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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
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国办发〔2019〕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养猪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猪肉是我国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肉食品。发展生猪生产，对于

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稳定物价、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养猪业综

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但产业布局不合理、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地方忽视甚至

限制养猪业发展，猪肉市场供应阶段性偏紧和猪价大幅波动时有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猪产

业的短板和问题进一步暴露，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下降较多，产能明显下滑，稳产保供压力较大。为稳定

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责

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构建生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调的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更好满足居民猪肉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二）发展目标。生猪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稳步提升，稳产保供的约束激励机制和政策保障

体系不断完善，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猪肉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自

给率保持在95%左右。到2022年，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养殖规模化率达到58%左右，规模养猪场

（户）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8%以上。到2025年，产业素质明显提升，养殖规模化率达到65%以上，规模

养猪场（户）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

（三）省负总责。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负总责，主要负

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规划引导，出台专门政策，在养殖用地、资金投入、融资服务、

基层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建设等方面优先安排、优先保障。生猪主产省份要积极发展生猪生产，做到稳产

增产；主销省份要确保一定的自给率。各地区要增强大局意识，把握发展阶段，尊重市场规律，不得限制

养猪业发展；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尽快将生猪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切实做好生猪稳产保供

工作。

二、稳定当前生猪生产

（四）促进生产加快恢复。继续实施种猪场和规模养猪场（户）贷款贴息政策，期限延长至2020年12

月31日，并将建设资金贷款纳入贴息范围。对2020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养猪场（户）和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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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加大支持力度，重点加强动物防疫、环境控制等设施建设。鼓励地方结合

实际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省级财政要落实生猪生产稳定专项补贴等措施，对受影响较大的生猪调出

大县的规模养猪场（户）给予临时性生产补助，稳定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支持

生猪产业发展，不得对养猪场（户）和屠宰加工企业盲目限贷、抽贷、断贷。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在做好

风险防控的基础上，要把支持恢复生猪生产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对发生过疫情及扑杀范围内的养猪场

（户），提供便利、高效的信贷担保服务。

（五）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严格依法依规科学划定禁养区，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禁止养殖区域之外，不得超范围划定禁养区。各地区要深入开展自查，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划定

的禁养区立即进行调整。对禁养区内确需关停搬迁的规模养猪场（户），地方政府要安排用地支持异地

重建。各省（区、市）要于2019年10月底前将自查结果及调整后的禁养区划定情况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

村部备核。

（六）保障种猪、仔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运。进一步细化便捷措施，保障符合条件的种猪和仔猪调

运，不得层层加码禁运限运。优化种猪跨省调运检疫程序，重点检测非洲猪瘟，对其他病种开展风险评

估，简化实验室检测，降低调运成本。将仔猪及冷鲜猪肉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范围。

2020年6月30日前，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七）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控。进一步压实政府、部门和生猪产业各环节从业者责任，不折不扣落实

疫情监测排查报告、突发疫情应急处置、生猪运输和餐厨废弃物监管等现行有效防控措施，确保疫情不

反弹，增强养殖信心。坚持疫情日报告制度，严格实施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对瞒报、迟报疫情导致疫情

扩散蔓延的，从严追责问责。落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加快补助资金发放，由现行按年度结算

调整为每半年结算发放一次。对财政困难的县市，省级财政要加大对扑杀补助的统筹支持力度，降低或

取消县市级财政承担比例。

（八）加强生猪产销监测。加大生猪生产统计调查频次，为宏观调控决策提供及时有效支撑。建立

规模养猪场（户）信息备案管理和生产月度报告制度，及时、准确掌握生猪生产形势变化。强化分析预

警，定期发布市场动态信息，引导生产，稳定预期。

（九）完善市场调控机制。认真执行《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严格落实中央和地

方冻猪肉储备任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社会冷库资源参与猪肉收储。合理把握冻猪肉储备投放节奏和

力度，多渠道供应销售猪肉，确保重要节假日猪肉市场有效供应，保持猪肉价格在合理范围。及时启动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快发展禽肉、牛羊肉等替

代肉品生产。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保障市场供应。

三、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

（十）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对新建、改扩建的养猪场（户）简化程

序、加快审批。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支持新建、改扩建规模养猪场（户）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

资继续支持规模养猪场（户）提升设施装备条件。深入开展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在全国创建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质量标准化示范场。调整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支持养猪场（户）购置自

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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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鼓励有意愿的农户稳步扩大养殖规模。各地区要创新培训

形式，帮助中小养猪场（户）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鼓励各地区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支持

中小养猪场（户）改进设施装备条件。发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作用，通过统一生产、统一

营销、技术共享、品牌共创等方式，与中小养猪场（户）形成稳定利益共同体。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

采取多种方式服务中小养猪场（户）。对散养农户要加强指导帮扶，不得以行政手段强行清退。

（十二）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强现代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提升核

心种源自给率，提高良种供应能力。加大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投入，推动核心育种场建设与生猪产能相适

应，支持地方猪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完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方猪种保护与开发。实施生猪良种补

贴，推广人工授精技术，积极支持养猪场（户）购买优良种猪精液。推进生猪养殖抗菌药物减量使用，实

施促生长抗菌药物退出计划，研发和推广替代产品。加快推进生猪全产业链信息化，推广普及智能养猪

装备，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十三）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继续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将符合条件的非畜牧大县纳

入实施范围。推行种养结合，支持粪肥就地就近运输和施用，配套建设粪肥田间贮存池、沼液输送管网、

沼液施用设施等，打通粪肥还田通道。各地区要建立健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体系，及时足额落实地方补

助资金，确保无害化处理企业可持续运行。

（十四）加大对生猪主产区支持力度。统筹资源环境条件，引导生猪养殖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

支持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全产业链布局。鼓励生猪主销省份支持主产省份发展生猪生产，通过资源环境补

偿、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推动形成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机制。发挥生猪调出大县支撑保障作

用，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的支持力度，增加奖励资金规模，优化生猪调出大县动态调整机制，支持生猪生

产发展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四、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十五）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统筹做好非洲猪瘟以及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加快非洲猪瘟疫苗研发。加强疫病防控技术培训和分类指导，提升养猪场（户）生物安

全防护水平。加快实施分区防控，建立健全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建设无疫

区和无疫小区。

（十六）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疫。加强公共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支持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完善设施装备，改善基层兽医实验室疫病检测条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第三方检测服务机构，推行政

府购买社会化兽医服务。指导督促生产经营主体配备检测设施装备，提升自检能力。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和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检疫规程，认真履职尽责。严肃查处不检疫就出证或无正当理由拒绝检疫出证等

违规行为。

（十七）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依托现有机构编制资源，建立健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结合建立执法事项清单，落实动物防疫执法责任，突出

强化动物防疫执法力量。加强乡镇畜牧兽医站建设，配备与养殖规模和工作任务相适应的防疫检疫等专

业技术人员，县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指导，必要时采取措施增强工作力量。地方财政要保障

工作经费和专项业务经费，改善设施装备条件，落实工资待遇和有关津贴，确保基层动物防疫、检疫和监

督工作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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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

（十八）加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域转移，鼓励生猪就地就近屠宰，

实现养殖屠宰匹配、产销顺畅衔接。开展生猪屠宰标准化创建，加快小型生猪屠宰厂（场）点撤停并转。严

格执行生猪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和驻场官方兽医制度，对不符合检疫检测要求的屠宰厂（场），要依法

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责令关停。鼓励生猪调出大县建设屠宰加工企业和洗消中心，在用地、信贷等方

面给予政策倾斜。

（十九）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顺应猪肉消费升级和生猪疫病防控的客观要求，实现“运猪”向

“运肉”转变，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跨省（区、市）调运。加强大区域内生猪产销衔接，生猪主销省份要主

动与主产省份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实现大区域内供需大体平衡，除种猪和仔猪外，原则上活猪不跨

大区域调运。推行猪肉产品冷链调运，加快建立冷鲜肉品流通和配送体系，实现“集中屠宰、品牌经营、

冷链流通、冷鲜上市”。冷链物流企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与工业同价，降低物流成本。加强猪肉消费宣

传引导，提高冷鲜肉消费比重。

（二十）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构建生猪主产区和主销区有效对接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

网络。鼓励屠宰企业建设标准化预冷集配中心、低温分割加工车间、冷库等设施，提高生猪产品加工储藏

能力。鼓励屠宰企业配备必要的冷藏车等设备，提高长距离运输能力。鼓励生猪产品主销区建设标准化

流通型冷库、低温加工处理中心、冷链配送设施和冷鲜肉配送点，提高终端配送能力。

六、强化政策措施保障

（二十一）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保险规模，并与病死猪无

害化处理联动，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探索将土地经营权、

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依法合规、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积极为生猪生产发展提供信贷支持。

（二十二）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各地区要遵循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客观要求，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

时，合理安排新增生猪养殖用地。完善设施农用地政策，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保

障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鼓励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四荒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发

展生猪生产，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支持政策措施。

（二十三）强化法治保障。加快修订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研究修订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健全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系。严格落实畜牧法、动物防疫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加大执法监管力度，督促养猪场（户）、屠宰加工企业等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加强

对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依法查处生猪养殖、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按照职责分工，加大工作力度，抓好工作落实。各省（区、市）

要在今年年底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国务院。明年国务院将适时开展生猪生产和供应情况督查，督查情

况通报各地区。

国务院办公厅          

201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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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19年 第3号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已经农业农村部2019年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

                       部长 韩长赋

                       2019年8月2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以下简称“种子检验机构”）管理，规范种子检验机构

考核工作，保证检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考核，是指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考核机关”）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规定，对种子检验机构的检测条件、能力等资质进行考评和核准的活

动。

第三条　从事下列活动的种子检验机构，应当经过考核合格：

（一）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等出具有证明作

用的数据、结果的；

（二）为社会经济活动出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

（三）其他依法应当经过考核合格的。

第四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种子检验机构的考核、监管、技术指导

等工作。

农业农村部负责制定种子检验机构考核相关标准，监督、指导考核工作。具体工作由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承担。

第五条　种子检验机构考核应当遵循统一规范、客观公正、科学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采取文件审

查、现场评审和能力验证相结合的方式，实行考核要求、考核程序、证书标志、监督管理统一的制度。

种子检验机构考核的申请、受理、公示、证书打印等通过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办理。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六条　申请考核的种子检验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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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具有与其从事检验活动相适应的检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具有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固定工作场所，工作环境满足检验要求；

（四）具备与申请检验活动相匹配的检验设备设施；

（五）具有有效运行且保证其检验活动独立、公正、科学、诚信的管理体系；

（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者标准、技术规范规定的特殊要求。

第七条　申请种子检验机构考核的，应当向考核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并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申请书（按附录A格式填写）；

（二）满足检验能力所需办公场所、仪器设备等说明材料；

（三）检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数量与基本情况说明材料； 

（四）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材料；

（五）检验报告2份（按附录B要求制作）。

第八条　办公场所、仪器说明材料包括场所面积、结构，仪器名称、数量、型号、功能等。

人员说明材料主要包括人员数量、姓名及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

第九条　质量手册包括以下内容：

（一）种子检验机构负责人对手册发布的声明及签名；

（二）公正性声明、质量方针声明；

（三）种子检验机构概况、范围、术语定义、组织机构；

（四）资源管理、检验实施和质量管理及其支持性程序等。

第十条　程序文件是质量手册的支持性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正性和保密程序；

（二）人员培训管理程序；

（三）仪器设备管理维护程序；

（四）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检定校准确认程序；

（五）合同评审、外部服务和供应管理程序；

（六）样品管理程序；

（七）数据保护程序、检验报告和CASL（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China Accredited Seed Laboratory）

标志使用管理程序；

（八）文件控制程序；

（九）记录控制和质量控制程序；

（十）内部审核、申诉投诉处理、不符合工作控制、纠正和预防措施控制、管理评审等程序。

第十一条　作业指导书包括扦取和制备样品的工作规范、使用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指导检验过程

及数据处理的方法细则等。

第十二条　考核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材料，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业务办理系统中将自动显示为受理状态；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更正的错误的，允许申请人即时更正；

（三）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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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考  核

第十三条　考核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考核，进行能力验证和现场考评。

能力验证时间由考核机关和申请人商定。能力验证合格后，考核机关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考评。

第十四条　能力验证采取比对试验法，应根据申请检验项目的范围设计。

能力验证的样品由考核机关组织制备，制备应按照已实施标准或规范性文件要求执行。

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检验，并报送检验结果。　

第十五条　考核机关应当建立考评专家库。

考评专家可以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应当具备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四级主任科员以上职级，从事

种子检验或管理工作5年以上，熟悉考核程序和技术规范。

第十六条　考核机关应当从考评专家库中抽取不少于3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并指定考评组组长。

考评专家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对种子检验机构开展现场考评，制作考评报告。

第十七条　现场考评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能力验证结果、检验报告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二）办公场所、检验场所和仪器设备设施条件；

（三）废弃物处理情况；

（四）检验操作情况。

第十八条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检验报告应当完整、真实、有效、适宜，符合相关标准或规程。

检验报告和能力验证的结果应当准确。

第十九　办公场所应满足开展检测工作的基本需求。

检验场所应当有预防超常温度、湿度、灰尘、电磁干扰或其他超常情况发生的保护措施；有关规定对

环境控制条件有要求的，应当安装适宜的设备进行监测、控制和记录。

第二十条　仪器设备、电气线路和管道布局应当合理，符合安全要求。

互有影响或者互不相容的区域应当进行有效隔离。需要限制活动的区域应明确标示。

第二十一条　仪器设备应当满足扦样、样品制备、检验、贮存、数据处理与分析等工作需要，有完善

的管理程序和档案，重要设备由专人管理；用于检验的仪器设备，还应当达到规定的准确度和规范要求。

仪器设备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仪器设备名称，制造商名称、型号和编号或者其他唯一性标识、放置地点； 

（二）接收、启用日期和验收记录；

（三）制造商提供的资料或者使用说明书；

（四）历次检定、校准报告和确认记录；

（五）使用和维护记录；

（六）仪器设备损坏、故障、改装或者修理记录。

第二十二条　标准样品、标准溶液等标准物质的质量应当稳定，有安全运输、存放、使用、处置的规

范程序和防止污染、损坏的措施。

危害性废弃物管理、处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检验操作程序、数据处理应当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规范性文件规定。

第二十四条　考评专家组在现场考评中发现有不符合考评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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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期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逾期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相应的考评项目应当判

定为不合格。

第二十五条　考评专家组应当在考核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出具考核报告。考核报告经专家组成员半

数以上通过并由专家组全体成员签字后生效。对考核报告有不同意见的，应当予以注明。

第二十六条　考核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考核，申请人整改和能力验证时间

不计算在内。能力验证时间不得超过45个工作日。

第四章　审查与决定

第二十七条　考核机关根据考核报告结论作出考核决定。对符合要求的，考核机关应当在中国种业

大数据平台公示考核结果，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或异议已得到妥善处理的，考

核机关应颁发种子检验机构合格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八条　合格证书有效期为6年。合格证书应当载明机构名称、证书编号、检验范围、有效期限、

考核机关。

证书编号格式为“×中种检字××××第×××号”，其中“×”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为

年号，“×××”为证书序号。

检验范围应当包括检验项目、检验内容、适用范围等内容。

第二十九条　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机构，由考核机关予以公告。

第五章　变更与延续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种子检验机构应当向考核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一）机构名称或地址发生变更的；

（二）检验范围发生变化的；

（三）依法需要办理变更的其他事项。

机构名称或地址发生变更的，当场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一条　种子检验机构新增检验项目或者变更检验内容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申请考核。考

核机关应当简化程序，对新增项目或变更检验内容所需仪器、场所及检验能力进行考核。

第三十二条　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从事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活动内容的，应当在有效期届

满6个月前向考核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种子检验机构从事本办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检验服务，应当在其出具的检验报告

上标注CASL标志。

第三十四条　省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对考核通过的种子检验机构进行现场检查或能

力验证，种子检验机构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

第三十五条　在合格证书有效期内，种子检验机构不再从事检验范围内的种子检验服务或者自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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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终止的，应当向考核机关申请办理合格证书注销手续。

第三十六条　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依法不予延续批准的，考核机关应当予以注销。

第三十七条　考评专家在考核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机关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告诫、

暂停或者取消其从事考核活动的处理：

（一）未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时间开展考核的；

（二）与所考核的种子检验机构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对公正性产生影响，未进行回避的；

（三）透露工作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的；

（四）向所考核的种子检验机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五）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的考核结论的。

第三十八条　种子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其暂停对外开展种

子检验工作： 

（一）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

（二）监督检查不合格的；

（三）未按本办法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

被暂停开展检验活动的种子检验机构在3个月内实施了有效整改，经考核机关确认后，可以恢复对外

开展种子检验活动。

第三十九条　种子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考核机关撤销资格：

（一）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合格证书的；

（二）伪造检验记录、数据或者出具虚假结果和证明的；

（三）超出检验范围出具标注CASL标志检验报告的；

（四）超过暂停规定期限仍不能确认恢复检验工作的；

（五）以种子检验机构的名义向社会推荐或者以监制等方式参与种子经营活动，经督促仍不改正的

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连续两次能力验证结果不合格的。

被撤销资格的种子检验机构，3年内不得申请考核。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种子检验机构合格证书和CASL标志的格式由农业农村部统一规定（按附录Ｃ格式和附

录Ｄ格式制作）。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原农业部2008年1月2日发布，2013年12月31日修订的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和《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准则〉等

文件的通知》（农农发〔2008〕16号）同时废止。

附录：A．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考核申请书

B．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报告

C．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格式

D．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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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考核

申  请  书

机构名称：  

申请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制

填 写 须 知

1．填写本申请书前请阅读《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2．本申请书所选“□”内打“√”。

3．本申请书须经申请机构负责人签名。

4．本申请书的检验项目范围按照有关标准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填写。

5．本申请书的自查情况主要填写申请机构近年来的管理体系运行及技术能力状况。

6．本申请书亦适用于扩项申请、复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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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

挂靠法人名称

机构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传       真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职       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总体
状况

人员

场所

仪器

二、申请类型和检验项目范围

（一）申请类型

□ 首次

□ 扩项（证书号：                                                                                        有效期截至：                                                                      ）

□ 复查（证书号：                                                                                      有效期截至：                                                                    ）

（二）申请检验项目范围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适用范围 备注

三、申请机构基本条件

（一）机构法律地位

法律地位
本机构于             年            月通过                                             批准或注册设立。

£ 独立法人                        £ 非独立法人

法人情况

法人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固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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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现任职务/岗位 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序号 名 称 用 途 面 积（m2）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数量

技术指标
溯源
方式

主要
用途

使用
日期

备注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或
不确定度

管理体系文件已按照有关标准要求进行编制，具体内容详见随本申请书递交的下列材料：

□质量手册

□程序文件

□ 作业指导书

□ 记录、表格、报告式样等

1. 本机构自愿申请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考核认定。

2．本机构已基本满足相应的条件和要求。

3. 本机构愿意向考核机关提供检验机构考核认定所需的任何资料和信息，遵守国家有关种子检验机构考核管理的规定和要求，  

    为文件审查和现场评审工作提供方便。

4. 保证申请材料信息真实、准确。

负责人签名：                                    

日            期：                                    

          （申请机构公章）

注：二维码应包含申请单位的完整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二维码为黑白两色，

大小3cm×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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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注：二维码包含报告编号和报告查询网址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报告

检 验 项 目              

委 托 单 位               

送 样 日 期              

检 验 类 别              

单位名称（加盖印章）

注 意 事 项

1. 检验报告无编制、审核、批准人签字及单位公章无效，检验报告自批准之日生效。

2. 复制检验报告未重新加盖单位公章无效。

3. 检验报告涂改无效。

4. 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检验报告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中心提出，逾期不予处理。

5. 一般委托检验只对送检样品负责。

6. 未经本中心同意，该检验报告不得用于商业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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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联 系 人  送样日期

委托单位  

待测样品信息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原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描述

/ /  /

对照样品信息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原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描述

检验依据

所用主要仪器设备

检验结果及结论

序
号

待测样品 对照样品
比较

位点数
差异

位点数
结论

样品编号 名称 样品编号 名称

检 验 报 告

   编制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批准人(签字) ：

                                                                                                                                 签发日期 ：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

检验机构联系方式：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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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格式

	附表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附表 
检验项目范围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适用范围 备注

1

2

3

注：

1.检验项目表述采用《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的内容，包括扦样、净度、发芽、生活力、水分、品种真实性、品种纯度、

转基因等内容。类似项目可以一起表述，如净度、品种真实性和品种纯度等。

2.检验内容主要是描述该检验项目特性的方法。

3.适用范围是项目适用的作物，对于适用范围较广的，可采用作物种类分类方法进行描述，标为禾谷类种子、豆类种

子、油料类种子、瓜菜花卉类种子等。

证书编号：×中种检字××××第×××号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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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标志

合格标志图案和规格如下，颜色为绿色：

合格标志由CASL四个英文字母的图形和检验机构合格证书编号两部分组成，证书编号位于CASL

图形下方。CASL分别由“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China Accredited Seed Laboratory）相应英文单词的第

一个大写字母组成；证书编号为“×中种检字××××第×××号”，其中 “×”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

“××××”为年号，“×××”为证书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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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田建设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实现项目预期目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政府投资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田建设，是指各级人民政府为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

件，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安排资金对农田进行综合治理和保

护的活动。本办法所称农田建设项目，是指为开展农田建设而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类型。

第三条   农田建设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统一规划布局、建设标准、组织实施、验收评价、上图入

库。

第四条   农业农村部负责管理和指导全国农田建设工作，制定农田建设政策、规章制度，牵头组织编

制农田建设规划，建立全国农田建设项目评审专家库，统筹安排农田建设任务，管理农田建设项目，对各

地农田建设项目管理进行监督评价。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地区农田建设工作，牵头拟订本地区农田建设政策和规

划，组织完成中央下达的建设任务，提出本地区农田建设年度任务方案，建立省级农田建设项目评审专家

库，审批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组织开展项目竣工验收和监督检查，确定本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农田建设项目管理职责，对本地区农田建设项目进行管理。

地（市、州、盟）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地区农田建设工作，承担省级下放或委托

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竣工验收等职责，对本地区农田建设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统计汇总等。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农田建设工作，制定县域农田建设规划，建立项目库，

