续使用部级质检机构印章。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机械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成都）等4个质检机构（附件2）符合农业部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的基本条件与能力要求，特颁发农业部审查认可证书，准许继续使用部级质检机

构印章。

特此公告。

附件：1. 201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及农业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审查认

可名单（第三批）

2. 2013年农业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审查认可名单（第三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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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 
及农业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审查认可名单（第三批）

序 
号

机构名称 检测范围
机构法定 

代表人
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审查认可证书编号

1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农业部家禽品质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扬州）〕
家禽品质 邹剑敏

〔2013〕农质检核（国）字
第0050号

（2013）农（质监认）字
FC第664号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农业部肥料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宁）〕
土壤及肥料、农

产品参数
宾士友

〔2013〕农质检核（国）字
第0190号

（2013）农（质监认）字
FC第665号

3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农业部柑桔及苗木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柑桔及苗木 周常勇

〔2013〕农质检核（国）字
第0118号

（2013）农（质监认）字
FC第666号

4
天津市农药检定所〔农业部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天津）〕
农药产品及农药

残留
吴兵兵

〔2013〕农质检核（国）字
第0134号

（2013）农（质监认）字
FC第667号

5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农业部花卉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花卉产品 连  槿

〔2013〕农质检核（国）字
第0176号

（2013）农（质监认）字
FC第668号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兽药饲料监察所〔农业部畜禽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乌鲁木齐）〕
畜禽产品 董志远

〔2013〕农质检核（国）字
第0171号

（2013）农（质监认）字
FC第669号

7
重庆市农业环境监测站〔农业部农业环境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重庆）〕
农业环境及农产

品
曾  荣

〔2013〕农质检核（国）字
第0166号

（2013）农（质监认）字
FC第670号

8
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农业部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贵阳）〕
农产品 赵为武

〔2013〕农质检核（国）字
第0184号

（2013）农（质监认）字
FC第671号

附件2

2013年农业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审查认可名单（第三批）

序
号

质检中心全称 监测范围 中心领导 承建单位 审查认可证书号 备注

1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机械设备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成都）
农产品加工机械

李　杰
廖功磊
徐　一
魏鼎才

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 
设计院

（2013）农（质监
认）字FC第672号

复查
评审

2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机械设备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
农产品加工机械

李鲁予
徐惠萍
翟彦豪

河南省农业机械试验 
鉴定站

（2013）农（质监
认）字FC第673号

复查
评审

3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机械设备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长沙）
农产品加工机械

王洪明
吴文科
王林力
龚洵迪
王健康

湖南省农业机械 
鉴定站

（2013）农（质监
认）字FC第674号

复查
评审

4
农业部棉花机械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
棉花机械及其他

农机具

张山鹰
艾黑买提

马惠玲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农牧
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2013）农（质监
认）字FC第675号

复查
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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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

第10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现就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考试类别

2013年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分为兽医全科类和水生动物类两类，两类考试分别命题组卷，同时考试。

符合报名条件的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专业考生或2009年1月1日前具有兽医师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的考生报考兽医全科类考试，符合报名条件的水产养殖专业考生报考水生动物类考试。

自2013年开始，水生动物类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每2年举办一次。

二、报　　名

（一）报名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报名参加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1. 具有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和水产养殖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

2. 2009年1月1日前，不具有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和水产养殖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但具有兽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3. 2013年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和水产养殖专业应届大学专科以上毕业生。

（二）报名方式、时间与地点

1. 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报名采取先网上报名、再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

2. 考生登录中国兽医协会网（www.cvma.org.cn）进行报名。

3. 网上报名时间为5月12日至6月8日。考生网上报名时，应提交正面彩色免冠单色深底近期电子证件

照片（电子照片尺寸为宽度与长度比例在1 : 1.46左右，高度不小于189像素，建议尺寸为宽230像素×高334

像素，文件大小20～40KB，保证照片清晰，不变形）。

4. 现场确认时间为6月17日至23日。现场确认地点由考生在网上报名时自主选定。考生现场确认时，应

当提交以下材料：

（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2份复印件；

（2）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或水产养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原件及2份复印

件；不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但在2009年1月1日前取得兽医师以上技术职称的，应当提交专业技术职称

证书原件及2份复印件；2013年兽医、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或水产养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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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校应届毕业生，应当提交考生所在学校院系证明1式2份（格式可在中国兽医协会网www.cvma.org.cn下

载，已取得毕业证书的应届毕业生不需提供学校院系证明）。

参加过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再次报考的考生，报名信息没有重大变化的，可以不进行现场确认，只需按

有关要求缴纳考试费用。

三、考试缴费标准及方式

考生应根据省级财政、价格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缴纳考试费用。收费标准和具体缴费方式由各省

（区、市）执业兽医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向辖区内考生发布。

四、准考证打印

经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应于9月23日至10月12日登录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报名信息管理平台自行打印

准考证。

五、考　　试

（一）考试时间

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时间为10月13日。具体安排为：

试卷一、试卷二：10月13日上午9：00～11：30。

试卷三、试卷四：10月13日下午2：00～4：30。

（二）考试内容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命题范围以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委员会发布的《2013

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大纲（兽医全科类）》和《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大纲（水生动物类）》为

准。

（三）考试方式

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

（四）考试科目

兽医全科类考试分为基础、预防、临床和综合应用四张试卷，每张试卷100道题，每张试卷分值为

100分，四卷总分为400分。各卷的具体科目为：

试卷一：基础科目。包括兽医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动物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动

物生物化学、兽医病理学和兽医药理学；

试卷二：预防科目。包括兽医微生物与免疫学、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寄生虫学和兽医公共卫生学；

试卷三：临床科目。包括兽医临床诊断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与外科手术学、兽医产科学和中兽

医学；

试卷四：综合应用科目。包括猪、牛、羊、鸡、犬、猫和其他动物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水生动物类考试分为基础、预防、临床和综合应用四张试卷，总题量300道，总分值300分。各卷的具

体科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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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一：基础科目。包括兽医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水生动物解剖组织及胚胎学、动物生物化学和水

生动物生理学。

试卷二：预防科目。包括水生动物免疫学、水生动物病原生物学、水生动物公共卫生学。

试卷三：临床科目。包括水产药物学、水生动物病理学、水生动物疾病学。

试卷四：综合应用科目。包括水产养殖生态学、饲料与营养学。

（五）考试纪律

考生报名前应当认真阅读《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场

规则》（可在中国兽医协会网www.cvma.org.cn上查阅），并自觉遵守。

六、考试成绩公布与资格授予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评卷。评卷工作结束后，考试成绩由农业部执业兽医管理办公

室发布。

根据《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

考试合格分数线，由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委员会在考试结束后确定并公布。

通过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人员，由农业部统一颁发执业兽医资格证书。报名时未提交毕业证书

的2013年应届毕业生，成绩合格的，领取执业兽医资格证书时应当提供毕业证书原件及2份复印件。未能

提交毕业证书原件的，取消执业兽医资格。

七、考前复习与辅导

考生可依据《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大纲》进行复习、备考。农业部不举办考前培训班，也不

委托任何单位开展201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前培训辅导。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委员会

2013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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