组织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申报项目，组织开展项目实施和初步验收，落实监管责任，开展日常监管。

第五条   农田建设项目遵循规划编制、前期准备、申报审批、计划管理、组织实施、竣工验收、监督评

价等管理程序。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19年 第4号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已经农业农村部2019年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0

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韩长赋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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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编制

第六条   农田建设项目坚持规划先行。规划应遵循突出重点、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分期建设的原

则，明确农田建设区域布局，优先扶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下简称“两区”），把

“两区”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第七条   农业农村部负责牵头组织制定全国农田建设规划，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省级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全国农田建设规划，研究编制本省农田建设规划，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实

施，并报农业农村部备案。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接省级农田建设规划任务，牵头组织编制本级农田建设

规划，并与当地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规划衔接。 

县级农田建设规划要根据区域水土资源条件，按流域或连片区域规划项目，落实到地块，形成规划

项目布局图和项目库（单个项目达到项目可行性研究深度）。县级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

并报省、市两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汇总县级项目库，形成省级农田建设项目库。

第三章  项目申报与审批

第十条   农田建设项目实行常态化申报，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在征求项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

意见后，在完成项目区实地测绘和勘察的基础上，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文件。

第十一条   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初步设计

文件包括初步设计报告、设计图、概算书等材料。 

第十二条   初步设计文件应由具有相应勘察、设计资质的机构进行编制，并达到规定的深度。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规划任务、工作实际等情况，将项目初步设计文件

报送上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

按照地方法规要求，确定项目审批主体。

第十四条   省、受托的地（市、州、盟）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初步设计文件评审工作。评审专家

从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可行的项目要向社会公示（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除外），公示期一般不少于5个

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项目要适时批复。

第十五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本省农田建设规划以及前期工作情况，以县为单元

向农业农村部申报年度建设任务。农业农村部根据全国农田建设规划并结合省级监督评价等情况，下达

年度农田建设任务。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据经批复的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汇总

农田建设项目年度实施计划。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批复本地区农田建设项目年度实施计

划，并报农业农村部备案。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农田建设项目应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文件和年度实施计划组织实施，按期完工，并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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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目标。建设期一般为1〜2年。

第十八条  农田建设项目应当推行项目法人制，按照国家有关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工程

监理、资金和项目公示等规定执行。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对具备条件

的新型经营主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组织实施的农田建设项目，可简化操作程序，以先建后补等方

式实施，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选定工程监理单位监督实施。

第十九条  组织开展农田建设应坚持农民自愿、民主方式，调动农民主动参与项目规划、建设和管

护等积极性。鼓励在项目建设中开展耕地小块并大块的宜机化整理。

第二十条  参与项目建设的工程施工、监理、审计及专业化管理等单位或机构应具有相应资质。

第二十一条   项目实施应当严格按照年度实施计划和初步设计批复执行，不得擅自调整或终止。确

需进行调整或终止的，按照“谁审批、谁调整”的原则，依据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复。项目调整应确保批

复的建设任务不减少，建设标准不降低。

终止项目和省级部门批复调整的项目应当报农业农村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农田建设项目执行定期调度和统计调查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按照

有关要求，及时汇总上报建设进度，定期报送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第五章  竣工验收

第二十三条   农田建设项目按照“谁审批、谁验收”的原则，由审批项目初步设计单位组织竣工验

收。

第二十四条   申请竣工验收的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批复的初步设计文件中各项建设内容；

（二）技术文件材料分类立卷，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齐全、完整；

（三）主要设备及配套设施运行正常，达到项目设计目标；

（四）各单项工程已经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等四方验收；

（五）编制竣工决算，并经有资质的机构审计。

第二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初验，初验合格后，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应依照竣工验收条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分类总结，并附初验意见、竣工决算审

计报告等。

第二十六条    项目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在收到项目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及时组织竣工验收。由地

（市、州、盟）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验收的项目，验收结果应报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备案。省级每年应对不低于10%的当年竣工验收项目进行抽查。

对竣工验收合格的项目，核发由农业农村部统一格式的竣工验收合格证书。

第二十七条    农田建设项目全部竣工验收后，要在项目区设立统一规范的公示标牌和标志，将农田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项目年度、建设区域、投资规模以及管护主体等信息

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第二十八条    项目竣工验收后，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办理资产交付手续。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

用、谁管护”的原则明确工程管护主体，拟定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保证工程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正常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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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项目竣工验收后，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档案进行收

集、整理、组卷、存档。

第三十条  加强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核定工作，并按相关要求将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优先用于高

标准农田建设。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

关规定，公开农田建设项目建设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内部控制制度，对农田建设项目管理

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田建设项目的监督评价。农业农村部结

合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采取直接组织或委托第三方的方式，对各省农田建设项目开展监督评价和

检查。

第三十四条    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的，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应当及时终止项目，协助有关部门追回项目财政资金，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审计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整改。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在信息平台上填报农田建设项目的任务下

达、初步设计审批、实施管理、竣工验收等工作信息。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对项目建档立册、上图入库并与规划图衔

接。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报农业农村部备案。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为农田建设项目管理程序性规定，涉及资金管理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管理相

关事宜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在本办法施行之前，原由相关部门已经批复的农田建设项目，仍按原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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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19年 第5号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已经农业农村部2019年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韩长赋

                              2019年8月27日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评估方法和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的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的评

估，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规定的水生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附录水生物种的整体（含卵）。

本办法规定的水生野生动物制品，是指水生野生动物的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三条  水生野生动物成年整体的价值，按照对应物种的基准价值乘以保护级别系数计算。

农业农村部负责制定、公布并调整《水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

第四条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系数为10。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

保护级别系数为5。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水生物种，已被农业农村部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按照对应保护级别系数核算价值；未被农业农村部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

系数为1。

第五条　水生野生动物幼年整体的价值，按照该物种成年整体价值乘以发育阶段系数计算。

发育阶段系数不应超过1，由核算其价值的执法机关或者评估机构综合考虑该物种繁殖力、成活率、

发育阶段等实际情况确定。

第六条　水生野生动物卵的价值，有单独基准价值的，按照其基准价值乘以保护级别系数计算；没有

单独基准价值的，按照该物种成年整体价值乘以繁殖力系数计算。

爬行类野生动物卵的繁殖力系数为十分之一；两栖类野生动物卵的繁殖力系数为千分之一；无脊椎、

鱼类野生动物卵的繁殖力系数综合考虑该物种繁殖力、成活率进行确定。

第七条  水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按照该物种整体价值乘以涉案部分系数计算。

涉案部分系数不应超过1；系该物种主要利用部分的，涉案部分系数不应低于0.7。具体由核算其价值

的执法机关或者评估机构综合考虑该制品利用部分、对动物伤害程度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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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人工繁育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本办法第三至七条规定计算后的价值乘以

物种来源系数计算。

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物种的人工繁育个体及其制品，物种来源系数为0.25；

其它物种的人工繁育个体及其制品，物种来源系数为0.5。

第九条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有实际交易价格，且实际交易价格高于按照本方法评估价值的，按

照实际交易价格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施行后，新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但尚未列入《水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的水生野生动物，其基准价值参照与其同属、同科

或同目的最近似水生野生动物的基准价值核算。

第十一条  未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可参照

本办法计算价值，保护级别系数可按1计算。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9年 10月1日起施行。

附表：水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名录

物种名称  学名  单位 基准价值（元）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哺乳纲  Mammalia 

 食肉目 Carnivora 

 鼬科 Mustelidae 

 水獭亚科 Lutrinae 

 小爪水獭  Aonyx cinerea  只 2000

 水獭亚科其他种 　  只 1800

 鳍足类 Pinnipedia 

 海象科 Odobenidae 

 海象  Odobenus rosmarus   头 3000

 海狗科 Otariidae 

 毛皮海狮属所有种  Arctocephalus spp.  头 8000

 海豹科 Phocidae 

 斑海豹 Phoca largha  头 10000

 僧海豹属所有种  Monachus spp.  头 10000

 南象海豹   Mirounga leonina  头 5000

 鳍足类其他种 　  头 2000

 鲸目 Cetacea

 露脊鲸科所有种  Balaenidae spp.  头 150000

 须鲸科所有种  Balaenopteridae spp.   头 120000

 海豚科 Delphinidae 

 中华白海豚  Sousa chinensis  头 200000

 海豚科其他种 　  头 50000

附表

水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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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学名  单位 基准价值

 灰鲸科所有种  Eschrichtiidae spp.  头 100000

 亚马孙河豚科 Iniidae 

 白鱀豚  Lipotes vexillifer  头 600000

 亚马孙河豚科其他种 　  头 50000

 鼠海豚科 Phocoenidae 

 窄脊江豚长江种群（长江江豚 ）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头 250000

 鼠海豚科其他种 　  头 50000

 抹香鲸科所有种   Physeteridae spp.  头 150000

 鲸目其他种  头 75000

 海牛目  Sirenia 

 儒艮科  Dugongidae 

 儒艮 Dugong dugon  头 250000

 海牛科所有种  Trichechidae spp.  头 150000

 爬行纲  Reptilia 

 鳄目 Crocodylia 

 鳄目所有种(除鼍） Crocodylia  spp.　　  尾 500

 蛇目 Serpentes 

 蛇目所有种（仅瘰鳞蛇、水蛇及海蛇） Serpentes spp.　　  条 300

 龟鳖目 Testudines 

 两爪鳖科所有种  Carettochelyidae spp.  只 500

 蛇颈龟科所有种   Chelidae spp.  只 500

 海龟科  Cheloniidae  

 绿海龟   Chelonia mydas  只 15000

 玳瑁  Eretmochelys imbricata  只 20000

 蠵龟  Caretta caretta  只 15000

 太平洋丽龟  Lepidochelys olivacea  只 15000

 海龟科其他种 　  只 10000

 棱皮龟科 Dermochelyidae 

 棱皮龟   Dermochelys coriacea  只 20000

 鳄龟科所有种   Chelydridae spp.  只 300

 泥龟科所有种  Dermatemydidae spp.  只 500

 龟科所有种   Emydidae spp.  只 500

 地龟科 Geoemydidae 

三线闭壳龟   Cuora trifasciata  只 10000

云南闭壳龟  Cuora yunnanensis  只 30000

百色闭壳龟  Cuora mccordi  只 30000

金头闭壳龟   Cuora aurocapitata  只 30000

潘氏闭壳龟  Cuora pani  只 30000

周氏闭壳龟  Cuora zhoui  只 30000

黄额闭壳龟   Cuora galbinifrons  只 600

图纹闭壳龟  Cuora  picturata  只 600

布氏闭壳龟  Cuora bourreti  只 600

 地龟科其他种 　  只 500

 侧颈龟科所有种    Podocnemididae spp.  只 5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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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学名  单位 基准价值

 鳖科 Trionychidae 

 山瑞鳖   Palea steindachneri  只 1000

 鼋属所有种  Pelochelys spp.  只 150000

 斑鳖   Rafetus swinhoei  只 200000

 鳖科其他种 　  只 500

 两栖纲 Amphibia 

 有尾目 Caudata 

 隐鳃鲵科 Cryptobranchidae 

 大鲵  Andrias davidianus  只 2500

 隐鳃鲵科其他种  　  只 500

 蝾螈科 Salamandridae 

 细痔疣螈  Tylototrition asperrimus  只 400

 镇海疣螈  Tylototrition chinhaiensis  只 400

 贵州疣螈  Tylototrition kweichowensis  只 400

 大凉疣螈  Tylototrition taliangensis  只 500

 红瘰疣螈  Tylototrition verrucosus  只 350

 有尾目其他种  只 300

 无尾目 Anura 

 无尾目所有种 Anura spp.　  只 100

 板鳃亚纲 Elasmobranchii 

 鼠鲨目 Lamniformes 

 姥鲨科 Cetorhinidae 

 姥鲨   Cetorhinus maximus  尾 50000

 鼠鲨科 Lamnidae 

 噬人鲨   Carcharodon carcharias  尾 20000

鲼目 Myliobatiformes

 鲼科所有种  Myliobatidae spp.  尾 200

 江魟科所有种  Potamotrygonidae spp.  尾 150

 须鲨目 Orectolobiformes 

 鲸鲨科 Rhincodontidae 

 鲸鲨   Rhincodon typus  尾 40000

 鲨类其他种  尾 200

 锯鳐目 Pristiformes 

锯鳐科所有种  Pristidae spp.  尾 5000

 辐鳍亚纲 Actinopteri 

 鲟形目 Acipenseriformes 

 鲟科 Acipenseridae 

 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 

 尾 50000

 中华鲟(卵)  万粒 20000

 达氏鲟     
 Acipenser dabryanus 

 尾 50000

 达氏鲟(卵)        万粒 20000

  匙吻鲟科  Polyodontidae 　 　

 白鲟(成体)       Psephurus gladius  尾 500000

 白鲟(卵)       Psephurus gladius  万粒 2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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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学名  单位 基准价值

 鲟形目其他所有种(成体)  尾 5000

 鲟形目其他所有种(卵)  万粒 2000

 鳗鲡目 Anguilliformes 

 鳗鲡科 Anguillidae 

 花鳗鲡   Anguilla marmorata  尾 500

 鳗鲡科其他种  尾 50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胭脂鱼科 Catostomidae 

 胭脂鱼  Myxocyprinus asiaticus  尾 200

 胭脂鱼科其他种  尾 150

 鲤科 Cyprinidae 

 唐鱼  Tanichthys albonubes  尾 50

 大头鲤  Cyprinus pellegrini  尾 100

 金线鲃  Sinocyclocheilus grahami  尾 100

 新疆大头鱼  Aspiorhynchus laticeps  尾 500

 大理裂腹鱼  Schizothorax taliensis  尾 100

 鲤科其他种  尾 100

 骨舌鱼目 Osteoglossiformes 

巨骨舌鱼科 Arapaimidae

巨巴西骨舌鱼 Arapaima gigas  尾 500

 骨舌鱼科 Osteoglossidae 

 美丽硬仆骨舌鱼 （包括丽纹硬骨舌鱼 ）  Scleropages formosus   尾 500

 鲈形目 Perciformes 

 隆头鱼科 Labridae 

 波纹唇鱼(苏眉)   Cheilinus undulatus  尾 5000

 杜父鱼科 Cottidae 

 松江鲈鱼   Trachidermus fasciatus  尾 100

 石首鱼科 Sciaenidae 

 黄唇鱼  Bahaba flavolabiata  尾 16000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  Totoaba macdonaldi  尾 16000

 海龙鱼目 Syngnathiformes 

 海龙鱼科 Syngnathidae 

 克氏海马  Hippocampus kelloggi.  尾 200

 海马属其他种  尾 30

 鲑型目 Salmoniformes 

 鲑科 Salmonidae 

 川陕哲罗鲑  Hucho bleekeri  尾 2000

 秦岭细鳞鲑  Branchymystax lenok tsinlingensis  尾 1000

 肺鱼亚纲 Dipneusti 

 角齿肺鱼目  Ceratodontiformes 

 角齿肺鱼科 Ceratodontidae 

澳大利亚肺鱼 Neoceratodus forsteri  尾 100

 腔棘亚纲 Coelacanthi 

 腔棘鱼目 Coelacanthiforme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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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学名  单位 基准价值

 矛尾鱼科 Latimeriidae 

 矛尾鱼属所有种  Latimeria spp.  尾 100000

 文昌鱼纲 Appendicularia 

 文昌鱼目 Amphioxiformes 

 文昌鱼科 Branchiostomatidae 

 文昌鱼  Branchiostoma belcheri  尾 10

 半索动物门 Hemichordata 

 肠鳃纲 Enteropneusta 

 柱头虫科 Balanoglossidae 

 多鳃孔舌形虫  Glossobalanus Polybranchioporus  只 100

 玉钩虫科 Harrimaniidae 

 黄岛长吻虫  Saccoglossus hwangtauensis  只 100

 棘皮动物门 Echinodermata 

海参纲所有种 Holothuroidea spp. 只 10

环节动物门 Annelida

蛭纲 Hirudinoidea

无吻蛭目 Arhynchobdellida

医蛭科所有种 Hirudinidae spp. 只 10

 软体动物门 Mollusca 

 腹足纲 Gastropoda 

 中腹足目 Mesogastropoda 

 宝贝科 Cypraeidae 

 虎斑宝贝  Cypraea tigris  只 50

 冠螺科 Cassididae 

 冠螺  Cassis cornuta  只 100

 瓣鳃纲 Lamellibranchia 

 异柱目 Anisomyria 

 珍珠贝科 Pteriidae 

 大珠母贝  Pinctada maxima  只 100

 真瓣鳃目 Eulamellibranchia 

 砗磲科 Tridacnidae 

 库氏砗磲  Tridacna cookiana 
 只 5000

 千克 60

 砗磲科其他种 　  只 200

 蚌科 Unionidae 

 佛耳丽蚌  Lamprotula mansuyi  只 100

 头足纲 Cephalopoda 

 鹦鹉螺目 Nautilida 

 鹦鹉螺科所有种   Nautilidae spp.  只 3000

 刺胞亚门 Cnidaria 

 珊瑚虫纲 Anthozoa 

 柳珊瑚目 Gorgonaceae 

 红珊瑚科所有种   Coralliidae spp.  千克 50000

 珊瑚类其他种  千克 500

续表



行政规章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
《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农渔发〔2019〕22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局，中国远洋渔业

协会，各远洋渔业企业：

自2014年10月27日我部下发《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办法》（农办渔〔2014〕58号）以来，远洋渔船船

位监测工作逐步完善，对强化远洋渔业管理、保障远洋渔船航行作业安全、严格执行远洋渔业扶持政策

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国际社会对渔业资源保护以及打击非法捕鱼日益重视，相关区域性渔业组织和入渔国对渔船管

理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为进一步强化远洋渔业规范管理，切实履行负责任国家义务，适应国际国

内渔业管理的新变化新要求，促进远洋渔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我部在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基础上，

对《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现将修订后的《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1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远洋渔业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远洋渔业扶持政策，保障远洋渔船航行作业安全，促

进远洋渔业规范有序发展，履行相关国际义务，适应国际渔业管理要求，根据《远洋渔业管理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农业农村部批准从事远洋渔业生产的渔船（含渔业辅助船），应当安装船位监测设备并

纳入农业农村部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系统（以下简称“船位监测系统”），由农业农村部实施船位监测。

第三条　远洋渔船纳入船位监测系统是远洋渔业项目审批的必要条件，船位信息报告情况是项目年

审的重要内容，船位数据是核定有关政策性补贴、监督执行有关政策的主要依据。

第四条　船位监测系统由农业农村部统一管理，委托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以下简称“远洋渔业协

会”）承担技术维护、组织协调及技术培训等工作，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第五条　各有关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远洋渔船船位监测工作的监督管理，并对本辖区远洋渔船船位进行日常监测。市、县级渔业主

管部门应当协助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做好本辖区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相关工作。远洋渔业企业负责本企业

远洋渔船船位日常监测，企业法人为第一责任人，企业应配备专门人员负责日常监测工作。

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办法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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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船位监测设备的安装

第六条　远洋渔船应当安装与船位监测系统兼容的船位监测设备，并可正常调取船位。对入渔国明

确规定不允许安装船位监测设备的远洋渔船，应当使用安装的船舶自动识别设备（AIS）报送相关信息。

第七条　远洋渔业企业参考信号覆盖范围自主选择符合第六条要求的监测设备，自行完成设备的采

购、安装和入网。安装完成后，企业应及时通过船位监测系统将渔船注册信息，包括船舶登记信息、船位

监测设备信息等报远洋渔业协会，并申请纳入船位监测系统。渔船注册信息应真实、准确和完整。

第八条　远洋渔业协会应及时组织对企业安装的船位监测设备进行技术检测，并将检测结果通知

申请企业，同时抄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船位监测设备检测合格的渔船将

自动纳入船位监测系统。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随意移动、损坏、拆卸已安装好的船位监测设备。远洋渔

业协会应组织研发船位监测设备防拆卸自动报警功能。如因维修或更换设备确需拆卸的，须向远洋渔业

协会报备。

第十条　远洋渔船纳入船位监测系统后，不得随意更改渔船注册信息。确需变更的，须凭渔船国籍

证书、远洋渔业项目审批通知等相关材料到远洋渔业协会变更渔船注册信息，并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

管理局和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船位的日常报告和监测

第十一条　纳入船位监测系统的远洋渔船，船位监测设备日常自动报告船位信息的频率不得少于每

日24次，每1小时1次，有效船位每日不得少于18次。农业农村部和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可根据管理需要调

取远洋渔船船位信息。船位信息包括：渔船船名，渔船地理位置（纬度和经度），渔船在上述位置的日期

和时间、航向、航速。

第十二条　因不可抗力或设备故障造成船位监测设备无法正常自动报告船位时，相关企业应及时联

系远洋渔业协会，并向省级渔业主管部门报告，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排除设备故障，但最长期限不得超

过30天。在设备故障期间，相关企业须通过船位监测系统，每日报送设备故障渔船前24小时的每1小时1

次的船位信息。如设备故障在30天后仍无法排除修复的，渔船应立即停止生产，回港修复设备后再继续

生产。

第十三条　对船位监测设备无法正常自动报告船位信息的渔船，远洋渔业协会应及时通知企业查明

原因，尽快修复设备。修复期间，相关企业应按第十二条要求每日手动报告船位。

第十四条　远洋渔业协会对日常接收的船位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并于每月15日前将上月船位监测

情况、每年1月15日前将上年渔船船位监测情况，通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及企业，并抄报农业农村部渔业

渔政管理局。

第四章 船位监测设备的使用维护

第十五条　远洋渔业企业在执行远洋渔业项目期间，应保证远洋渔船船位监测设备正常使用和每天

24小时开机且正常运行，及时准确报告船位信息，不得关闭船位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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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远洋渔船船位监测设备的使用、管理由船长直接负责。远洋渔船应及时、准确报告船位

信息，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改动，不得人为干扰、破坏监测设备工作。

第十七条　远洋渔业企业应为渔船配备具有相关技术能力的人员，保障设备正常工作，并对船位监

测设备进行保养和维护，对严重老化或损坏、无法正常使用或不再被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列入其认可设

备清单的船位监测设备应及时更换。

第十八条　远洋渔业协会应协调有关技术支持单位，及时解决企业在船位监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保障船位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为加强远洋渔船安全生产，减少和避免发生越界生产等违法违规事件，远洋渔业协会应

不断完善船位监测系统，建立渔船越界预警和越界报警等功能。

第二十条　远洋渔船在公海作业时，如未按农业农村部要求与相关国家专属经济区（EEZ）边界保持

安全距离，船位监测系统将发出越界预警信息。远洋渔业协会应及时通知有关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督促相

关企业采取措施，要求所属渔船立即驶离预警区，避免越界作业。

第二十一条　远洋渔船进入未经农业农村部批准作业的海域或有关国家争议、敏感海域时，船位监

测系统将发出越界报警信息。远洋渔业协会应立即向有关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报告，并通知相关企业在24小时内，向所属省级渔业主管部门作出说明。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应就相

关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第二十二条　远洋渔船正常航行通过有关国家专属经济区（EEZ）或未经批准作业的国家管辖外海

域时，相关企业应提前向远洋渔业协会报告，以免船位监测系统发出预警或报警信息。

第二十三条　未按本办法实施船位监测的渔船不得从事远洋渔业生产，农业农村部不批准及确认其

远洋渔业项目。

第二十四条　对纳入船位监测系统的远洋渔船，农业农村部对船位报告状况实施年度审查。

第二十五条　远洋渔船的年可监测船位天数是核算渔船政策性补贴的基础依据。年可监测船位天

数是指一年中渔船能按本办法要求报告船位的总天数。

第二十六条　因船位监测设备故障无法正常自动报告船位的远洋渔船，手动填报船位全年累计最长

不得超过30天，超过30天的天数，不计入可监测船位天数。设备故障期间，未按第十二条要求手动报告船

位的，不计入可监测船位天数。 

第二十七条　擅自移动、拆除、关闭、损坏船位监测设备或故意伪报和擅自更改渔船注册信息的，扣

除相关渔船当年政策性补贴。

第二十八条　远洋渔船船位监测设备的购买、安装、维护，以及按农业农村部规定频率日常报告船

位的费用由企业承担。远洋渔业协会应做好相关协调服务工作，降低企业成本。因管理工作需要额外调

取船位的费用由调取单位承担。

    第六章 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企业和个人不得对船位的原始数据进行增减、篡改和删除，违者将按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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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追究责任。

第三十条　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系统的船位数据为农业农村部所有，相关单位在监测工作中应遵循

船位监测数据安全、保密原则，未经批准不得对外提供使用。远洋渔业协会应采取措施保障船位数据安

全，及时对系统采取定级、备案、测评等防护措施，妥善储存近5年船位数据并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备案。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可调阅本辖区内远洋渔船船位数据。远洋渔业企业可调阅本企业执行远洋

渔业项目渔船的船位数据。

第三十一条　如我国加入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入渔国实施更为严格的船位监测管理措施，则我国

远洋渔船应遵守并实施该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入渔国关于渔船监测的管理措施。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原农业部办公厅2014年10月27日印发的《远洋渔船船位

监测管理办法》（农办渔〔2014〕5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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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

中农发〔2019〕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从事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

经营，是现代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

引导扶持农林牧渔等各类家庭农场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家庭农场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发展质量

不高、带动能力不强，还面临政策体系不健全、管理制度不规范、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发挥好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经国务院同意，

现就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新发

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以开展家庭农场示范创建为抓手，以建立健全指导服务机制为支撑，以完善政

策支持体系为保障，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按照“发展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推介一批”的思路，

加快培育出一大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农户主体。坚持家庭经营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有长期稳定务农意愿的农

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多种类型的家庭农场，开展多种形式合作与联合。

坚持规模适度。引导家庭农场根据产业特点和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实现最佳规模效益，防止片面追

求土地等生产资料过度集中，防止“垒大户”。

坚持市场导向。遵循家庭农场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推动家庭农场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

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引导和支持。

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各地立足实际，确定发展重点，创新家庭农场发展思路，务求实效，不搞一刀切，

不搞强迫命令。

坚持示范引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以点带面，以示范促发展，总结推广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示范典

型，提升家庭农场发展质量。

（三）发展目标。到2020年，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指导服务

机制逐步完善，家庭农场数量稳步提升，经营管理更加规范，经营产业更加多元，发展模式更加多样。到

2022年，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得到

巩固提升。



通知决定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二、完善登记和名录管理制度

（四）合理确定经营规模。各地要以县（市、区）为单位，综合考虑当地资源条件、行业特征、农产品

品种特点等，引导本地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取得最佳规模效益。把符合条件的种养大户、专业大户

纳入家庭农场范围。（农业农村部牵头，林草局等参与）

（五）优化登记注册服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指导，提供优质高效的登记注册服务，按照自愿原则

依法开展家庭农场登记。建立市场监管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家庭农场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市场监管总

局、农业农村部牵头）

（六）健全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完善家庭农场名录信息，把农林牧渔等各类家庭农场纳入名录并动

态更新，逐步规范数据采集、示范评定、运行分析等工作，为指导家庭农场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农业

农村部牵头，林草局等参与）

三、强化示范创建引领

（七）加强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各地要按照“自愿申报、择优推荐、逐级审核、动态管理”的原则，健

全工作机制，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引导其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用先进技术、实施标准化生产、纵

向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以及带动小农户发展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农业农村部牵头，林草局等参与）

（八）开展家庭农场示范县创建。依托乡村振兴示范县、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家庭农场示范县创建，探索系统推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促进

家庭农场培育工作整县推进，整体提升家庭农场发展水平。（农业农村部牵头，林草局等参与）

（九）强化典型引领带动。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培育家庭农场的好经验好模式，按照可学习、易推广、

能复制的要求，树立一批家庭农场发展范例。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发展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机农一体、产

业融合等多种模式和农林牧渔等多种类型的家庭农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为家庭农场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个人进行表彰。（农业农村部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林草局等参与）

（十）鼓励各类人才创办家庭农场。总结各地经验，鼓励乡村本土能人、有返乡创业意愿和回报家乡

愿望的外出农民工、优秀农村生源大中专毕业生以及科技人员等人才创办家庭农场。实施青年农场主培

养计划，对青年农场主进行重点培养和创业支持。（农业农村部牵头，教育部、科技部、林草局等参与）

（十一）积极引导家庭农场发展合作经营。积极引导家庭农场领办或加入农民合作社，开展统一生

产经营。探索推广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合作方式，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鼓励组建家

庭农场协会或联盟。（农业农村部牵头，林草局等参与）

四、建立健全政策支持体系

（十二）依法保障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鼓励土地经营权有序向家

庭农场流转。推广使用统一土地流转合同示范文本。健全县乡两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做好政策咨询、信

息发布、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等服务工作。健全纠纷调解仲裁体系，有效化解土地流转纠纷。依法保护土

地流转双方权利，引导土地流转双方合理确定租金水平，稳定土地流转关系，有效防范家庭农场租地风

险。家庭农场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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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农业农村部牵头，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林草局等参与）

（十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家庭农场参与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支持家庭农场开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主食加工和综合利

用加工，自建或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共建集中育秧、仓储、烘干、晾晒以及保鲜库、冷链运输、农机库棚、

畜禽养殖等农业设施，开展田头市场建设。支持家庭农场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集中连片经营。（农

业农村部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林草局等参与）

（十四）健全面向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公益性服务机构要把家庭农场作为重点，提供技术推广、

质量检测检验、疫病防控等公益性服务。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农技推广人员通过技术培训、定向帮扶等

方式，为家庭农场提供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家庭农场提供耕种防收等生产性服

务。鼓励和支持供销合作社发挥自身组织优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家庭农场。探索发展农业专业化人力

资源中介服务组织，解决家庭农场临时性用工需求。（农业农村部牵头，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林草局、供销合作总社等参与）

（十五）健全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制度。国家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编制培训规划，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制定培训计划，使家庭农场经营者至少每三年轮训一次。在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等相关涉农培训

中加大对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支持各地依托涉农院校和科研院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各类农

业科技和产业园区等，采取田间学校等形式开展培训。（农业农村部牵头，教育部、林草局等参与）

（十六）强化用地保障。利用规划和标准引导家庭农场发展设施农业。鼓励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加大

对家庭农场建设仓储、晾晒场、保鲜库、农机库棚等设施用地支持。坚决查处违法违规在耕地上进行非

农建设的行为。（自然资源部牵头，农业农村部等参与）

（十七）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现有渠道安排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等方

式，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发展，扩大家庭农场受益面。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作为项目申报和实施主体

参与涉农项目建设。支持家庭农场开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品牌建设。对符合条

件的家庭农场给予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活动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农业和

小微企业减免税收政策。（财政部牵头，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税务总局、林草局等参与）

（十八）加强金融保险服务。鼓励金融机构针对家庭农场开发专门的信贷产品，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

上优化贷款审批流程，合理确定贷款的额度、利率和期限，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开展家庭农场信用等级评

价工作，鼓励金融机构对资信良好、资金周转量大的家庭农场发放信用贷款。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要

在加强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加快对家庭农场的业务覆盖，增强家庭农场贷款的可得性。继续实施农业大

灾保险、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探索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以

奖代补政策试点，有效满足家庭农场的风险保障需求。鼓励开展家庭农场综合保险试点。（人民银行、

财政部、银保监会牵头，农业农村部、林草局等参与）

（十九）支持发展“互联网+”家庭农场。提升家庭农场经营者互联网应用水平，推动电子商务平台通

过降低入驻和促销费用等方式，支持家庭农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鼓励市场主体开发适用的数据产品，

为家庭农场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信息服务。鼓励发展互联网云农场等模式，帮助家庭农场合理安排生

产计划、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分别负责）

（二十）探索适合家庭农场的社会保障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对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老年农民给予养老补助试点。（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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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保障措施

（二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政府要将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本地区家

庭农场培育计划并部署实施。县乡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工作力量，及时解决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农业农村部牵头）

（二十二）强化部门协作。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建立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综合协调工作机制，加强

部门配合，形成合力。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履行指导职责，牵头承担综合协调工作，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做

好家庭农场财政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落实家庭农场设施用地等政策支持；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在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市场监管等方面提供支撑；金融部门负责在信贷、保险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其他有

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加强对家庭农场支持和服务。（各有关部门分别负责）

（二十三）加强宣传引导。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加大力度宣传好发展家庭农场的重要意义和任务

要求。密切跟踪家庭农场发展状况，宣传好家庭农场发展中出现的好典型、好案例以及各地发展家庭农

场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家庭农场发展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农业农村部牵头）

（二十四）推进家庭农场立法。加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立法研究，加快家庭农场立法进程，为家

庭农场发展提供法律保障。鼓励各地出台规范性文件或相关法规，推进家庭农场发展制度化和法制化。

（农业农村部牵头，司法部等参与）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国家林草局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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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

中农发〔2019〕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农民合作社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坚力量。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产业

类型日趋多样，合作内容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但其发展基础仍然薄弱，还面临运行不够规范、

与成员联结不够紧密、扶持政策精准性不强、指导服务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提出以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满足农民群众对合作联合的需求为目标，

围绕规范发展和质量提升，加强示范引领，优化扶持政策，强化指导服务，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社经济实

力、发展活力和带动能力，充分发挥其服务农民、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功能作用，赋予双层经

营体制新的内涵，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民合作社的领导，加强农民合作社的党建工作，充分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农民合作社始终坚持为农服务的正确方向。

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行作为指导服务的核心任务，把农民合作社带动服务农户能

力作为政策支持的主要依据，把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作为绩效评价的首要标准，实现由注重数量增长向

注重质量提升转变。

坚持服务成员。把握农民合作社“姓农属农为农”属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为农民合作

社成员提供低成本便利化服务，切实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

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市场手段促进生产要素向农民合作社优化

配置，拓展农民合作社经营内容和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和机制，以市场需求引导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坚持依法指导监督。更好发挥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指导扶持服务作用，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推进

依法办社和规范治理，强化督促检查,确保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三）主要目标。到2020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稳步扩大，运行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民主

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成员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支持政策更加完善。到2022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

推进基本实现全覆盖，示范社创建取得重要进展，辅导员队伍基本建成，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行水平大幅

提高，服务能力和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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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规范化水平

（四）完善章程制度。指导农民合作社参照示范章程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章程，并根据章程规定加

强内部管理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农民合作社要加强档案管理，建立健全基础台账，实行社务公开，逐步

实现公开事项、方式、时间、地点的制度化。（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五）健全组织机构。农民合作社要依法建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各组

织机构应密切配合、协调运转，分别履行好成员（代表）大会议事决策、理事会日常执行、监事会内部监督

等职责。规范经理选聘程序和任职要求，明确其工作职责。理事长、理事、经理和财务会计人员不得兼任

监事。推动在具备条件的农民合作社中建立党组织，加强对农民合作社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组织发动，维

护成员合法权益，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六）规范财务管理。指导农民合作社认真执行财务会计制度，合理配备财务会计人员或进行财务

委托代理。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农民合作社信息管理平台，推动农民合作社财务和运营管理规范化，建立

农民合作社发展动态监测机制。农民合作社要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建立会计档案，规范会计核算，及

时向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报送会计报表，定期公开财务报告。依法为农民合作社每个成员建立成员

账户，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农民合作社与其成员和非成员的交易，应当分别核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

的财产应依法量化到每个成员，农民合作社解散、破产清算时要按照相关办法处置。财政补助形成资产

由农民合作社持有管护的，应建立健全管护制度。（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七）合理分配收益。农民合作社应按照法律和章程制定盈余分配方案，经成员（代表）大会批准

实施。农民合作社可以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成员出资。可分

配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所在农民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农民合作社可以按章程规定或经成员

（代表）大会决定，对提供管理、技术、信息、商标使用许可等服务或作出其他突出贡献的成员，给予一定

报酬或奖励，在提取可分配盈余之前列支。（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八）加强登记管理。严格依法开展农民合作社登记注册，对农民合作社所有成员予以备案。农民合

作社要按时向登记机关报送年度报告，未按时报送年报、年报中弄虚作假、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列入经营异常的农民合作社不得纳入示范社评定范围。（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

委、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三、增强服务带动能力

（九）发展乡村产业。鼓励农民合作社利用当地资源禀赋，带动成员开展连片种植、规模饲养，提高

标准化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引导农民合作社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发展

循环农业，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

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间工艺制造业、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农业品牌，积极开

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和商标注册，强化品牌营销推介，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市

场认可度。（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林草局、知识产权局等负责）

（十）强化服务功能。鼓励农民合作社加强农产品初加工、仓储物流、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关键环

节能力建设。鼓励农民合作社延伸产业链条，拓宽服务领域，由种养业向产加销一体化拓展。发挥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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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综合服务平台作用，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托管，为小农户和家庭

农场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鼓励农民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依法依规开展互助保险。（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银保监会、林草局、供销合作总社等负责）

（十一）参与乡村建设。鼓励农民合作社建设运营农业废弃物、农村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设

施，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其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农民合作社

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供销合作总社

等负责）

（十二）加强利益联结。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社与其成员、周边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

结关系，鼓励农民合作社成员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

资。鼓励农民合作社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自愿入社发展生产经营。允许将财政资金量化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户后，以自愿出资的方式投入农民合作社，让农户共享发展收益。（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林草局、扶贫办等负责）

（十三）推进合作与联合。积极引导家庭农场组建或加入农民合作社，开展统一生产经营服务。鼓励

同业或产业密切关联的农民合作社在自愿前提下，通过兼并、合并等方式进行组织重构和资源整合。支

持农民合作社依法自愿组建联合社，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不得对新建农民合作社的数量下指

标、定任务、纳入绩效考核。（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四、开展“空壳社”专项清理

（十四）合理界定清理范围。清理工作按照农民合作社所在地实行属地管理。在对农民合作社发展

情况摸底排查基础上，重点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群众反映和举报存在问题以及在“双随机”抽查中发

现异常情形的农民合作社依法依规进行清理。（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水利部、林草局、扶贫办等

负责）

（十五）实行分类处置。各地对列入清理范围的农民合作社，要逐一排查，精准甄别存在的问题。依

托农民合作社综合协调机制共同会商，按照“清理整顿一批、规范提升一批、扶持壮大一批”的办法，实

行分类处置。切实加强对清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协调配合，建立健全部门信息共享和通报工作机制。（农

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水利部、林草局、扶贫办等负责）

（十六）畅通退出机制。拓展企业简易注销登记适用范围，对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地区符合

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可适用简易注销程序退出市场。加强政策宣传和服务，为农民合作社自主申请注销提

供便利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税务总局等负责）

五、加强试点示范引领

（十七）扎实开展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深入开展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发展壮大

单体农民合作社、培育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提升县域指导扶持服务水平。扩大试点范围，优先将贫困

县纳入。建立县域内农民合作社登记协同监管机制。鼓励各地开展整县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创

建一批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十八）深入推进示范社创建。完善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指标体系，持续开展示范社评定，建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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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社名录，推进国家、省、市、县级示范社四级联创。将农民合作社纳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范畴，鼓励各

地建立农民合作社信用档案，对信用良好的农民合作社，在示范社评定和政策扶持方面予以倾斜。健全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动态监测制度，及时淘汰不合格的农民合作社。（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等负责）

（十九）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认真总结各地整县推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和示范社创建的经验

做法，树立一批制度健全、运行规范的农民合作社典型，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发展

农民合作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负责）

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二十）加大财政项目扶持。统筹整合资金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支持力度，把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民合

作社、县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等作为支持重点。各级财政支持的各类小型项

目可以安排农民合作社作为建设管护主体。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参与实施农村土地整治、高标准农

田建设、农技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涉农项目。落实农民合作社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农民合作社申请并获得农产品质量认证、品牌创建等给予适当奖励。（财政部、农

业农村部、税务总局等负责）

（二十一）创新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结合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对农民合作社提供金融支持。鼓

励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创新开发适合农民合作社的担保产品，加大担保服务力度，着力解决农民合作

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鼓励各地探索开展产量保

险、农产品价格和收入保险等保险责任广、保障水平高的农业保险品种，满足农民合作社多层次、多样化

风险保障需求。鼓励各地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点对点为农民合作社对接信贷、保险等

服务。探索构建农民合作社信用评价体系。防范以农民合作社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活动。（人民银行、银保

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林草局等负责）

（二十二）落实用地用电政策。农民合作社从事设施农业，其生产设施用地、附属设施用地、生产性

配套辅助设施用地，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按农用地管理。各地在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加大对农

民合作社的支持力度，保障其合理用地需求。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依法依规

盘活现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产业。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的用地指标积极支持农民合作

社开展生产经营。落实农民合作社从事农产品初加工等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政策。（自然资源部、农业

农村部、发展改革委等负责）

（二十三）强化人才支撑。分级建立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分期分批开展农民合作社骨干培训。

依托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加大对农民合作社骨干的培育，增强其带贫减贫能力。鼓励支持各类

乡村人才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民合作社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聘请职

业经理人。鼓励支持普通高校设置农民合作社相关课程、农业职业院校设立农民合作社相关专业或设

置专门课程，为农民合作社培养专业人才。鼓励各地开展农民合作社国际交流合作。（教育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七、强化指导服务

（二十四）建立综合协调工作机制。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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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密切协调配合，合力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的农民

合作社工作综合协调机制，统筹指导、协调、推动农民合作社建设和发展。各地要强化指导服务，深入调

查研究，加强形势研判，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联合会在行业自

律、信息交流、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作用。（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负责）

（二十五）建立健全辅导员队伍。重点加强县乡农民合作社辅导员队伍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乡镇选聘农民合作社辅导员，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合作社登记注册、民主管理、

市场营销等给予指导。大力开展基层农民合作社辅导员培训。（农业农村部等负责）

（二十六）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抓紧修订农民合作社相关配套法规，完善农民合作社财务制度和

会计制度。各地要加快制修订农民合作社地方性法规。大力开展农民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宣传，加

强舆论引导，为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等负责）

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

林草局    供销合作总社    国务院扶贫办

                      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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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2019年第二期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的通知

农牧发〔2019〕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加强兽药质量监管，保障养殖环节用药安全，根据全国兽药质量监督抽检计划，我部组织对全国

兽药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进行了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各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

进行了查处。现就有关情况公布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19年第一季度共完成化学药品、中兽药等监督抽检1349批，不合格27批。

2019年第一季度兽药抽检合格产品相关信息请登录“中国兽药信息网”的“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系

统”查阅，抽检不合格产品相关信息见附件1。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

（一）不合格项目：27批不合格产品中，有4批产品性状不合格，13批产品鉴别不合格，1批产品检查项

不合格，13批产品含量测定不合格，1批产品检出非法添加物烟酰胺。

（二）抽检环节质量状况：生产环节、经营环节和使用环节的抽检比例分别占抽检总数的22.0%、

65.2%、12.8%，不合格率分别为0.7%、2.7%、0.6%。

（三）产品类别质量状况：化药类产品、抗生素类产品、中药类产品、其他类产品分别占抽检总数的

42.9%、35.4%、21.4%、0.3%，不合格率分别为1.7%、1.0%、4.2%、0。中药类产品不合格率最高，明显高于

化药类产品和抗生素类产品。

兽用抗菌药抽检522批，不合格9批，不合格率为1.7%；水产、蚕、蜂用药抽检29批，不合格率为0；消

毒剂兽药产品抽检41批，不合格1批，不合格率为2.4%；进口兽药抽检2批，不合格0批，不合格率为0。

三、重点监控企业

根据《2019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重点监控企业判定原则，判定以下1家企业为重点

监控企业。

郑州马基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省级监督抽检从生产企业抽样，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中药产品的鉴别

中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成分未检出）。

经地方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调查、核实和查处，2018年度和2019年第一期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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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为重点监控企业的黑龙江省金鑫兽药有限公司、江西省农科院兽药厂、四川豪士动物保健药业有限

公司、四川美嘉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被立案查处并完成整改；经营环节抽取的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德润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肇庆市恒沣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粤丰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广西

北流市神州兽药厂、广西神威兽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非标称生产企业生产，经查实为假冒兽药，现撤销

对上述企业的重点监控。

四、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

本期抽检的兽药产品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含量不合格。化药类和抗生素类产品

不合格的主要问题在于含量不符合要求，多为含量偏低，甚至为0，明显存在企业不按生产工艺生产、对

质量控制不严的问题，不排除有些企业存在生产工艺问题，无法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二是有效成分

无法检出。中药类产品不合格的主要问题为生产企业偷工减料，导致一种或几种药材无法检出。三是非法

添加现象依然存在。本季度抽检活动中有1批样品检出烟酰胺。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对被抽样单位的处罚。各地要按照兽药管理有关规定，对生产企业抽检结果不合格的产品，清

缴销毁库存产品，责令停止生产，立即召回售出产品，监督销毁并依法实施立案处罚；相关兽药生产企业

要经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审核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对涉嫌假冒标称生产企业的兽药产

品，相关兽药经营企业要及时下架，所在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立案查处；对不符合《兽药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的经营企业，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或改正后再犯的，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九

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符合从重处罚情形的，要依法予以吊销经营许可证。 

（二）对标称兽药生产企业的处理处罚。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追溯调查核实

工作，确认不合格产品是标称生产企业生产的，企业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查处，责

令停止生产、召回售出产品，监督销毁库存产品和召回产品，并依法实施立案处罚；经企业所在地畜牧兽

医主管部门审核认为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三）其他相关要求。各地要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7号规定，对符合从重处罚的情形，依法予以从

重处罚。对符合从重处罚要求的，应当按有关规定启动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或撤销兽药产

品批准文号等程序。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在案件查处完成后，依据《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

办法》规定，及时公开案件查处信息。 

监督抽检发现部分兽药产品存在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相关要求的情况（见附件2），标称生产企业

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对相关兽药产品赋码及信息上传情况开展调查，并按照《兽药管理

条例》及兽药追溯二维码监管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六、兽药安全使用要求 

各地要督促指导广大养殖者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有关要求，从合法正规的兽药生产、经

营企业购买兽药产品并索取保存相关凭证；购买时查看外包装相关标识，通过“国家兽药综合查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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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APP扫描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重点查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作用用途（适应症）、用法用量、生产

企业、生产日期等信息是否齐全，也可登陆中国兽药信息网（www.ivdc.org.cn）的“国家兽药基础数据库”

查询核实所购买兽药产品的批准信息；购买兽药后要按照说明书标签的贮藏条件保存兽药，并按照执业

兽医医嘱、用法用量和休药期进行使用，禁止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兽药，并严格执行休药期规定，切实维

护动物健康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附件：1.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兽用化学药品、中兽药等产品汇总表

 2.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要求情况汇总表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14日

附件1      

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兽用化学 
药品、中兽药等产品汇总表

一 部级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汇总表

序号
抽样
环节

产品
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恩诺沙星注射液
浙江大飞龙动物保健

品股份有限公司
姜堰区姜堰镇久牧兽

药经营部
20180701 检出烟酰胺 中监所 　

2
经营
环节

黄芪多糖注射液
浙江大飞龙动物保健

品股份有限公司
姜堰区姜堰镇久牧兽

药经营部
20181001 鉴别呈负反应 中监所 　

3
经营
环节

黄芪多糖注射液
浙江金大康动物保健

品有限公司
泰州市姜堰区牧友动

物医院
20181130 鉴别呈负反应 中监所 　

二 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汇总表

序号
抽样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呋塞米注射液
西安康乐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
富顺县畜康兽药饲料

经营部
20180410 性状为浅黄色 四川所 　

2
经营
环节

恩诺沙星
可溶性粉

青岛新兴药业有限公司
哈密市益康动物保健

服务部
20171230 鉴别(1) 新疆所 　

3
经营
环节

恩诺沙星溶液
西乡长江动物药品有限

责任公司
吐鲁番市兽康兽药经

营部
180601 性状、pH值不合格 新疆所 　

4
经营
环节

复方碳酸氢钠
可溶性粉

南京惠牧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泗阳县连昌兽药经营
服务部

20171101
性状，含亚硒酸钠

0.048%
江苏所 　

5
经营
环节

复方磺胺间甲氧
嘧啶预混剂

江西利德菲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

蓬莱市北沟镇牧联养
殖服务部

18047601
鉴别（2），甲氧苄啶含

量无法测定
山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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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抽样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单位 备注

6
经营
环节

安乃近注射液
天津市保灵动物保健

品有限公司
蓬莱市南王街道

小郑兽药店
201808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93.0%

山东所 　

7
经营
环节

恩诺沙星注射液
河南领先科技药业有

限公司
桐城市昌平畜牧

服务公司
17101001 未检出恩诺沙星 安徽所 　

8
经营
环节

恩诺沙星
可溶性粉

桐城市金润药业
有限公司

韶关市牧之宝兽药
经营部

20180922
含量为标示量的

72.4%
广东中心 　

9
经营
环节

聚维酮碘溶液
山东亿鑫牧业

有限公司
青岛天晨兽药销售

有限公司
20180802 含量为标示量的0.6% 山东所 　

10
经营
环节

氟苯尼考溶液
陕西格林德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
哈密市建新
兽药经销部

20180305 鉴别 新疆所 　

11
使用
环节

氟苯尼考注射液
河北汇源药业

有限公司
罗德辉养殖场 20170402

性状，含量为标示量
的47.3%

四川所 　

12
经营
环节

阿莫西林
可溶性粉

安徽科尔药业
有限公司

保定市清苑区裕民兽
药经营部

20180102
含量为标示量的

85.7%
河北所 　

13
经营
环节

硫酸黏菌素可溶
性粉 

成都科锐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 

西秀区超前科技养殖
服务部

20181104
含量为标示量的

120.3%
贵州所 　

14
经营
环节

注射用头孢噻呋
钠

重庆市天龙牧业科技
有限公司

赤水市兽药经营部 180828
按平均装量计，含量为

标示量的85.0%
贵州所 　

15
经营
环节

麻黄桂枝散
河北旭泓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
梧州市泳浩兽药

经营部
20170602 鉴别（1）（2） 广西所 　

16
经营
环节

穿心莲注射液
江西省创欣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绵阳旭明兽药销售部 20180702 鉴别（2） 四川所 　

17
经营
环节

板蓝根注射液
江西天正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
泰兴市恒丰兽药

经营部
20180402 鉴别 江苏所 　

18
生产
环节

麻黄桂枝散
郑州马基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郑州马基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9012001

鉴别（1）[未检出麻
黄、桂枝、羌活、桔

梗、紫苏叶、槟榔、苍
术、枳壳]、鉴别（2）

河南所 　

19
经营
环节

清瘟解毒口服液
河南盛世联邦生物医

药技术有限公司
广汉市圣安康兽药有

限公司
17031001 鉴别（2）（3） 四川所 　

20
经营
环节

麻杏石甘散
武汉诺见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

康临兽药店
20180101 鉴别（2） 四川所 　

21
经营
环节

黄芪多糖注射液
湖南加农正和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营山志远

高科动保公司
20180301 鉴别 四川所 　

22
生产
环节

六味地黄散
太原迪新药业

有限公司
太原迪新药业

有限公司
20180816 含量0.6mg 山西所 　

23
经营
环节

四黄止痢颗粒
云浮市皇家药业

有限公司
屯昌中建鑫隆兽药店 20180601 含量为0.1mg 海南所 　

24
经营
环节

龙胆泻肝散
云浮市皇家药业

有限公司
梧州市泳浩
兽药经营部

20180501
鉴别（1）、含量为龙胆
苦苷0、栀子苷0、黄芩

苷1.27mg/g
广西所 　



通知决定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附件2      

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要求情况汇总表

农业农村部关于确认2019年度
第六批远洋渔业项目的通知

农渔发〔2019〕23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局，有关直属海

关，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远洋渔业企业：

根据《远洋渔业管理规定》《海关总署、农业部关于印发〈远洋渔业企业运回自捕水产品不征税的暂

行管理办法〉的通知》（署税〔2000〕260号）和《海关总署关于下放部分减免税审批权限的通知》（署税发

〔2003〕5号）的有关规定，现将2019年度第六批远洋渔业项目确认及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2019年度第六批远洋渔业项目涉及9个海域、42家远洋渔业企业、94艘远洋渔船，均已按要求获

得批准，并取得有效渔业船舶证书出境生产，现予以项目确认（见附件）。

二、因渔船更新改造，取消舟山亨鑫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辽金渔78”1艘渔船原公海鱿鱼钓项目。

附件：2019年度第六批远洋渔业项目确认表（略）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5日 

一 未赋二维码兽药产品

序号
抽样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产品批准文号 批号 被抽样单位 检验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硫酸安普霉素可溶性粉
山西新世纪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40512745 171201 天台民威兽药经营部 浙江所 　

二 二维码无法识读兽药产品

序号
抽样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产品批准文号 批号 被抽样单位 检验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黄连解毒散
山东天邦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3152295178 20180916 霍城县彭洪亮兽药店 新疆所 　

2
经营
环节

盐酸吖啶黄注射液
商丘市华康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
2014160074581 1705273100

吐鲁番市阿克拜尔
江兽药店

新疆所 　

3
经营
环节

盐酸多西环素注射液
临沂金翠兽药

有限公司
2014151296664 180801 新源县振牧兽药经销部 新疆所 　

4
经营
环节

麻黄鱼腥草散
四川新辉煌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
2014220775175 20171001 巩留县新龙兽药店 新疆所 　

三 查询不到追溯信息兽药产品

序号
抽样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产品批准文号 批号 被抽样单位 检验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伊维菌素注射液
西乡长江动物药品

有限责任公司
2012270151126 181101

鄯善县辟展镇畜牧
兽药站门诊

新疆所 　

2
经营
环节

阿苯达唑伊维菌素片
石家庄九鼎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
031396059 18040201

巴里坤县城镇巴尔达库
尔兽药店

新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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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中国进出口银行办公室
关于开展第八批农业对外合作贷款项目

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

农办外〔201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内各

分行，有关中央企业：

为全面贯彻落实农业对外合作“十三五”规划和促进农业对外合作的若干意见，加大对开展农业对

外合作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现就开展第八批对外农

业合作贷款项目组织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贷款用途和申贷人资质要求

贷款主要用于促进企业开展农业境外投资和涉农产品进出口，或满足相关企业境内外生产经营，设

施、设备购置与改造升级，先进技术引进等领域的需求。申贷人需为国家级或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大中型国有和民营企业，或农业行业内有显著影响力的企业；申贷人经营管理、财务和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申贷人能够提供进出口银行认可的抵押担保措施；申贷人须满足进出口银行认

为必要的其他条件。

二、申报程序

请各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征集本地区企业农业对外合作贷款的需求，按照进出口银行贷款要求（详见

附件1），组织企业进行贷款项目申报，进出口银行国内各分行（详见附件2）根据情况进行贷款项目受理、

调查和评审。中央企业和重点企业贷款项目可由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以下简称外经中心）向进

出口银行普惠金融服务部推荐。2019年10月底各省（区、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外经

中心，2019年11月底进出口银行国内各分行将通过审批的贷款项目情况报送总行普惠金融服务部，总行

普惠金融服务部汇总后通报农业农村部。

联系人：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杨阳

电话：010-59194835     

电子邮件：fecctzcj@126.com

联系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普惠金融服务部 任瀚达

电话：010-63693397

电子邮件: renhanda@eximbank.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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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中国进出口银行涉农贷款产品及主要条件介绍

2.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内各分行信息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中国进出口银行办公室

                    2019年8月5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涉农补贴领域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农办计财〔2019〕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委、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国办发〔2016〕8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开

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42号）精神，进一步规范涉农补贴

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经商财政部同意，现就开展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制定《涉农补贴领

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一、总体要求 

推进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举

措，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策部署，围绕权力运行全流程、

政务服务全过程，紧密联系实际，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建立涉农补贴领域“五公开”工作

机制，积极推进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全面提升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和政务

服务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需求导向。围绕人民群众最关注、与群众切身利益最相关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结

合涉农补贴领域特点，采用高效、便捷的公开方式，及时、准确公开影响群众权利义务的行政权力事项和

公共服务事项。 

坚持常态公开。按照“应公开、尽公开”的要求，依法依规全面梳理公开事项，细化公开内容，进一步

提高基层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实效性。 

坚持创新探索。在落实《指引》确定公开事项基础上，鼓励地方部门结合自身实际，拓展公开内容的

深度和广度，探索高效便捷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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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监督评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和协调机制，指定专岗专人做好政

务公开工作。加强农业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指导工作，强化对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的监

督，及时评估公开成效，稳步提高政务公开服务水平。 

（三）工作目标。全面推进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公开内容覆盖农业补贴全流

程、补贴服务全过程，农业补贴政务公开工作基本实现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水平显著提高。 

二、适用范围 

（一）适用领域。农业农村部及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管理的转移支付类项目。 

（二）适用主体。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三、公开目录及事项标准 

（一）公开目录。《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包括3个一级事项，分别是农业农村部会同

财政部管理的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一级事项下划

分6个二级事项，分别为耕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补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草

原禁牧补助与草畜平衡奖励以及强制扑杀、强制免疫和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管理的转移支付类项目是否列入公开事项目录，由省级农业农

村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 

（二）公开事项标准。按照不同公开事项的特点，分别确定公开内容、公开依据、公开时限、公开主

体、公开渠道和载体、公开对象、公开方式和公开层级（详见附表）。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可在此基础上，

结合具体工作进行细化补充和提升。公开信息应注意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和隐私安全。 

四、工作流程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事项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工作要求，注重全过程的信息

公开。可以在达到标准目录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公众需求和各地实际情况，选择具有针对性的公开

渠道。细化梳理并优化政务公开工作流程，明确发布、解读、回应各环节，推动各环节有序衔接，对于复

杂的公开事项应编制公开工作流程图。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积极与财政部门协调、沟通，加强对基层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工

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确保取得实效。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

法，进一步推动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公众参与等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确保群众看得到、易获取、好参

与、能监督。 

　　  

附件：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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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
农业

生产发
展资金

农机购
置补贴

● 政策依据； 
● 申请指南：

包括补贴对
象、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申
请程序、申请
材料、咨询电

话、受理单位、
办理时限、联
系方式等； 

● 补贴结果； 
● 监督渠道：

包括举报电
话、地址等。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机械化促
进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 第
十六号）、《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财农
〔2017〕41号）、
《2018—2020年

农机购置补贴实施
指导意见》（农办
财〔2018〕13号）、
《××省农机购置
补贴实施方案》

自政府信
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法律、法
规对政

府信息公
开的期限
另有规定
的，从其

规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
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
农业

生产发
展资金

耕地地
力保护

● 政策依据； 
● 申请指南：

包括补贴对
象、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咨询
电话、受理单

位、办理时限、
联系方式等； 
● 补贴结果； 
● 监督渠道：

包括举报电
话、地址等。

《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
（财农〔2017〕41
号）、《财政部 农
业部关于全面推
开农业“三项补

贴”改革工作的通
知》（财农〔2016〕
26号）、《××省耕
地地力保护实施

方案》

自政府信
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法律、法
规对政

府信息公
开的期限
另有规定
的，从其

规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
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
农业

生产发
展资金

新型职
业农民

培育

● 政策依据； 
● 申请指南：

包括补贴对
象、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申
请程序、申请
材料、咨询电

话、受理单位、
办理时限、联
系方式等； 

● 补贴结果； 
● 监督渠道：

包括举报电
话、地址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引导农村土地经营

权有序流转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的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支
持返乡下乡人员创
业创新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意见》（国办
发〔2016〕84号）、
《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管理办法》（财
农〔2017〕41号）、
《“十三五”全国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发展规划》（农科
教发〔2017〕2号）

自政府信
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法律、法
规对政

府信息公
开的期限
另有规定
的，从其

规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
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4
农业

生产发
展资金

支持新
型农业
经营主

体

● 政策依据；
● 申请指南：

包括补贴对
象、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申
请程序、申请
材料、咨询电

话、受理单位、
办理时限、联
系方式等；

● 补贴结果；
● 监督渠道：

包括举报电
话、地址等。

《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
（财农〔2017〕41

号）、《××省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实施方案》

自政府信
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法律、法
规对政

府信息公
开的期限
另有规定
的，从其

规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
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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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9年农民合作社 
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办经〔2019〕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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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有关精神，根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

等部门和单位《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农业农村部2019年继续开展农

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并将增加120个试点单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5

农业
资源及

生态
保护补
助资金

草原禁
牧补助
与草畜
平衡奖

励

● 政策依据； 
● 申请指南：

包括补贴对
象、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咨询
电话、受理单

位、办理时限、
联系方式等； 
● 补贴结果； 
● 监督渠道：

包括举报电
话、地址等。

《新一轮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实施指导意见
（2016—2020）》
（农办财〔2016〕
10号） 、《××省
农牧民补助奖励
政策实施方案》

自政府信
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法律、法
规对政

府信息公
开的期限
另有规定
的，从其

规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
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6
动物防
疫等补
助经费

强制扑
杀、强制
免疫和
养殖环
节无害
化处理

补助

● 政策依据； 
● 申请指南：

包括补贴对
象、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申
请程序、申请
材料、咨询电

话、受理单位、
办理时限、联
系方式等； 

● 补贴结果； 
● 监督渠道：

包括举报电
话、地址等。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等补

助经费管理办法》
（财农〔2017〕43
号）、《××省动物
防疫补助实施方

案》

自政府信
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法律、法
规对政

府信息公
开的期限
另有规定
的，从其

规定

县级
农业
农村
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
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注：公开信息时应注意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和隐私安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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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落实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为目

标，完善农民合作社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强化指导监督，创新服务方式，以优示范，由点到面，探索整县

提升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的路径方法，树立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县域样板。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成员。把握农民合作社“姓农属农为农”属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为农民合作

社成员提供低成本便利化服务，切实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 

坚持体制机制创新。遵循农民合作社基本原则，鼓励地方先行先试，着力在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行、

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探索可复制、能推广、服水土的范例经验。 

坚持分类指导。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差异，因地制宜、因社施策，

循序渐进、稳步推进。 

坚持统筹协调。更好地发挥政策引导扶持作用，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社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农民合

作社指导部门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形成支持发展的合力。 

（三）主要目标 

试点县（市、区）农民合作社组织规模和农户覆盖面明显扩大，示范社创建取得重要进展，国家、省、

市、县级示范社四级联创，农民合作社辅导员队伍基本建成，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服务能力和

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二、任务内容 

试点工作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着

重围绕发展壮大单体农民合作社、促进联合与合作、提升县域指导扶持服务能力等三方面12项任务开展

试点。 

（一）发展壮大单体农民合作社 

一是强化规范建设。完善章程制度。指导农民合作社参照示范章程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章程。加强

档案管理，建立基础台账，实行社务公开。健全组织机构。指导农民合作社依法建立健全成员（代表）大

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规范经理选聘程序和任职要求，明确工作职责。推动在具备条件的农民

合作社中建立党组织。规范财务管理。指导农民合作社认真执行财会制度，规范会计核算，及时向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报送会计报表。探索建立农民合作社信息管理平台。加强登记管理。严格依法开展农民合

作社登记注册，对所有成员予以备案。引导农民合作社按时报送年度报告。 

二是拓展业务范围。发展乡村产业。鼓励农民合作社利用资源禀赋，带动成员连片种植、规模饲养。

引导农民合作社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发展循环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间

工艺制造、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农业品牌，开展农产品质量认证，加强地理标志保

护和商标注册，强化品牌营销推介。参与乡村建设。鼓励农民合作社建设运营农业废弃物、农村垃圾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 

三是丰富出资方式。挖掘资源要素价值。鼓励农民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各种资源

要素作价出资办社入社，扩大成员覆盖面。加强利益联结。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社与成员、周边农户特别是

贫困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自愿入社发展生产经营。允许将财政资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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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后，以自愿出资的方式投入农民合作社，让农户共享发展收益。 

四是强化服务功能。鼓励农民合作社加强农产品初加工、仓储物流、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能力建

设，向产加销一体化拓展。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生产托管。鼓励以农民合作社为组织载体发展生产、供

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业务合作。鼓励农民合作社和联合社依法依规开展互助保险。 

（二）促进联合与合作 

一是推进区域性联合。鼓励以农民合作社为成员组建区域性联合社，发展服务当地主导产业。鼓励

农民合作社自愿组建联合会，发挥行业自律、信息交流、教育培训等作用。 

二是推进行业性联合。支持以农民合作社为成员依法自愿组建联合社，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

力。鼓励同业或产业密切关联的农民合作社在自愿前提下，通过兼并、合并等方式进行组织重构和资源

整合。 

三是推进产业链联合。鼓励和引导农民合作社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积极引导家

庭农场组建或加入农民合作社，开展统一生产经营服务。 

（三）提升县域指导扶持服务能力 

一是构建扶持政策体系。出台促进县域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符合当地农民

合作社发展需要的支持政策，增强政策精准性。建立激励机制，对发展农民合作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 

二是加强示范引领。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制定完善县级示范社评定监测指标体系，持续开展

示范社评定，建立示范社名录，把示范社作为政策支持重点。健全示范社动态监测制度，及时淘汰不合格

的农民合作社。将农民合作社纳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范畴，建立农民合作社信用档案。防范以农民合作

社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活动。 

三是建立健全辅导员队伍。加强县乡农民合作社辅导员队伍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乡

镇选聘农民合作社辅导员，采取定期巡查走访等多种方式，对农民合作社登记注册、民主管理、市场营

销等给予指导。大力开展基层农民合作社辅导员培训。 

四是畅通退出机制。按照“清理整顿一批、规范提升一批、扶持壮大一批”的思路，持续开展“空壳

社”专项清理。建立健全部门信息共享和通报工作机制，登记机关依法将农民合作社登记信息通报给农

业农村等部门。畅通农民合作社退出机制，简化注销程序，依法清退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合

作社。加强政策宣传和服务，为农民合作社自主申请注销提供便利服务。 

五是搭建服务平台。组织社会力量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与中国中化、中粮、中国邮政等加强合作，

共同打造农业种植、农产品物流销售、金融服务等平台，帮助农民合作社提升生产经营水平。 

三、工作安排 

（一）试点时间。试点为期2年，自2019年9月至2021年12月。 

（二）试点申报条件。试点工作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试点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

试点地方农民合作社发展基础较好，产业门类丰富，农户入社率在本省份处于中上水平。不存在以农民合

作社名义搞非法集资情况，未对新建农民合作社的数量下指标、定任务、纳入绩效考核。二是试点地方

政府重视支持试点工作，建立了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的农民合作社工作综合协调机制。三是试点地方农民

合作社指导服务能力较强，有承担农民合作社指导服务工作的组织机构，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工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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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基层农民合作社辅导员队伍。 

（三）试点方案编制。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试点地方根据《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

实施方案编制指南》（见附件1），结合本地实际，编制试点实施方案，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初审。 

（四）试点单位确定。2019年拟新增120个试点县（市、区）作为试点单位（具体分配表见附件2），向

符合条件的贫困县适当倾斜。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于2019年10月18日前，将等额推荐的试点单位名单、初

审合格的试点实施方案，上报农业农村部，同时发送相关材料电子版。农业农村部在审核各县（市、区）

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研究批复试点单位名单，由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据此批复各试点单位实施方案，并

报农业农村部备案。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试点保障。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贯彻落实好《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支

持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44号）和《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9

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19〕6号），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通过中央财政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开展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鼓励各地强化政策衔接配套，统筹相关涉农

项目资金，在试点县（市、区）相对集中、整体推进，形成政策支持效应。 

（二）加强工作指导。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对试点方案编写、试点组织实施全程跟踪指导，研究制定

推进试点工作的配套扶持政策，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认真总结经验做法，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三）加强经验总结。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应于2020年9月底前上报试点工作进展情况，2021年12月底

前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形成总结报告报送农业农村部。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100125）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联系人：李世武   010-59193169    电子邮箱：zyhzc@agri.gov.cn 

附件：1.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2. 2019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单位数量分配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6日 附件1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为指导试点县（市、区）编制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实施方案，制定本指南。

一、编制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根据农民合作社发展基础与形势任务,梳理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存在的突出困难和



通知决定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问题，提出针对性强、易于操作的工作措施。

坚持统筹协调。编制方案要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机融合，与相关规划相衔接，与

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等相协调，妥善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

的关系，整体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

坚持分步实施。因地制宜设定试点目标任务，合理分解年度目标任务，区分轻重缓急，分步实施。对

于农民合作社反映强烈的发展需要，优先安排解决。

坚持责任明晰。明确试点地区政府部门分工，将目标、任务逐一落实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建立由农

业农村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协同参与、共同推进的农民合作社工作综合协调机制。

二、编制主体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实施方案由试点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三、方案内容

实施方案应立足县域农民合作社发展实际，确定试点目标、试点任务，做好任务分解、进度安排和

措施保障。

（一）基本情况

明确实施方案的编制依据、试点时间和基础条件等。

1.编制依据

明确实施方案编制的法律法规、相关文件等依据，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

理条例、2019年中央1号文件及地方相关政策依据等。

2.试点时间安排

试点为期2年，即2019年9月至2021年12月。

3.基础条件

试点县（市、区）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农民合作社发展基本情况及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农民合作社指导服务力量、农民合作社支持政策等。

（二）总体要求

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主要目标要细分年度目标和试点工作总目标。不得对新建农民合作社的数量下指标、定任务、纳入绩

效考核。

（三）试点任务

根据试点任务内容，围绕发展壮大单体农民合作社、促进联合与合作、提升县域指导扶持服务能力

等方面开展试点。可选择部分或全部内容进行试点，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其他任务内容。

（四）组织保障

包括政策支持、宣传培训、经验总结等方面，需明确试点工作县级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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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单位数量分配表

序号
省份

（含计划单列市）
数量 序号

省份
（含计划单列市）

数量

1 北京 2 19 广东 3

2 天津 2 20 广西 4

3 河北 4 21 海南 2

4 山西 5 22 重庆 3

5 内蒙古 5 23 四川 5

6 辽宁 3 24 贵州 5

7 吉林 5 25 云南 5

8 黑龙江 5 26 西藏 3

9 上海 2 27 陕西 3

10 江苏 3 28 甘肃 5

11 浙江 3 29 青海 4

12 安徽 3 30 宁夏 4

13 福建 3 31 新疆 3

14 江西 5 32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

15 山东 3 33 大连 1

16 河南 5 34 青岛 1

17 湖北 3 35 宁波 1

18 湖南 5 36 厦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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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的通知

农办经〔20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

情，要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提升小农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深入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发展，多元化服务组织蓬勃兴起，服务领域

覆盖农林牧渔等多个产业，涌现出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服务模式。这些模式探索体现了广大基层群众

的首创精神，对于发展服务型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总结推广各类服务主体在发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中的典型经验，进一步发挥典型模式的引领示范作用，农业农村部在面向全国征集和各省推荐的基础

上，按照可学可用、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遴选确定了第一批20个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突出市场导向，重点关注在补齐农业发展短板、创新农业服务方式、构建利益联结机制、

服务带动小农户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办法。河南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等案例依托自身在农资和农机装备方

面的资源优势，开展耕种防收等生产作业服务，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甘肃谷丰源“农工场”等案例依

托技术和信息优势，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技术集成解决方案，解决“如何种好地”的问题；山东丰信农

业“一站式服务平台”等案例注重构建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整合服务资源，提高服务效率；四川绵阳藤椒

产业联合体等案例通过结盟、联合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提升服务能力；陕西白水“果园托管”等案例着

力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开拓产业扶贫新途径，实现集体经济、服务主体、农民多方共赢。这些案例各具特

色、各有所长，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处于快速发展机遇期，各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决策部署，加快培育服务主体，推动资源共享，规范行业管理，做好宣传引

领。鼓励各类服务主体积极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增强服务带动能力，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

农业发展大格局，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5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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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名单

1.打造全产业链服务平台 开创“智慧养猪”新模式

（北京农信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健全托管服务体系 破解种地增收难题 

（山西新翔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打造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 

（吉林德惠市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 

4.全程托管综合服务 聚力农业转型发展 

（黑龙江宝清美来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5.扎实服务小农户 实现生产“全托管” 

（黑龙江龙江县超越现代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6.区域性服务联盟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江苏泰州市姜堰区家庭农场服务联盟） 

7.“三位一体”合作 探索服务新模式 

（浙江乐清市金穗水稻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8.引领山区小农户迈向现代大农业 

（安徽黟县有农优质粮油生产联合体） 

9.生态防控全程托管种出舌尖上的放心茶 

（福建司雷植保技术有限公司） 

10.农业生产多种服务经营方式并举的“江西绿能模式” 

（江西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1.“一站式”服务平台助力小农户科学种植 

（山东丰信农业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12.推行“整村托管” 实现“三方共赢” 

（山东高密市宏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3.聚集全产业链资源 提供全流程生产服务 

（山东临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14.航空植保新模式 “五事”服务惠万家 

（河南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聚焦“合”字强实力 突出“全”字拓服务 

（湖北钟祥市春源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16.生产品质原粮 助力农户成长 

（湖南隆平现代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7.全程保姆式托管让农民当“甩手掌柜” 

（重庆梁平区新农人农产品股份合作社） 

18.以“抱团式服务”打造藤椒产业发展联合体 

（四川绵阳市川椒王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9.果园托管拓出产业扶贫新途径 

（陕西白水县美华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20.“农工场”托管服务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甘肃谷丰源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9年度
“全国十佳农民”资助项目人选的通知

农办人〔2019〕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央农办秘书局，部机

关各司局、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创新创业热情，树立先进典型，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

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根据《“全国十佳农民”资助项目遴选办法》（农办人〔2016〕

28号），经各地推荐、组织遴选、社会公示等环节，农业农村部决定2019年度对丁绍文等10名经营规模适

度、具有良好示范带动作用的优秀农民给予资助（名单附后）。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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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度“全国十佳农民”资助项目人选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绍文 

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溪口镇半元村农民，建宁县文军种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毛文娅 

贵州省兴义市乌沙镇磨舍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兴义市众犇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佃壮 

山东省曲阜市息陬镇北元疃村党支部书记

张  芳  （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镇民主村农民，黑龙江省和粮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新生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金塔红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华靓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马场村党支部书记

依马穆江·台外库力（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阿瓦提乡其提力克村农民，喀什市阿瓦提“桃子之乡” 

       农副产品保鲜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

洪蕴来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石佛寺街道房身村农民

胡运海 

四川省达州市万源市白羊乡三清庙村农民，万源市白羊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赖园园  （女，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安县大将镇富乐村农民

希望受资助的“全国十佳农民”再接再厉，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紧跟新时代步伐，更好地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努力在推动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生动实践中再创新业、再立新功。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广泛宣传“全国十佳农民”的优秀事迹、积极弘扬他们的先进理念、大力推广他们的经营模式，进

一步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和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附件：2019年度“全国十佳农民”资助项目人选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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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关于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事项的通知

农办市〔2019〕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为进一步做好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根据中央农办等13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中国

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13号）精神，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以下

简称“组织指导委员会”）制定了《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方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广泛引导带动县乡村开展丰收节庆活动

引导各地把丰收节庆活动重心进一步下沉到县乡村，支持根据当地农时农事特点、乡村优秀文化传

统和“三农”发展实际，组织开展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鼓励每个县重点支持培育至少1项丰收节庆活

动，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提高农民参与度和基层覆盖率。

二、关于做好全国70地庆丰收全媒体联动直播活动保障工作

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将成立全国直播指挥中心，与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举办地相关部门建立联动

工作机制。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直播协调工作，按照统一部署，指导地方强化组织保障、安全保障、

内容保障和宣传推广。

三、关于深化实化丰收节庆内容

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大力培育节日市场。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

的活动主要有：结合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产销对接和消费扶贫等，打造

“庆丰收·消费季”；开展“6个千万”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即“千村万寨展新颜、千家万户传美德、千乡万镇

品美食、千山万水赏美景、千企万品助增收、千县万特促消费”；围绕“手机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主题，举

办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活动；配合中国银联等单位发行“农民丰收节”系列银行卡；倡导组织指

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及社会公益力量为农民做实事，发布“丰收节公益清单”。各地要因地制宜，进一步

实化本地丰收节庆活动。

四、关于提升丰收节庆的参与性、互动性

各地丰收节庆活动要坚持农民主体，不能脱离农民群众，重点为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搭建风

采展示的舞台和干事创业的平台。鼓励以“我的丰收我的节”为主题，策划农民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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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文化活动，推出一批具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丰收主题鲜明、载体多样的优秀农民艺术作

品，推出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实干兴业的优秀农民代表。

五、关于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全媒体策划与传播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利用主流媒体平台，创新全媒体传播方式和内容，全面展现蓬勃的时代气象、

火热的生活激情、多样的乡村文化、别样的农民风采、光明的振兴图景。中国农民丰收节官网（网址：

http://nmfsj.moa.gov.cn）将开设省级频道，请各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申请入驻，公益发布当地节日活动

精彩图文及短视频。

六、关于规范使用中国农民丰收节标识系统

中国农民丰收节不表述为“第几届”，可冠以年份。今年可表述为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或己亥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鼓励使用“丰收节”LOGO等节日符号开展公益性活动。组织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指

导开展的活动，可冠名为“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各成员单位可作为指导单位。地方自主开

展的活动以地方为主举办。

七、关于健全组织实施工作机制

组织实施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农业农村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

发挥牵头作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推动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纳入“三农”工作重要议

程，建立完善组织实施工作机制，推动工作制度化。

八、关于严格遵守节日纪律规定

加强对本地区节日活动的指导和管理，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关于庆典活动有关要求和

减轻基层负担有关精神，严防搭车搞庆典，确保庆祝活动不走偏、不变味。落实中央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和要求，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不摆花架

子，不能增加基层和农民负担。政府部门组织的庆丰收活动明确为公益性活动，不得违规收取和转嫁任

何费用，不得违规开展商业性活动。

联系人：李冰，010-59192101    胡杰华，010-59192156

传真：010-59192101     电子邮箱：nmfsj@agri.gov.cn

                         

附件：1.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方案

2.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公益清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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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方案

为做好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根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3部门联合下发的《关

于做好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引导带动县乡村广泛开展喜闻乐见的庆丰收活

动。在推进方式上，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基层的积极性，把活动重心进一步下沉到县乡村，提高农民参与

度和基层覆盖率；在活动内容上，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展现蓬勃的时代气象、火热的生活激情、浓厚的

“三农”情怀、多样的农耕文化、光明的振兴图景以及广大农民的时代风采；在主题设计上，与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战三大主题紧密结合，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

农民的浓厚氛围，激发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汇聚磅礴力量。

（二）基本原则

——坚持农民主体。节庆要贴近农民的生产生活，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高农民的参与性

和互动性，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让农民真正成为节日的主角。

——坚持因地制宜。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民俗文化、农时农事特点组织开展特色庆丰收活

动，突出民族特色、地域特色，避免千篇一律。

——坚持开放创新。注重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培育节日市场，创新组织引导方式，让全社会共享丰

收、共助增收，达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坚持节俭热烈。节庆活动杜绝奢华，要严格执行中央有关纪律要求，既注重节日的仪式感，又要

避免铺张浪费，不增加基层和农民负担，形成节俭朴素、欢庆热烈的全国性节日氛围。

——坚持基层为主。国家层面主要是加强组织和指导，原则上不举办全国性主会场和分会场活动，

重点为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搭建风采展示的舞台和干事创业的平台，形成万紫千红、异彩纷呈、扎

根基层、万众参与的浓厚氛围。

二、活动总体安排

（一）组织指导委员会指导开展的重点活动

1.组织“我的丰收我的节”70地庆丰收全媒体联动直播。经各地申报筛选，从全国县乡村庆丰收活动

中，选择70个地方农民参与度高、特色鲜明、代表性强、组织有力的庆祝活动，在丰收节当天，统筹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进行全媒体联动直播，多形态、立体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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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悠久灿烂的农耕文化、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千姿百态的丰收美景，营造热烈的节日氛围。

2.组织“庆丰收·消费季”活动。在去年“庆丰收全民购物节”基础上，结合品牌强农战略、“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产销对接和消费扶贫等内容，为各大电商、各大批发市场、经销商等各类市场主

体搭建平台，扩大市场规模，充分调动社会和市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产品和服务消费升

级，不断培育和拓展节日市场，拉动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乡村多元价值，助力农民增收，让丰收节在社会和

市场的土壤中扎根。

3.举办2019农民丰收歌会。让农民唱丰收、农民唱家乡。通过搭建推选展示平台，推出一批优秀农民

歌手，推出一批受农民欢迎，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丰收主题歌曲作品，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表达

亿万农民的丰收喜悦，将其打造成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文化活动。 

4.举办中国农民丰收文化展。以图文、视频、实物以及信息化等手段，全面展现我国悠久的丰收节俗

历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展现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盛况，体现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时代

内涵。

5.组织2019年度“全国十佳农民”揭晓活动。丰收节当天，邀请历届十佳农民代表（每届2人），共计

20人参加相关揭晓及庆祝活动，展示扎根基层、深耕农业、服务乡村的先进典型，激发广大农民的创业创

新热情，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6.组织“我的丰收我的节”大型系列征集推选活动。以“我的丰收我的节”为主题，征集书法、绘画、

摄影、文艺作品、手工制品、微视频等农民艺术作品，推选“十大农民歌王”“十大农民艺术团队”“十大

农产品网络销售达人”“十大丰收节使者”“十大致富榜样”“十大乡土工匠”“十大温暖乡村人物”“十大

农业科技创新能手”等8个系列“十大”。活动旨在征集一批具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丰收主题鲜

明、载体多样的优秀农民艺术作品，推选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实干兴业的优秀农民代表。

7.开展6个“千万”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千村万寨展新颜，主要展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千家万户传美

德，主要聚焦乡风文明；千乡万镇品美食，主要推荐民间美食地图；千山万水赏美景，主要推荐乡村休闲旅

游精品路线；千企万品助增收，主要发布品牌目录，推动产销对接，助力农民增收；千县万特促消费，主要

结合“庆丰收·消费季”活动，推动特色农产品消费，助力消费扶贫。 

8.举办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活动。围绕“手机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联合相关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和培训机构，在全国范围开展培训活动。培训将延伸到村社和

田间地头，重点在庆丰收全媒体联动直播活动所在地，培训农民运用手机开展农产品营销技能。

9.制定“丰收节公益清单”。充分发挥组织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优势，并调动社会和市场的公益力

量，在丰收节期间为农民做一两件实事，汇总形成公益清单，作为一份节日礼物呈现给亿万农民，让广大

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全社会形成一股爱农暖流。

10.策划重要时点的宣传活动。倒计时100天，启动“我的丰收我的节”大型系列征集推选活动。倒计

时30天，启动“庆丰收·消费季”；启动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活动；发布70地庆丰收全媒体联动直

播内容；发布丰收节公益清单。自倒计时30天起，持续推出系列活动。国新办召开丰收节新闻发布会；中

国银联联合各大商业银行面向广大农村地区发行“农民丰收节”系列银行卡；举办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

艺术节；组织24节气科普教育、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系列活动；发布丰收节主题歌、吉祥物以及文

创产品；开通中国农民丰收节专题网站；发布6个“千万”活动成果；发布系列征集推选活动结果；推出丰

收果、丰收花、丰收宴、丰收茶（点）、丰收饮品。倒计时10天左右，启动“中国农民丰收文化展”； 央视

农业农村频道开播；全国各类媒体投放丰收节公益广告；组织全媒体宣传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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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组织开展的活动

1.中央文明办。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引导开展文明村镇欢庆丰收活动。

2.教育部。指导孔子学院总部结合“三巡”、全球“孔子学院日”等品牌文化活动，组织海外孔子学院

根据当地需求，围绕“中国农耕文化”主题，举办24节气书法展、中国饮食文化展等活动。

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鼓励各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为平台，

结合当地民俗、文化、农事特色，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

4.文化和旅游部。大规模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加

大乡村旅游宣传和提升力度，向全社会推介一批具有庆丰收民俗特色的乡村。

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丰收节期间组织“送医下乡”等系列活动。

6.国家体育总局。加强农民体育工作，在基层举办形式多样的民俗体育庆丰收活动。

7.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筹建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一批反映农业、农村、农民新气象的专题、专栏。制作

播出特别节目《2019丰收中国》。

8.国家林业和草原局。8月上旬，在陕西省韩城市举办第四届中国·韩城花椒大会；9月7日，在山西省

左权县举办左权核桃节；9月20日，在山西省稷山县举办第九届板枣文化节。

9.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符合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的庆祝活动，激发广大农民工共庆丰收、关爱“三

农”的热情。

10.共青团中央。针对评选的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进行系列宣传展示活动。

1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结合“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广泛开展农村妇女庆丰收系列活动。

12.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围绕丰收节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艺术创

作。5月至11月，举办全国农民画创作展活动；8月，举办第九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9月，组织“我们的节

日”系列主题庆祝活动。

13.组织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单位。根据各部门职能，围绕丰收主题，自行组织特色活动。

（三）农业农村部系统组织开展的活动

1.农业法宣传活动（法规司负责）。

2.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负责）。

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国际合作司、国际交流服务中心负责）。

4.“兴安盟大米丰收节”暨乌兰浩特市稻田捕鱼节活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

5.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三胡乡官坟村“摆手迎丰收”活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

6.山东省沂水县泉庄镇尹家峪田园综合体“农业嘉年华”活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

7.山东省沂南县铜井镇竹泉村庆丰收活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

8.山东省沂南县铜井镇马泉村五谷丰登庆丰收（种植业管理司负责）。

9.全国种猪大赛（畜牧兽医局、种业管理司、全国畜牧总站共同负责）。

10.第二十二届中国（象山）开渔节活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

11.2019中国营口海蜇节活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

12.2019年成都邛崃乐渔节活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

13.农垦晒丰收暨“智慧农垦万里行”宁夏垦区站活动（农垦局负责）。

14.农业农村部系统“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汇演（部机关党委、部直属机关工会负责）。

15.中国蚕桑丝绸文化展（全国农业展览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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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农民电影节系列活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负责）。

17.100个乡村文化活动推选（农民日报社负责）。

18.丰收赛诗会系列活动（农民日报社负责）。

19.海南2019白沙黎族“啦奥门”丰收节活动（中国农村杂志社负责）。

20.“长寿乡、槟榔情”2019中国（万宁）国际槟榔丰收文化节（中国农村杂志社负责）。

21.云南元阳稻花鱼庆丰收活动（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负责）。

22.辽宁盘锦丰收节暨河蟹节年度盛典（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负责）。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组织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抓好各项活动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委

员会办公室要发挥好牵头作用，负责国家层面重点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推动组织实施工作机制

化、基层化。农业农村部各单位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和分工，精心谋划，密切配合，抓好任务落实。地方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打造本地区庆丰收活动精品。

（二）提升宣传水平。制定丰收节新闻宣传方案，做好全媒体策划与传播，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提

升丰收节影响力。各成员单位和各地参照国家层面的宣传工作部署和节奏，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乡村

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战等重大主题，高质量策划新闻宣传，并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交流互鉴。

（三）加强规范引导。加强对各地庆祝活动的管理和指导，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中央关于庆典活

动有关要求和减轻基层负担有关精神，严防搭车搞庆典和借机增加农民负担，确保庆祝活动不走偏、不

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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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公益清单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提出倡议，各成员单位在丰收节期间为农民做一两件实事，汇总形

成丰收节公益清单，作为一份节日礼物呈现给亿万农民，让广大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全

社会形成一股爱农暖流。

1.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号召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干部职工、农业科技人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

责人等，在丰收节期间以不同方式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共庆丰收、共话振兴。

2.教育部：号召中小学校在丰收节前后，结合劳动教育、社会综合实践，组织引导中小学生体验乡村，

从小培养孩子热爱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尊重农民，感恩自然。

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深入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相关工作。

4.司法部：号召全国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丰收节期间开展形式多样

的法律服务活动；通过中国法律服务网开展农民工法治宣传和法律援助服务，引导农民工通过“欠薪求

助绿色通道”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一次丰收主题的文艺工作者下乡，支援乡村文化振兴，帮助地方打造100个乡

村文化品牌，助力农民增收；推出32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号召围绕丰收节主题开展系列旅游节庆活

动。

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号召本系统在丰收节期间组织全国性“送医下乡”系列活动。

7.中国人民银行：在丰收节前夕，中国银联将联合商业银行面向广大农村地区发行“农民丰收节”系

列银行卡，深度融合金融数据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信息，扩大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应用普及范围。

8.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号召全国广播电视媒体投放丰收节公益广告，扩大丰收节社会影响力。

9.国家体育总局：举办“全民健身 活力中国”丰收节体育健身活动以及全国美丽乡村篮球赛。

1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丰收节大型晚会，以及系列专题节目。

11.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各级工会及用工企业在丰收节当天以适当方式慰问农民工。

12.共青团中央：号召各类高校组织青年学生特别是涉农专业的学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在农业科

技、经营管理、品牌营销等方面为广大农民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支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贡献智慧和力量。做好“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评选工作，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1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号召广大农村妇女“巾帼庆丰收 建功新时代”，引领妇女争当乡村振兴的

推动者、践行者，激励农村妇女大力弘扬“四自”精神，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

14.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全国农民画创作展、全国农民摄影展等，为广大农民搭建风采展示

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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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
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

农办机〔2019〕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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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

近期，国务院对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供应作出全面部署，明确要求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

围，支持生猪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迅速行动起来，加快落实落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补贴范围，实行应补尽补。一是要将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内的所有适用于生猪

生产的机具品目原则上全部纳入本省补贴范围，“缺什么、补什么”“急事急办”，并抓紧商有关部门予以

公布。二是要对生猪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应补尽补。

三是要对生猪养殖场（户）申领补贴优先办理、优化服务、提高效率，有条件的地方要组织上门服务。四

是要加大政策宣传和技术培训力度，引导农机企业积极参与政策实施，支持推动广大养殖场（户）购机用

机。

二、加快试验鉴定，增加机具供给。一是要围绕上述生猪生产农机装备抓紧制修订试验鉴定大纲，

列入农机试验鉴定产品种类指南。二是要指导所属农机鉴定机构敞开受理能力范围内的鉴定申请，对省

内外农机企业一视同仁，加快试验鉴定，及时公布结果。三是要积极支持农机鉴定机构改善检验检测条

件，提升试验鉴定能力。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要把做好生猪生产农

机装备鉴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加强对各地相关工作的协调指导。

三、深入摸底调查，全面梳理需求。要以生猪养殖大县为重点，开展生猪生产农机装备购置补贴需求

专项调查，从农业机械属性、补贴资质、补贴额测定、补贴资金申领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查找问题，提出

需求及政策建议，填写生猪生产农机装备购置补贴需求情况表（见附件），形成专题报告，于9月30日前一

并报送我部农机化司和畜牧兽医局，同时发送电子版材料。  

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联系人：李伟

联系电话： 010-59193310   邮箱：njhcyc@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联系人：侯玉慧

联系电话：010-59192843  邮箱：xmsyjxmc@agri.gov.cn。

    

附件：生猪生产农机装备购置补贴需求情况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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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猪生产农机装备购置补贴需求情况表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盖章）      （省级畜牧兽医部门盖章）                   填表人:               填表人座机和手机号:

序 
号

省（自治
区、直辖
市及计划

单列市、兵
团、农垦） 
（填到省

级）

所需装备 
所属大类 
（逐一填

写）

所需装备 
所属小类 
（逐一填

写）

所需装备 
所需品目 
（逐一填

写，注意对
照本表备注

要求）

所需典
型装备
名称和
生产企
业名称

该装备不能或者不易通过现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渠道获得支持的原因

是否属于
《农业
机械分

类》（NY/
T1640—
2015）

（填是或
否）

是否列入
全国2018—
2020年农机
购置补贴机
具种类范围 

（填是或
否）

是否列
入本省
2018—

2020年农
机购置补
贴机具种

类范围 
（填是或

否）

是否通
过农业
机械试

验鉴定获
得补贴资

格 
（填是或

否）

是否具有
与之相关
的农机试
验鉴定大

纲

其他原因

1 如：河北省
如：种植
施肥机

械

如：施肥
机械

如：××机 　 　 　 　 　

如没有大
纲，请填写
“否”；如
有大纲，请
填写具体
大纲名称 　

2 　
如：畜牧

机械
如：饲养

机械
如：××机 　 　 　 　 　 　

　

3 　

如：农业
废弃物利
用处理设

备

如：废弃
物处理设

备

如：××设
备

　 　 　 　 　 　

　

　 　 ××× ××× 　 　 　 　 　 　 　

　

　 　 　 　 　 　 　 　 　 　 　
　

　 　 　 　 　 　 　 　 　 　 　
　

　 　 　 　 　 　 　 　 　 　 　
　

备注:

1.本表填写在当前生猪生产中有实际需求，但是不能或者不易通过现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渠道获得支持的农机装

备，每种典型装备单独填写一行。

2.如果所需装备在《农业机械分类》（NY/T 1640—2015）和全国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中均无对

应品目，可不填写大类小类，直接在“品目”中按照行业惯例填写名称，如“沼液运输车”。

3.如农业农村部门和畜牧兽医部门属同一部门，只需加盖一个公章即可。

4.请一并提供典型装备的正前、正侧、正后照片和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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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促进家禽等养殖业发展
增加肉蛋产品供应的通知

农办牧〔2019〕6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青岛市

海洋发展局、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深圳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促进家禽牛羊和水产养殖业发展，是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满足广大群众对动

物蛋白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措施。为进一步增加肉蛋等产品供应、丰富动物蛋白市场消费种类，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力发展适度规模标准化养殖

深入开展家禽牛羊养殖标准化和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创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再创建一批可复制推广

的高标准示范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规模养殖场发展肉鸡和水禽立体笼养，蛋鸡

富集型笼养和网上栖架立体养殖，水禽全室内网床平养和发酵床养殖，制定实施肉鸡、蛋鸡和水禽标准

化生产饲养管理技术规程。坚持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引导有条件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建设现代

生态牧场，促进肉牛肉羊生产方式加快转变。实施水产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鼓励和支持发展池塘和标

准化规模养殖。发展智慧养殖，引导畜牧水产行业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快速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二、不断完善良种繁育体系

持续推进家禽牛羊和水产品种改良工作，支持育种企业增加自主培育品种技术投入、改善育种条件，

加快育种进程。开展白羽肉鸡育种联合攻关，鼓励和支持自主选育的白羽肉鸡配套系加快推广；支持利用

地方肉鸡品种培育配套系，提高黄羽肉鸡市场占有率；开展高产蛋鸡和地方特色蛋鸡配套系的创新和持

续选育，加快培育饲料转化率高、抗逆性强、繁殖性能好的水禽新品种。实施好牧区畜牧良种补贴项目，

推广肉牛肉羊优良品种，提高母畜繁殖效率和肉牛肉羊出栏率。支持水产标准化扩繁生产，加强品种性能

测定，提升水产养殖良种化水平，鼓励选育推广优质、高效、多抗、安全的水产养殖新品种。加大种畜禽

和水产良种质量监测力度，引导养殖户使用畜禽水产良种。

三、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

集成畜禽水产规模养殖技术模式，推广养殖环境自动控制、饲料精准调配和精准饲喂等技术。总结

清洁养殖工艺，推广经济适用的粪污资源化利用综合配套技术。推广家禽后备鸡专业化养殖工艺与设备

配套技术、鸡舍全程纵向通风系统、传送带集粪清粪技术、微酸性电解水鸡场环境安全净化与消毒技

术、间歇光照节能增产调控技术等。在农区推广肉牛肉羊集约化养殖模式，在牧区推广“放牧+舍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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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农牧交错带推广种草养畜模式，推广牛羊牧繁农育、短期集中育肥、冷季补饲、母畜营养调控、牛羊

早期断乳等关键技术。水产养殖推广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深远海绿色养殖、连

片池塘尾水集中处理模式等健康养殖方式。

四、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和净化

加强疫病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提高重大疫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做好畜禽主要疫病净化工

作。家禽重点控制禽流感，着力降低疫情发生风险，鼓励和支持家禽企业建设高致病性禽流感和新城疫

无疫小区。种鸡场优先开展禽白血病和鸡白痢种源性疾病净化，研究一批种鸡场主要疫病的净化模式，

总结推广成熟经验。建立种禽场主要疫病净化评估工作体系，探索将种禽场动物疫病净化情况与种畜

禽经营许可、财政奖补资金等挂钩。牛羊重点控制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和布病，优先开展布病、结核病净

化。实施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推进无规定疫病水产苗种场建设。指导养殖场落实好免疫、监测、消毒等

基础防疫措施，提高生物安全防护水平。

五、着力提升组织化程度

建立健全家禽牛羊和水产养殖生产经营体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支持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保障供应链、完善利益链，将中小养殖户纳入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支持肉鸡、肉鸭和蛋鸡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公司+农户”利益协同模式，扩大生产规模。支持

牛羊小规模养殖户开展合作与联合，统防统治、统销统购，降低养殖经营成本。继续加强牧区省份草地生

态畜牧业建设，支持农牧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提档升级和股份制改造，提高草场、牛羊等生产要素的有

效整合率，提升合作经营水平。培育一批以种苗饲料兽药购置、疾病诊疗、生产机具租赁服务、畜禽粪污

收集转运还田施用等为主要服务功能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服务体系。

六、强化政策措施保障

各地要用好用足现有政策资金渠道，支持家禽牛羊和水产养殖业发展。要加强与国土资源部门沟通

协调，合理安排养殖用地空间。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

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做好禁养区

划定情况排查和整改调整。要统筹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畜禽健康养殖等项目，支持家禽

和牛羊开展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

（农渔发﹝2019﹞1号），落实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制度，稳定水产健康养殖面积，保障养殖生产空间，加强

水域滩涂养殖登记发证。各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和国家肉鸡、蛋鸡、水禽、肉牛和肉羊产业技术体系

要发挥各自优势，采取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多种形式，支持和帮助养殖场（户）提高养殖水平，促进增产

增效。各地要争取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环保等部门的支持，强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积极营造支

持家禽牛羊和水产养殖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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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推介活动的通知

农办产〔20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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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地充分发掘乡村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加强村镇整治，促进乡村田园美、景观美、庭院美、

生态美、产业美建设，涌现出了一批视觉美丽、内涵美好、体验美妙的美丽休闲乡村。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培育一批美丽休闲乡村，我

部继续开展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活动。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介条件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以行政村为主体单位，依托种养业、田园风光、绿水青山、村落建筑、乡土文化、民

俗风情和人居环境等优势，发掘新功能新价值、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搭建新平台新载体，改造提升乡村休

闲旅游旅居业，功能特色突出，文化内涵丰富，利益联结机制紧密，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一）特色优势明显。自然环境优美，生态资源丰富，村落民居原生状态保持完整，产业特色突出，生

产生态生活资源得以整合，农业生产功能与休闲功能有机结合，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人、地、钱”资源

开始整合，就地吸纳农民创业就业容量大，乡村休闲旅游旅居业联农带农成效显著。 

（二）服务设施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学等休闲旅游旅居要素统一协调，餐饮、住宿、体验、康养、文化

展示等基础设施功能齐全，配置合理。能够结合自然生态文化特色资源，合理利用闲置农房村舍等发展

乡村特色民居、精品民宿。村容村貌整洁，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三）乡风民俗良好。制定了乡规民约，农耕文明、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发展，民风淳朴，社会和谐；村

民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热情好客、诚实守信。近3年无群体性上访和恶性治安案件发生，无擅自占用耕地

和基本农田行为，未发生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四）品牌效应突出。在全国知名度、美誉度以及游客满意度较高，具有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优势和

口口相传的乡土符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带动作用强。已成为中小学及各类大专院校的培训实训基

地或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和荣誉称号的优先推荐。 

二、推介程序 

由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经我部汇总和第三方评估后，遴选确定最终推介名单。推介活动不收取

任何费用。 

（一）主体申请。申请主体对照具体推介条件，在进行自我评估的基础上，填写《2019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申请表》（见附件），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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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级审核。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县申请主体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向省级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推荐。 

（三）省级推荐。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后择优向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推荐拟列入推介

的乡村。每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推荐8个美丽休闲乡村，计划单列市可推荐3个。请将名单排

序后，报送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包括纸质版推荐材料和电子版推荐材料）。2019年度各地向农业农村部

推荐名单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 

（四）部级推介。我部将组织专家对各地提交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遴选确定一批拟推介的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经复核后，对拟推介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在农业农村部官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

形成名录，我部将利用各种媒体公开向社会宣传推介，并优先纳入相关涉农项目支持。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安排，按照标准严格、从优遴选、从严控

制、宁缺毋滥的要求，确保推荐的村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二）加强政策扶持。以推介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完善服务体系，拓展服务领域，增强

文化内涵、提升创意水平、加大奖补力度、明确扶持措施。 

（三）加强宣传推介。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美丽休闲乡村推介活动，树立一批典型、探索一批模式、打

造一批品牌、带富一方百姓，营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监督监测。对推介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加强指导，强化监测分析。同时，我部将组织开展

考核评估，不断完善能进能退的动态管理机制。 

联系方式： 

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休闲农业处 

联系人：辛欣   赵博雄 

电话：010-59192271 59193109 

电子邮箱：xqjxxc@agri.gov.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11号 

邮编：100125 

附件：2019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申请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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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申请表

         乡 村 名 称：                                                          

         省（区、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制

村庄简况

             省（区、市）     县（区）       镇（乡）        村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乘车及

行车路线

最佳休闲

时间

相关配套

通水□                       通电□                               通路□                          通气□   

通讯□                       WIFI□                              邮递业务□                  停车场□

游客中心□               展览馆□                           医务室□                      休息座椅□     

消防设施□               垃圾桶□                          公共卫生间□              污水处理设施□

消毒设备□               指引牌□                          防护警示标识□          安全员□

主导产业

特色产品
名称：

数量：   个

体验项目

或活动

名称：

数量：   个

集体经济

情况

集体经济主体 龙头企业 □                农民合作组织□          其他□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带动农民就业       人

年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      万元 年接待游客     万人次

基层组织

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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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介绍

      主要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情况、特色之处；建设美丽休闲乡村的成效、做法、经验，

以及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状况等，字数不少于1000字。同时，附5〜8张体现村容村

貌的照片，每张照片不小于3MB。（照片电子版不要放在word文件中，请打包作为附件报

送。）

自查意见

经自查，符合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荐条件，请审核。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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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

农办渔〔2019〕29号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局：

为规范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区典型引领和

辐射带动作用，2017年，我部印发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管理工作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

范》）。《试行规范》发布以来，对规范全国海洋牧场建设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海洋牧场示范区

管理的新要求，我部在全面总结评估《试行规范》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对《试行规范》进行了

修订，形成《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管理工作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4日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管理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区典型

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示范区按照功能分为养护型、增殖型和休闲型三类。

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主管示范区工作，负责示范区创建和考核监管的组织管理等工作。沿海各省

（区、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示范区创建和考

核管理等工作。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示范区创建申报和日常监管工作。

第四条　农业农村部成立海洋牧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国家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提供决策咨询

及技术支持，并定期组织开展海洋牧场相关技术培训，提高示范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第五条　农业农村部在有关项目和资金安排上对示范区建设予以支持。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要积极争

取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功能区划、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

投资建设海洋牧场，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长效投入机制。

第六条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统筹示范区创建与海水养殖、休闲渔业、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渔船改

造及涉渔“三无”船舶治理、保护区建设和增殖放流等渔业相关工作，提高示范区的综合效益，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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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典型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章 申报创建

第七条　农业农村部定期组织示范区创建，程序为创建单位申请，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初审和推荐，

农业农村部组织评审并公布。

第八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创建示范区。

（一）选址科学合理。所在海域原则上应是重要渔业水域，对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养护具有重

要作用，具有区域特色和较强代表性；有明确的建设规划和发展目标；符合国家和地方海域管理、渔业

发展规划和海洋牧场建设规划，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和其他管控要求，与水利、海上开采、航道、港区、锚

地、通航密集区、倾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和国防用海等不相冲突。

（二）自然条件适宜。所在海域具备相应的地质水文、生物资源以及周边环境等条件。海底地形坡度

平缓或平坦，礁区或拟投礁区域历史最低潮水深一般为6〜100米（河口等特殊海域经专家论证后水深可

低于6米），海底地质稳定，海底表面承载力满足人工鱼礁投放要求。具有水生生物集聚、栖息、生长和繁

育的环境。海水水质符合二类以上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磷酸盐除外），海底沉积物符合一类海洋沉积

物质量标准。

（三）功能定位明确。示范区应以修复和优化海洋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通过示范

区建设，能够改善区域渔业资源衰退和海底荒漠化问题，使海域渔业生态环境与生产处于良好的平衡状

态；能够吸纳或促进渔民就业，使渔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配套的捕捞生产、休闲渔业等相关

产业，不影响海洋牧场主体功能。

（四）工作基础较好。黄渤海区示范区海域面积原则上不低于3平方公里，东海和南海区示范区海域

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平方公里或已投放礁体总投影面积不低于3公顷，海域使用权属明确；黄渤海区已建

成的人工鱼礁规模原则上不少于3万空方，东海和南海区已建成的人工鱼礁规模原则上不少于1.5万空方，

礁体位置明确，并绘有礁型和礁体平面布局示意图。具有专业科研院所（校）作为长期技术依托单位。常

态化开展增殖放流，采捕作业方式科学合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显著。示范区应吸纳

一定数量转产转业渔民参与海洋牧场管护，周边捕捞渔民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五）管理规范有序。示范区建设主体清晰，有明确的管理维护单位，有专门规章制度，并建有完善

档案。示范区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具备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有礁体检查、水质监测和示范

区功效评估等动态监控技术管理体系，保证海洋牧场功能正常发挥；能够通过生态环境监测、渔获物统

计调查、摄影摄像、渔船作业记录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评价分析海洋牧场建设对渔业生产、地区经

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第九条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对照申报条件组织申报。优先考虑养护型海洋牧场，兼顾增殖型和休闲

型海洋牧场。

第十条　申请设立示范区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报书。主要包括海洋牧场的区域范围、建设内容、功能定位、管理基础、监测评估情况、申报

理由等（见附件1）。

（二）综合考察报告。主要包括本海域本底生物资源、生态环境、渔业发展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综

合评价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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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范区建设规划。包括责任机构、建设目标、分年度实施计划、建设内容、投资及资金筹措、

效益评估、受益群体分析、保障措施等。

（四）符合海域使用功能区划的有关材料及海域使用证明材料。

（五）大比例尺（1︰2000或1︰5000）地理位置图、功能区分布图（含明确的四至范围）、海洋牧场基本

情况影像资料（包括水下礁体分布情况）以及其他必要材料。

第十一条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对符合条件的，填写《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创建推荐表》（见附件2），并将申报材料报送农业农村部。

第十二条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组织海洋牧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对省级渔业主管部

门推荐的示范区进行评审。评审专家不少于5人，2／3以上专家同意的视为评审通过。评审通过的，由农业

农村部统一命名并公布。

第十三条　示范区评审应严格对照申报条件，综合考虑海洋牧场的功能定位、现有工作基础、建设

规划以及预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十四条　示范区按照下列方式命名：所在区域名称＋创建主体＋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第十五条　示范区由农业农村部对外公布后，申报单位应在30个工作日内在海洋牧场所在海域附近

陆地显著位置，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统一标识样式对其进行标识，内容包括示范区名称、面积、四至范围、

主管部门和管理单位等。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农业农村部建立“年度评价、目标考核、动态管理、能进能退”的考核管理机制。组织开

展年度评价和监督检查工作，构建动态监管信息系统，对示范区的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监测。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示范区管理维护体制机制，制定具体的管理目标和管

理要求，通过合同约定和委托授权等方式，明确管理维护单位职责和权益，切实加强示范区管护，确保示

范区发挥生态效益和公益性功能。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示范区建设和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组织对示范区

建设、资源恢复和环境修复等生态效果情况开展监测或调查评估。

第十九条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采用书面评价与现场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对示范区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进行年度评价，评价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4个档次。年度评价办法和标准由农业农村部另行制定。

示范区管理维护单位每年12月底前上报年度总结报告，省级渔业主管部门根据报告情况决定是否组织现

场考评，考评专家应从海洋牧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中随机抽取。

第二十条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应于每年3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示范区考评结果报送农业农村部，由农

业农村部对示范区的年度评价结果予以通报。评价结果为差的示范区，农业农村部督促其制定整改方案

限期整改；限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后未达到要求的，撤销其示范区称号。

第二十一条　农业农村部每5年组织开展一次示范区的复查。复查内容包括示范区工作开展、综合

效益以及典型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发挥等情况。复查采取检查工作组实地核查的方法进行。工作组要求

5人以上，由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和专家组成，专家从海洋牧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中随机抽取。

第二十二条　对复查不合格的示范区将撤销其称号，复查结果较好的将在政策支持和项目安排方面

予以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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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示范区内从事围填海工程、水下爆破、采砂等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的活动，占用示范区从事港口建设、航道疏浚、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工程建设的，应事先征求农业农

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意见，并提出相应的替代和补偿措施。 

第二十四条　存在下列情况的，示范区管理维护单位可以申请进行调整：

（一）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海洋牧场灭失或部分损毁，且无修复价值的。

（二）因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以及其他管控要求调整，示范区用海性质不符合相

关管理规定的。

（三）示范区创建主体发生改变，原创建主体不适宜承担示范区管理维护职能的。

（四）示范区后续运行维护存在困难的。

（五）涉及国家外交、安全等其他特殊需要的。

第二十五条　示范区需要调整的，参照申报创建程序执行。

第二十六条　示范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经年度评价程序，由农业农村部直接撤销示范区称

号：

（一）因示范区建设管理不当，引发重大生产安全、水域污染或生态灾害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示范区严重偏离示范主题，已基本丧失示范功能的。

（三）有其他严重违规违法行为的。

第二十七条　被撤销示范区称号的创建主体，由农业农村部予以通报，原则上不再受理其海洋牧场

项目的申报。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范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申报书格式

2.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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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申  报  书 
（格  式）

示范区名称　                                   

申 报 单 位　                                    

申 报 时 间　                                    

一、示范区基本情况

包括示范区所在海域位置、面积、用海范围和中心位置地理坐标（附示意图）、权属，是否已列入规

划（如已列入，请注明），与海洋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渔业发展以及海洋牧场建设等相关规划相符

性分析（应当提供海洋牧场与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牧场与海洋生态红线等叠置图），与其他行业用海协

调性分析，申报单位基本情况等。

二、所在海域本底调查情况

参照《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SC/T 9416—2014）中海域本底调查表所列内容及有关调查方法，详

细介绍所在海域海底地形地貌、水文、水质、沉积物与底质、生物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气象水文历史资

料等。

三、海洋牧场建设情况

包括已投放人工鱼礁材料、形状与结构、生态功能类型，鱼礁配置、规模、投放地点及标志物、平面

布局示意图，投资情况、建设时间、建设主体、有关批复文件等。与人工鱼礁建设配套开展的贝类底播、

海藻场和海草床建设、增殖放流等情况，包括涉及的水生生物种类及数量。

四、海洋牧场建设规划

包括责任机构、建设目标、分年度目标、建设内容、投资及资金筹措、效益评估、收益群体分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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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等。

五、管理维护情况

包括管理维护单位名称、单位性质、基本情况、制定的规章制度、技术路线、技术依托单位，招投标、

质量管理、技术监督、工程监理、档案制度落实情况，巡视、检查、维护、安全责任落实及捕捞生产和执

法监管情况等。

六、监测评估情况

通过生态环境监测、渔获物统计调查、渔船作业记录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分析评价海洋牧场功

能，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七、申报理由

包括开展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总体思路、发展建设规划、预期目标

和保障措施等。

八、附件资料

（一）拟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大比例尺（1︰2000或1︰5000）地理位置图、海底地形图、功能区

分布图（含明确的四至范围，各个拐点坐标均在图上标出）。

（二）所在海域海洋功能区划、相关规划。

（三）所在海域使用权相关材料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同意在该海域创建示范区的意见，使用

权人与申报单位不一致的，还应有使用权人书面意见；所在海域位于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以及海洋

功能区划保留区范围内的，还应出具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在此区域开展人工鱼礁建设的相关意

见。

（四）所在海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调查报告，以及海底勘探报告。

（五）已建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项目批复文件，礁体类型和平面布局示意图。

（六）有关管理办法、规章制度，与技术依托单位的合作协议。

（七）海洋牧场基本情况影像资料（包括水下礁体分布情况）。

（八）其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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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推荐表
海洋牧场名称

所在海域①
海洋功能区划

②
是否与其他用海冲突

是否在已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内

养护或增殖主要生物对象③

建设主体 建设时间

管理维护单位 单位性质④

申报单位 联系方式 技术依托单位

所在海域水深范围（米）⑤ 平均水深 水质⑥

所在海域底质⑦ 沉积物质量

所占海域面积（公顷） 使用权属

所在海域地理坐标

海洋牧场类型⑧ 人工鱼礁类型⑨

规划鱼礁建设规模（万空方） 已完成建设规模（万空方）

规划投资总额（万元） 已完成投资（万元）⑩

其中，
中央投资

地方投资 自筹资金

推荐单位意见
申报材料（是、否）真实有效，（同意、不同意）推荐。

                                                                             公章
                                                                               年   月   日

填制说明：

①所在海域：要求具体到县。

②海洋功能区划：填写农渔业、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用海、矿产与能源、旅游休闲娱乐、海洋保护、特殊利用、保留

区等其中一种。

③养护或增殖主要生物对象：填写增殖或养护的具体生物种类，如黑鲷、点带石斑鱼、海参等。

④单位性质：填写管理维护单位的单位性质，选择企业，事业单位或行政机关其中一种。

⑤所在海域水深范围：填写格式为多少米至多少米，如8～15米。

⑥水质和沉积物质量：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填写。

⑦底质：分为礁石、细砂、泥质砂、砂质泥、泥和软泥等。

⑧海洋牧场类型分为：养护型，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或珍稀濒危物种为主要目的；增殖型，以增殖

渔业资源和产出渔获物为主要目的；休闲型，以在养护和增殖渔业资源的同时，适度开展休闲垂钓和渔业观光等休闲渔

业活动为主要目的。

⑨人工鱼礁类型分为：藻礁是指主要用于附着大型藻类的人工鱼礁；集鱼礁是指主要用于诱集鱼类的人工鱼礁；养

护礁是指主要用于培育保护水生生物的人工鱼礁；滞留礁是指主要用于洄游性鱼类中途暂时停留的鱼礁；产卵礁是指主

要用于鱼类等海洋动物产卵、孵化的人工鱼礁；其他功能礁是指不在上述用途范围内的人工鱼礁。

⑩已完成投资除填写总数外，还需填写下一行中央资金、地方投资和自筹资金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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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9年
国家肉牛和肉羊核心育种场名单的通知

农办种〔2019〕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根据《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11─2025）》和《全国肉羊遗传改良计划（2015─2025）》的规定，

我部组织开展了2019年国家肉牛、肉羊核心育种场的遴选。根据遴选结果，现公布泌阳县夏南牛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为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内蒙古草原金峰畜牧有限公司等17家企业为国家肉羊核心育

种场。

各省级畜禽种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国家核心育种场的监督管理，加大政策扶持引导，充分发挥其在畜

禽种业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国家核心育种场要认真履行规定义务，不断提升育种能力和良种性能水平。

附件：1.2019年遴选的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名单

2.2019年遴选的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5日   

 

附件1

2019年遴选的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名单

序号 单位 所在省份

1 泌阳县夏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

2 平顶山市羴牛畜禽良种繁育有限公司 河南省

3 四川省龙日种畜场 四川省

4 甘肃共裕高新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甘肃省

5 凤阳县大明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省

6 太湖县久鸿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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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遴选的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名单

序号 单位 所在省份

1 内蒙古草原金峰畜牧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2 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3 呼伦贝尔农垦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4 苏尼特右旗苏尼特羊良种场 内蒙古自治区

5 黑龙江农垦大山羊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6 杭州庞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

7 长兴永盛牧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8 合肥博大牧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

9 四川南江黄羊原种场 四川省

10 成都蜀新黑山羊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11 云南立新羊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12 龙陵县黄山羊核心种羊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

13 陕西黑萨牧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

14 甘肃中盛华美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省

15 武威普康养殖有限公司 甘肃省

16 红寺堡区天源良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17 拜城县种羊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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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0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草种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部

批准发放克劳沃（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禾木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企业《草种经营许可

证》。

特此公告。

附件：《草种经营许可证》单位名单（第二十四批）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14日 

附件

《草种经营许可证》单位名单（第二十四批）

序号 单位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经营范围 经营方式 有效区域 许可证编号 有效期 备注

1
克劳沃（北

京）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
京新兴产业区利

泽中园二区208号
1305A

孙  玉 草种
批发、零售、

进出口
全国

（农）草种经许
字（2019）第004

号
至2024年8月13日

期满重新
申请

2
北京禾木青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立
汤路186号甲龙德
紫金2号楼406号

黄亚彬 草种
批发、零售、

进出口
全国

（农）草种经许
字（2019）第005

号
至2024年8月13日

期满重新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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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03号

根据《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批准西班牙利多沙公司等52家公司生产的

73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在我国登记或续展登记，并发给进口登记证（见附件）。所登记产品的监督检

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和我部发布的质量标准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9－05）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15日

附件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9－05）

登记
证号

通用
名称

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期限

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03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防霉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reservatives

克菌宝 
FINTOX MOLD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西班牙利多沙公司 
LIPIODS TOLEDO 
S.A., Spain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04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维生素A乙酸酯 
Feed Additives 
Mixture Vitamin A 
Acetate

罗维素® A 500 WS 
ROVIMIX® A 500 
WS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帝斯曼营养产品法
国有限公司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France 
SAS, France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05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Enzymes

艾克拿斯 MP 500 
Econase MP 500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新加坡金朝生物技
术私人有限公司 
Crown Pacific 
Biotechnology Pte. 
Ltd., Singapore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0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Enzymes

澳德强力酵素 
Natuzyme Plus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澳大利亚Bioproton 
Pty Ltd公司 
Bioproton Pty Ltd, 
Australia

2019.08— 
2024.08

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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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证号

通用
名称

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期限

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0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维生素 矿物元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Vitamins 
Minerals

牧场卫士 犊维健 
Farm-O-San 
PowerFit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犊牛
Calves

荷兰创荷美营养有
限公司 
Trouw Nutrition 
Nederland B.V., the 
Netherlands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08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蛋白酶（产自黑曲
霉）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rotease 
(Source: Aspergillus 
niger)

咕咕宝® 
Cody-nutro®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台湾）生百兴业
有限公司宜兴厂 
Life Rainbow 
Biotech Co., Ltd. 
Yixing Factory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09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维生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Vitamins

纽崔宝 
NUTRIBOOST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犊牛
Calves

法国协力动保 
Synergie Prod, 
France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0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肉桂醛 
Feed Additives 
Mixture Cinnamic 
aldehyde

安畜康 
Anco® FIT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
反刍动物
Swine, 
Ruminant

奥地利利可拉股份
有限公司 
Likra Tierernahrung 
GmbH, Austri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酸度调节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Acidity 
Regulators

威克沙 
FormaXOL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意大利Kemin 
Cavriago S.R.L.
Kemin Cavriago 
S.R.L., Italy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2号

生长育肥猪用微量
元素预混合饲料 
Trace Mineral 
Premix for Growing-
Finishing Swine

福盈 SFM—矿物
质 
PHOWIN SFM-
Mineral

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 
Feed Additive 
Premix

生长育肥猪
Growing-
Finishing 
Swine

（台湾）中国化学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官田工厂 
China 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Co., 
Ltd.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3号

犊牛精料补充料 
Supplementary 
Concentrate for Calf 

优牛CAIR 
Kalvolac CAIR

精料补充料 
Supplementary 
Concentrate

犊牛
Calves

荷兰纽维德公司 
Nutrifeed, the 
Netherlands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4号

鱼油 
Fish Oil

鱼油 
Fish oi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FISH MEAL SARL
公司 
MAURITANIA 
FISH MEAL SARL, 
Mauritani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5号

牛肉骨粉 
Bovine Meat and 
Bone Meal 

TBP牛肉骨粉 
TBP Bovine Meat 
and Bone Mea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新西兰塔拉纳奇副
产品公司 
Taranaki By 
Products Ltd., New 
Zealand

2019.08－ 
2024.08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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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证号

通用
名称

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期限

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16号

鱼油 
Fish Oil

鱼油（饲料级） 
Fish oil（Feed 
grade）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越南智兴进出口生
产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TRIHUNG 
PRODUCING 
TRADING 
IM-EXPORT 
COMPANY 
LIMITED, Vietnam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7号

鱼粉 
Fishmeal

鱼粉（二级） 
Fishmeal（II级）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毛里塔尼亚贸易有
限公司 
MAURITANIA 
BUSINESS SARL, 
Mauritani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8号

高温高压水解羽毛粉 
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Hydrolyzed Feather 
Meal 

同益牌羽毛粉  
TongYi feather mea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猪、鸡、鸭
Swine, 
Chickens, 
Ducks

（台湾）同益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Tongyi Enterprise 
Co., Ltd.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19号

鱼粉 
Fishmeal

红鱼粉（Ⅲ） 
Red Fishmeal（Ⅲ）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印度M/S MUKKA 
SEA FOOD 
INDUSTRIES PVT 
LTD公司（工厂） 
M/S MUKKA 
SEA FOOD 
INDUSTRIES PVT 
LTD, Indi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0号

兔配合饲料 
Rabbit Compound 
Feed

凡赛尔全方位成兔粮 
VERSELE-LAGA 
CUNI ADULT 
COMPLETE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兔
Rabbits

（比利时）凡赛尔 
VERSELE-LAGA, 
Belgium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1号

宠物配合饲料成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Adult Cat 
Feed

金士摩海鱼配方成
年期猫粮 
Kingsmoor Seafish 
Adult Cat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丹麦）维塔宠物
食品集团公司（工
厂） 
Vital Petfood Group 
A/S, Denmark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2号

宠物配合饲料幼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Kitten Feed

金士摩海鱼配方幼
年期猫粮 
Kingsmoor Seafish 
Kitten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丹麦）维塔宠物
食品集团公司（工
厂） 
Vital Petfood Group 
A/S, Denmark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3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处
方粮 
Complete Dietetic 
Feed for Dog 

萌极维他—犬糖尿
病处方粮 
MONGE 
VETSOLUTION 
CANINE 
DIABETIC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意大利Monge & 
C.S.p.A 
Monge & C.S.p.A, 
Italy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4号

宠物配合饲料猫处
方粮 
Complete Dietetic 
Feed for Cat 

萌极维他—猫肥胖
症处方粮 
MONGE 
VETSOLUTION 
FELINE OBESITY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意大利Monge & 
C.S.p.A 
Monge & C.S.p.A, 
Italy

2019.08— 
2024.08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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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证号

通用
名称

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期限

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25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处
方粮 
Complete Dietetic 
Feed for Dog 

萌极维他—犬肥胖
症处方粮 
MONGE 
VETSOLUTION 
CANINE OBESITY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意大利Monge & 
C.S.p.A 
Monge & C.S.p.A, 
Italy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6号

宠物配合饲料成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酷客三文鱼白鱼配
方成猫干粮 
Kookut Dry Cat: 
White Fish & 
Salmon for Adult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比利时联合宠物食
品公司 
United Petfood 
Producers NV, 
Belgium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7号

宠物配合饲料成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酷客鸡肉鸭肉配方
成猫干粮 
Kookut Dry Cat: 
Chicken & Duck for 
Adult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比利时联合宠物食
品公司 
United Petfood 
Producers NV, 
Belgium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8号

宠物配合饲料成年
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酷客鸡肉鸭肉配方
成犬干粮 
Kookut Dry Dog: 
Chicken & Duck for 
Adult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比利时联合宠物食
品公司 
United Petfood 
Producers NV, 
Belgium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29号

宠物配合饲料幼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 Cat

酷客鸡肉火鸡肉配
方幼猫干粮 
Kookut Dry Cat: 
Chicken & Turkey 
for Kitten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比利时联合宠物食
品公司 
United Petfood 
Producers NV, 
Belgium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0号

饲料添加剂 木质
素磺酸盐 
Feed Additive 
Lignin Sulfonate

索孚特 
SoftAcid 
Concentrate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挪威鲍利葛工业公
司  
Borregaard AS, 
Norway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维生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Vitamins

佳益多 
Garvital Oral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荷兰Interchemie 
werken "De 
Adelaar" B.V.公司 
Interchemie 
werken “De 
Adelaar” B.V., the 
Netherlands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2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可安松  
Coxasan Oral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
Poultry

荷兰Interchemie 
werken "De 
Adelaar" B.V.公司 
Interchemie 
werken “De 
Adelaar” B.V., the 
Netherlands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3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L-赖氨酸盐酸盐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Lysine 
Monohydrochloride

奶牛宝赖氨酸 30 
DAIRYNAT LYS 30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奶牛
Cows

加拿大Jefagro科技
有限公司 
Jefagro 
Technologies Inc., 
Canad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4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微生物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ive 
Microorganisms

益尔可库  
ECOCOOL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青贮饲料
Silage

英国弗莱克国际有
限公司 
Volac International 
Ltd., UK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5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矿物元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Minerals

艾特脱 
ARTETOX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猪、反
刍动物
Poultry, 
Swine, 
Ruminant

美国艾特维特有限
责任公司 
Artevet LLC, USA

2019.08— 
2024.08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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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证号

通用
名称

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期限

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3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百奥明® 百健宝 
MGE 150 
Biomin® P.E.P. 
MGE 150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百奥明新加坡私人
有限公司 
BIOMIN Singapore 
Pte. Ltd, Singapore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百奥明® 百健宝 
MGE 500 
Biomin® P.E.P. 
MGE 500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百奥明新加坡私人
有限公司 
BIOMIN Singapore 
Pte. Ltd, Singapore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8号

全价老年期猫粮 
Complete Feed 
Senior Cat Food

欧恩焙全生活方式
鸡肉配方老年猫减
肥粮 
Oven-Baked 
Tradition senior & 
weight management 
all life style made 
with fresh deboned 
chicken cat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百奥比
斯克有限公司  
Bio Biscuit Inc, 
Canad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39号

全价小型犬老年期
犬粮 
Complete Feed 
Small Breed Senior 
Dog Food

欧恩焙小型犬含鸡
肉配方老年犬减肥
粮 
Oven-Baked 
Tradition senior & 
weight management 
small breed made 
with fresh deboned 
chicken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百奥比
斯克有限公司  
Bio Biscuit Inc, 
Canad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40号

全价成年期犬粮 
Complete Feed Adult 
Dog Food

欧恩焙全犬种鱼肉
配方成犬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dult all 
breeds fish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百奥比
斯克有限公司  
Bio Biscuit Inc, 
Canad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41号

全价成年期猫粮 
Complete Feed Adult 
Cat Food

欧恩焙全生活方式
鸡肉配方成猫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dult 
all life style made 
with fresh deboned 
chicken cat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百奥比
斯克有限公司  
Bio Biscuit Inc, 
Canad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42号

全价小型犬幼年期
犬粮 
Complete Feed 
Small Breed Puppy 
Food

欧恩焙小型犬鸡肉
配方幼犬粮 
Oven-Baked 
Tradition puppy 
small breed made 
with fresh deboned 
chicken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百奥比
斯克有限公司  
Bio Biscuit Inc, 
Canada

2019.08— 
2024.08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43号

饲料添加剂 蛋氨
酸羟基类似物钙盐 
Feed Additive 
Methionine Hydroxy 
Analogue Calcium

艾全美 
MHA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猪、鸡、牛、
水产养殖动
物 
Swine, 
Chickens, 
Cattle, 
Aquaculture 
animals

诺伟司国际公司 
Novus International, 
Inc.,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44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氯化铵 
Feed Additives 
Mixture Ammonium 
Chloride

安奶宝 
Anion Booster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奶牛
Cows

美国斯图尔企业有
限责任公司  
Stuhr Enterprises, 
LLC.,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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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证号

通用
名称

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期限

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45号

含可溶物的玉米干
酒糟 
Dried Distillers 
Grains with Solubles 
(DDGS)

大河资源格瓦
DDGS 
Big River Resources 
Galva DDGS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猪、家禽、牛
Swine, 
Poultry, 
Cattle

美国大河资源格瓦
有限公司 
Big River Resources 
Galva, LLC,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4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维生素 矿物元素 
酸度调节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Vitamins 
Minerals Acidity 
Regulators

赐益强 
Nopstress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新加坡大祥资源有
限公司 
Diasham Resources 
Pte. Ltd., Singapore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47号

饲料添加剂
DL-蛋氨酸 
Feed Additive DL-
Methionine

饲料级DL-蛋氨酸 
DL-Methionine 
Feed Grade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美国赢创股份公司  
Evonik Corporation,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48号

饲料添加剂 
酿酒酵母 
Feed Additive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益生酵母（浓缩
物） 
YEA-SACC 
Concentrate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美国奥特奇公司 
Alltech Inc.,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49号

饲料添加剂 天然
类固醇萨洒皂角苷
（源自丝兰） 
Feed Additive 
YUCCA (Yucca 
Schidigera Extract)

除臭灵 
De-Odorase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美国奥特奇公司 
Alltech Inc.,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0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维生素B2 
Feed Additives 
Mixture Vitamin B2

罗维素®B2 80-SD 
ROVIMIX®B2 80-
SD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帝斯曼营养产品德
国有限公司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GmbH, 
Germany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叶酸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olic Acid

罗维素®叶酸 80 SD 
ROVIMIX® Folic 80 
SD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帝斯曼营养产品法
国有限公司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France 
SAS, France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2号

鱼油
Fish Oil

双马鱼油（二级） 
Double Horse Fish 
Oil （Ⅱ）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越南禾瑞康水产物
料加工有限公司  
Honoroad 
Vietnam Aquatic 
Feed Ingredient 
Processing Co., 
Ltd., Vietnam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3号

鱼粉 
Fishmeal

墨西哥红鱼粉（三
级） 
Mexican Red 
Fishmeal (II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墨西哥Pacifico 
Industrial S.A. de 
C.V.公司 
Pacifico Industrial 
S.A. de C.V., Mexico

2019.08－ 
2024.08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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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证号

通用
名称

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期限

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54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普乐新吉吉 
Intella Fit (cc)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
Poultry

法国普乐维美公司 
PROVIMI France, 
France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5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低聚壳聚糖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ow-
molecular-
weight Chitosan

福德安 
Bestfude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猪、水
产养殖动物
Poultry, 
Swine, 
Aquaculture 
animals

中国派斯德股份有
限公司 
China Bestar 
Laboratories Ltd.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6号

鱼粉 
Fishmeal

红鱼粉（二级至三
级） 
Red Fishmeal 
(Grade Ⅱ to II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毛里塔尼亚非墨尔
有限公司 
Fimol Sarl Co., Ltd., 
Mauritani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7号

饲料添加剂 蛋白铁 
Feed Additive Iron 
Proteinate

企利蛋白铁 
Keylated Iron 
Proteinate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美国百尔康公司
（盐湖城工厂） 
Balchem 
Corporation,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8号

饲料添加剂 蛋白锌 
Feed Additive Zinc 
Proteinate

企利蛋白锌 
Keylated Zinc 
Proteinate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美国百尔康公司
（盐湖城工厂） 
Balchem 
Corporation,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59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甜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Sweetening 
Substances

特佳甜 
Optisweet®T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仔猪
Piglets

英国纽埃特有限公
司 
Nutriad Ltd., UK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0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矿物元素 酸度调
节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Minerals 
Acidity Regulators

百喷® 
Spray-Vac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美国动物科学产品
公司 
Animal Science 
Products, Inc.,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矿物元素 氨基酸
酸度调节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Minerals 
Amino Acids Acidity 
Regulators

百潘加® 
VAC-PAC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美国动物科学产品
公司 
Animal Science 
Products, Inc.,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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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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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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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62号

饲料添加剂 dl-α-
生育酚乙酸酯 
Feed Additive dl-
α-Tocopherol 
Acetate

维生素E醋酸酯油
剂 
Vitamin E Acetate 
Oily Feed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巴斯夫欧洲公司 
BASF SE, Germany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3号

饲料添加剂 
D-泛酸钙 
Feed Additive 
D-Calcium 
Pantothenate

罗维素® 泛酸钙 
Rovimix® Calpan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帝斯曼营养产品（英
国）有限公司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UK) Ltd., UK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4号

鸡猪用复合预混合
饲料 
Premix for Chickens 
and Swine

威力宝 
POWELBONE

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 
Feed Additive 
Premix

鸡、猪
Chickens, 
Swine

台湾汇轩股份有限
公司 
Kanvergen Inc.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5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甜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Sweetening 
Substances

甜味素 
Sugarcap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仔猪 
Piglets

西班牙埃特亚公司 
Industrial Técnica 
Pecuaria, S.A., 
Spain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酸度调节剂 矿物
元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Acidity 
Regulators Minerals

活力健 
BESTLYTES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鸡
Chickens

中国派斯德股份有
限公司 
China Bestar 
Laboratories Ltd.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防腐剂 丙二醇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reservatives 
Propylene Glycol

康富鲜全混日粮防
腐剂 
KOFA® TMR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德国爱德康欧洲有
限公司 
ADDCON Europe 
GmbH, Germany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8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防腐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reservatives

康富鲜谷物防腐
剂—pH 5- 
KOFA® Grain—pH 
5-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德国爱德康欧洲有
限公司 
ADDCON Europe 
GmbH, Germany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69号

鸡肉粉 
Chicken By-Product 
Meal

鸡肉粉 
Chicken By-Product 
Mea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美国泰森食品公司
斯克兰顿工厂 
Tyson Foods, Inc., 
Plant Scranton,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70号

鸡肉粉 
Chicken By-Product 
Meal

鸡肉粉 
Chicken By-Product 
Mea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养殖动物
（反刍动物
除外）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Not 
including 
ruminant）

美国泰森食品公司
德克萨肯纳工厂 
Tyson Foods, Inc., 
Plant Texarkana, 
USA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7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可食用脂肪酸单/双
甘油酯
Feed Additives 
Mixture Mono-/di-
glycerides of Edible 
Fatty Acids

斯福（液体） 
Lacto-Butyrin 
Liquid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意大利SILO公司 
SILO SpA, Italy

2019.08— 
2024.08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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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证号

通用
名称

商品
名称

产品
类别

使用
范围

生产
厂家

有效
期限

备注

(2019)外
饲准字
272号

鱼配合饲料 
Fish Compound 
Feed

日清鱼饲料
（EP2） 
OTOHIME（EP2）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鱼
Fish

日本日清丸红饲料
株式会社知多工厂 
Marubeni Nisshin 
Feed Co., Ltd., 
Chita Feed Mill, 
Japan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73号

鱼配合饲料 
Fish Compound 
Feed

日清鱼饲料（EP8，
EP10） 
OTOHIME（EP8, 
EP10）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鱼
Fish

日本日清丸红饲料
株式会社知多工厂 
Marubeni Nisshin 
Feed Co., Ltd., 
Chita Feed Mill, 
Japan

2019.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74号

鱼配合饲料 
Fish Compound 
Feed

日清鱼饲料
（EP3） 
OTOHIME（EP3）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鱼
Fish

日本日清丸红饲料
株式会社知多工厂 
Marubeni Nisshin 
Feed Co., Ltd., 
Chita Feed Mill, 
Japan

2019.08— 
2024.08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275号

鱼配合饲料 
Fish Compound 
Feed

日清鱼饲料（EP4，
EP5，EP6） 
OTOHIME（EP4, 
EP5, EP6）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鱼
Fish

日本日清丸红饲料
株式会社知多工厂 
Marubeni Nisshin 
Feed Co., Ltd., 
Chita Feed Mill, 
Japan

2019.08— 
2024.08

续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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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组织专家考核评审（复审）和相关管理要求，现公告如下。

一、江苏省水产质量检测中心[农业农村部渔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京）]等20个质检机构

（附件1）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和农业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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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审查认可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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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业农村部肉及肉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京）等机构信息变更（附件2）。

特此公告。

附件：1. 201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及农业农村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审查认可名单（第八批）

2. 201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及农业农村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信息变更

     情况（第六批）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16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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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及 
农业农村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审查认可名单

（第八批）

机构名称 检测范围
机构法定

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考核合格证书
编号

审查认可证书编号

江苏省水产质量检测中心
[农业农村部渔业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
京）]

水产品及渔
业环境

潘建林
江苏省南京
市建邺区茶
亭东街79号

210017 025–86581578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053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18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
与兽药研究所[农业农村
部动物毛皮及制品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兰州）]

动物毛皮及
制品

杨志强
甘肃省兰州
市七里河区

硷沟沿335号
730050 0931–2115259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071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19号

北京奶牛中心[农业农村
部牛冷冻精液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北京）]

冷冻精液 麻  柱
北京市延庆
区延农北路

2号
102100 010–60159766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075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0号

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吉林省农药检定所、吉林
省农药产商品质量监督检
验站、吉林省农业行业特
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
[农业农村部农药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长春）]

农药及农药
残留

潘希波
吉林省长春
市自由大路

6152号
130033 0431–81705323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164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1号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所（广州市农业标准与
监测中心、广州花卉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农业
农村部花卉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花卉产品 邓小明

广东省广州
市海珠区新
港东路127、

129号

510315 020–32306516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176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2号

广东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广东省种畜禽质量检测中
心）[农业农村部种猪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种猪 陈三有
广东省广州
市天河区先

烈东路135号
510500 020–37288127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186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3号

江 西省兽 药 饲 料监 察 所
（江西省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中心） [农业农村部
饲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南昌）]

饲料 杨琳芬

江西省南昌
市高新开发
区京东大道

698号

330096 0791–88107671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191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4号

甘肃省种子总站 [农业农
村部玉米种子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兰州）]

农作物种
子、转基因
产品成分

常  宏
甘肃省兰州
市城关区段
家滩路195号

730020 0931–4873018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195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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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检测范围
机构法定

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考核合格证书
编号

审查认可证书编号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作物
生态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合肥）]

转基因生物
产品成分

罗志祥
安徽省合肥
市庐阳区农
科南路40号

230031 0551–65160535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204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6号

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山
东省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
站、山东省海南种子繁育
工作站）[农业农村部农作
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济南）]

农作物种子 蒋庆功
山东省济南
市工业北路

200号
250100 0531–81608109 —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7号

黑龙江省种子管理 局[农
业农村部大豆种子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

农作物种子 芦玉双

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南岗
区文昌街99

号

150008 0451–82624136 —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8号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昆明）]

农产品 李学林
云南省昆明
市盘龙区北
京路2238号

650205 0871–65156624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014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29号

青岛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青岛）]

农产品 王孝钢
山东省青岛
市李沧区万
年泉路168号

266100 0532–68078066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018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30号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农
村部枸杞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

农产品、农
业环境、食

品
李月祥

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
金凤区黄河
东路590号

750002 0951–6886865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035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31号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
农村部花卉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昆明）]

花卉产品 李学林
云南省昆明
市盘龙区北
京路2238号

650205 0871–65895021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060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32号

陕西省种子管理站（陕西省
农作物种子检验站）[农业
农村部农作物种子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西安）]

农作物种子
及转基因产

品成分
严勇敢

陕西省西安
市未央区经
济开发区凤
城三路1号

710018 029–86522181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167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33号

河南省农药检定站[农业
农村部农药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郑州）]

农药产品及
农药残留

孙化田
河南省郑州
市农业路27

号
450002 0371–65917903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178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34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
医研究所（中国动物卫生
与流行病学中心哈尔滨分
中心）[农业农村部实验动
物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哈尔滨）]

农业实验动
物

步志高

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南岗
区马端街427

号

150001 0451–51051842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179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35号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
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脱
毒马铃薯种薯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哈尔滨）]

马铃薯种薯 盛万民

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南岗
区学府路368

号

150086 0451–86619234
[2019]农质检
核（国）字第

0200号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36号

河北省土壤 肥料总站[农
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石家庄）]

肥料及土壤 王贺军
河北省石家
庄市裕华区
兴苑街4号 

050021 0311–85889030 —
（2019）农（质监

认）字FC第1137号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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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及农业农村部部级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信息变更情况（第六批）

序号 机构名称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1
农 业农村部肉及肉制
品质量 监 督检验测试
中心（南京）

承建机构法定代表人 周光宏 陈发棣

2
农 业农村部饲料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济
南）

承建机构法定代表人 翟桂玉 邵  兵

3
农 业农村部果品及苗
木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
中心（烟台）

承建机构法定代表人 朱波 刘民晓

4
农 业农村部土壤 肥 料
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
心

机构名称
农业农村部土壤肥料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
农业农村部土壤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

5
农 业农村部土壤 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承建机构法人单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

心

承建机构法定代表人 陈生斗 谢建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05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优化审批服务，我部决定对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核发和标

签、说明书审批事项实施全程电子化办公。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19年9月1日起，兽药生产企业申请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不再提供纸质申请表和其他纸质申请

资料。但比对试验等需专家评审会评审的研究资料除外，待通过初审后根据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以下

简称“中监所”）通知要求提交相应的纸质研究资料。

二、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兽药生产企业应妥善保管《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核发系

统》（以下简称系统）账号、密码、登录U盾，授权具体人员使用，并对该账号在系统中的所有操作负责。

三、兽药生产企业应对其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性负责。在系统中每次提交申请时，应对申请资

料的真实性进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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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兽药生产企业在系统中填报申请时应认真细致，确认申请资料真实、完整后再点击提交。提交后

如发现填报有误，在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以下简称“政务大厅”）受理前，生产企业可用系统新增

的“置为无效”功能置为无效，并重新申请。系统将记录置为无效的操作账号和操作时间。

五、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在系统中上传现场核查报告、抽样单和复核检验报告等有

关附件，并负责在系统中签署技术审查意见，不再在纸质申请表上盖章或签署意见。如发现企业提交资

料有误，可用系统新增的“置为无效”功能置为无效。如发现申报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样品的，应按《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三十条规定处理，并将有关情况报送我部畜牧

兽医局。

六、提交到政务大厅的有效申请，系统将于次日自动批量受理。

七、中监所按照新兽药产品文号申请、退回再申请、常规申请、比对全发酵产品申请等四个类别对企

业的申请材料进行技术审查和评审，并将技术审查、评审结果报我部畜牧兽医局。

八、对予以批准的申请，我部在系统中向企业反馈审批结果，并核发纸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对

不予批准的申请，我部在系统中向企业反馈审批结果，并发送纸质办结通知书；对有条件批准的，我部在

系统中向企业反馈审批结果，并核发纸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发送纸质办结通知书（列明需自行更

正内容）。

九、按照农业部公告第2481号申请变更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内容的，在政务大厅受理后5个工作日

内，需将变更产品的原批件交回至政务大厅。

十、我部不定期开展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申请资料真实性核验，承担产品复核检验的机构每年应将复

核检验情况汇总表报至中监所。对复核检验结果为“不符合规定”的，应在出具检验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

将检验报告抄送中监所。

发现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样品取得批准文号的，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规定进行查处。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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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06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梅里亚有限公司（美国）等3家公司生

产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火鸡疱疹病毒载体活疫苗等3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

册证书》;批准台湾永光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厂生产的氯前列醇钠在我国再注册，核发《兽药注册

证书》,并发布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上述产品兽药质量

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2.兽药注册目录

3.质量标准 

4.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3､4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21日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别
进口兽药注册

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火鸡疱疹
病毒载体活疫苗
（vHVT-013-69株）
Bursal Disease–Marek’s Disease 
Vaccine, Serotype 3, Live Marek’s 
Disease Vector 

梅里亚有限公司
（美国）
Merial, Inc.

美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62号

2019.8.21 
—

2024.8.20
再注册

非罗考昔咀嚼片
（57mg）
Firocoxib Chewable Tablets
（57mg）

梅里亚有限公司
法国吐鲁兹
生产厂 
MERIAL Toulouse

法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63号 2019.8.21 
—

2024.8.20 
再注册

非罗考昔咀嚼片
（227mg）
Firocoxib Chewable Tablets
（227mg）

（2019）
外兽药证字

64号

复方酚溶液                                               
Compound Phenols Solution

安德国际
有限公司
Antec 
International 
Limited

英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65号

2019.8.21  
—

2024.8.20 
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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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兽药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别
兽药注册

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氯前列醇钠
Cloprostenol Sodium

台湾永光化学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厂

中国
台湾

（2019）
兽药证字

01号

2019.8.21  
—

2024. 8.20 
再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07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国药集团动物保健股份有限公司等33

家单位申报的猪圆环病毒2型、猪肺炎支原体二联灭活疫苗（重组杆状病毒CP08株+JM株）等10种兽药产

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发布产品试行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自发布之日

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兽药注册目录

2.试行规程

3.质量标准

4.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附件2､3､4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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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 监测期 备注

猪圆环病毒2型、猪肺炎支
原体二联灭活疫苗（重组
杆状病毒CP08株+JM株）

国药集团动物保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诗华诺倍威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扬州威克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三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1号
3年 注册

口蹄疫O型、A型二价3B蛋
白表位缺失灭活疫苗（O/
rV-1株+A/rV-2株）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牧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2号
4年 注册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灭活疫
苗（C1株）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夏兴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瑞普（保
定）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市兽医生物药品厂

三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3号
3年 注册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免疫复
合物疫苗（CF株）

北京中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圣维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崇信诺生物制药泰州有限公司

二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4号
4年 注册

犬腺病毒1型胶体金检测试
纸条

洛阳普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北京天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5号
4年 注册

猪肺炎支原体等温扩增检
测试剂盒

中国农业大学、成都农业科技中心、中农承信（成
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紫陌科技有限公司

一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6号
5年 注册

鸡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
病二联灭活疫苗（La Sota
株+DF-1细胞源，BJQ902
株）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崇信诺生物制药泰州有限公
司、九江博美莱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南农
大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北京信得威特科技有限公司

三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7号
3年 注册

犬腺病毒（血清1、2型）胶
体金检测试纸条

洛阳普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北京天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8号
4年 注册

猪圆环病毒2型、副猪嗜血
杆菌二联灭活疫苗（SH株
+4型JS株+5型ZJ株）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农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农业大学

三类
（2019）

新兽药证字59号
3年 注册

鸡新城 疫、传染性支气管
炎二联耐热保护剂活疫苗
（La Sota株+H120株）

辽宁益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三类
（2019）

新兽药证字60号
3年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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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0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转基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规定》等规定，批准发放酒泉市华美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等9家企业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详见附件1），批准发放河北鑫农种业技术有限公司《转基因棉花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详见附件2）。

特此公告。

附件：1.第六十一批《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名单

2.第四十八批《转基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名单

 

                                  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29日

附件1

第六十一批《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生产经
营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生产经营
范围

品种
名称

品种审定 
（登记）

编号

生产 
地点

备注

1

酒泉市华
美种子有
限责任公
司

甘 肃 省 酒 泉
市 肃 州 区 南
郊工业区（先
锋东路2号）

他文山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46号

2024年8月
28日

瓜类、蔬
菜

— — —
品种详
见副证

2
安徽友鑫
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合 肥 市 瑶 海
区五州商城A
区3号楼5层

王文余 进出口 安徽省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47号

2024年8月
28日

水稻、
小麦

— — —
品种详
见副证

3

广西南宁
天龙生物
科技有限
公司

南 宁 市 西 乡
塘 区 下 均 路
1 0 号 洗 叶车
间一层2间

罗文雯 进出口
广西壮

族自治区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48号

2024年8月
28日

桑 — — —
品种详
见副证



公告通报

10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序号 单位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生产经
营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生产经营
范围

品种
名称

品种审定 
（登记）

编号

生产 
地点

备注

4
宁波微萌
种业有限
公司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邱
隘 镇 沈 家 村
镇南路

薄永明 进出口 浙江省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49号

2024年8月
28日

西瓜、
甜瓜、番
茄、辣

椒、结球
甘蓝

— — —
品种详
见副证

5
科荟种业
股份有限
公司

福 建 省 泰 宁
县 杉 城 镇 大
洋坪工业园B
区23号

李帮 进出口 福建省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50号

2024年8月
28日

水稻，鲜
食、爆裂

玉米
— — —

品种详
见副证

6
北京天地
园种苗有
限公司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清 华 东 路
16 号艺 海大
厦2003-2

王智平 进出口 北京市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51号

2024年8月
28日

蔬菜、向
日葵、花

卉
— — —

品种详
见副证

7
福建宏盛
园艺股份
有限公司

福 建 省 漳 州
市 漳 浦 县官
浔 镇 溪 坂 村
甘棠山

朱跃宁 进出口 福建省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52号

2024年8月
28日

花卉 — — —
品种详
见副证

8
张掖谷大
种子有限
公司

甘 肃 省 张 掖
市 东 北 郊 开
发区

谢毅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53号

2024年8月
28日

玉米 — — —
品种详
见副证

9
北京拉森
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北 京 市昌 平
区 南 邵 镇 张
各 庄 村 东 街
80号

李日俭 进出口 北京市

E（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0154号

2024年8月
28日

草莓 — — —
品种详
见副证

附件2           

第四十八批《转基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生产经
营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品种
名称

品种审定
编号

转基因安全证
书编号

品种有
效期

生产 
地点

备注

1

河北
鑫农
种业
技术
有限
公司

石家庄
市裕华
区塔北
路99号
新天地
自然康
城小区
25号商
住楼三
层306

周雷霆

生产、
加工、
包装、
批发、
零售

河北省

G（农）
农种许字
（2019） 
第35号

2024年8
月28日

冀棉
521

冀审棉
20190001

农基安证字
(2018)第276号

2023年
12月20

日

邯郸市
成安县

品种详
见副证

冀863
冀审棉

20199001
农基安证字

(2018)第237号

2023年
12月20

日

邯郸市
成安县

品种详
见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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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09号

依据《种子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经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复核，对“浙薯956”等马铃薯、甘薯、谷子、高粱、大麦（青稞）、蚕豆、豌豆、油菜、花生、向日

葵、甜菜、大白菜、结球甘蓝、黄瓜、番茄、辣椒、茎瘤芥、西瓜、甜瓜、苹果、柑橘、梨、葡萄、桃、橡胶等

25种作物1335个品种予以登记，“金绿谷2号”等谷子、高粱、油菜、向日葵、甜菜、大白菜、结球甘蓝、黄

瓜、番茄、辣椒、西瓜、甜瓜、桃等13种作物98个品种予以变更登记。

现予公告。

附件：1.“浙薯956”等1335个品种登记信息

2.“金绿谷2号”等98个品种变更登记信息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0号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0号要求，2019年9月1日以后生产的国产和进口宠物饲料产品所附具的标签，应当

符合《宠物饲料标签规定》。近期，有较多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反映，目前旧版标签库存量较大，在规定日

期前完成新旧标签过渡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经调查核实，针对宠物饲料行业的实际情况，为减少资源

浪费，减轻企业负担，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宠物饲料标签转换过渡期6个月。2020年3月1日以后生产的国产和进口宠物饲料产品所附具

的标签，应当符合《宠物饲料标签规定》。

二、2020年3月1日前，宠物饲料生产企业继续使用旧版标签的，应当粘贴或者附着附加标签。附加标

签上应当标明以下内容：符合《宠物饲料标签规定》要求的通用名称，《宠物饲料标签规定》要求应当标

明、而旧版标签上未标明的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本产品符合宠物饲料卫生规定”字样。附加标签应当

粘贴或者附着于旧版标签的显著位置，通用名称字号不得小于旧版标签中通用名称和商品名称。

三、自2020年3月1日起，各级饲料管理部门按照《宠物饲料标签规定》要求，对宠物饲料标签开展监

管执法工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2日



公告通报

10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1号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资料审查、

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审，批准安徽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等7家单位为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有效期五

年。

特此公告。

附件：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2日

附件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名称 试验范围

1 安徽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药残留分析研究中心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3 广州禾益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除草剂）

4 广西大学农药与环境毒理研究所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5 郑州颖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6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7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应用技术中心

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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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2号

根据我部开展落实生猪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和官方兽医派驻制度百日行动要求，我们组织各省

（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开展了全国生猪屠宰企业资格审核工作。现将第二批1578家生猪屠宰企业名单予

以公布，同时，公布全国生猪屠宰企业总名单。各地要积极采取措施，按照规定时限将我部公布的生猪屠

宰企业名单与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出证系统关联。

本公告公布后，新增生猪屠宰企业名单、吊销生猪定点屠宰证书企业名单将及时在中国兽医网

（www.cadc.net.cn）发布，供公众查询。

附件：1.全国生猪屠宰企业名单（第二批）

2.全国生猪屠宰企业名单（总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3号

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规定，张家口市怀来县存瑞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等单位申请对

“草庙子国光苹果”等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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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陕天麻”等5个获证产品申请登记证书持有人名称变更，业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并完成公示程序，

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程序》相关要求，准予变更。现重新核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原登记证书收回注销。

特此公告。

附件：1.2019年第三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公告信息

2.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信息变更一览表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4日



公告通报

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附件1

2019年第三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公告信息

产品名称
所在
地域

证书持有人全称 划定的地域保护范围
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编号

草庙子国光苹果 河北
存瑞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张家口市怀来县 存 瑞 镇 所辖草庙子村、陈 家
铺 村、甘泉 庄村、常庄子村、常 寨 子村、石盘口
村、焦家沟村、葫 芦套 村共计 8个行政 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115°33′23″～115°42′36″，北纬
40°25′09″～40°31′06″

AGI2019-03-2640

西下营板栗 河北
遵化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唐山市遵化市西下营乡所辖郝各庄村、康庄子
村、塔头寺村、北杨庄村、东关村、西关村、东沟
村、西沟村、桃园村、双义村、大安口村、兰村、沙
岭村、腰子岭村共计14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45′～117°48′，北纬40°10′～40°14′

AGI2019-03-2641

鸡泽辣椒 河北
鸡泽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邯 郸 市 鸡 泽 县 所 辖 鸡 泽 镇 、吴 官 营 乡、
店 上 乡、曹 庄 乡、双 塔 镇 、小 寨 镇 、风 正 乡
共 计 7 个 乡（镇 ）1 6 9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东 经 11 4 °4 2 ′2 0 ″～11 4 °5 8 ′0 0 ″，北 纬
36°44′40″～36°57′45″

AGI2019-03-2642

义城红薯 山西
泽州县北义城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晋 城 市 泽 州 县 北 义 城 镇 所 辖 3 3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东 经11 2 °5 6 ′～11 3 °0 6 ′，北 纬
35°37′～35°40′

AGI2019-03-2643

榆次苹果 山西
榆次区果树农技

推广中心

晋 中市 榆次 区 所 辖 庄子乡、北田镇 乡、东 赵
乡、长凝镇共计4个乡（镇）4 6 个行政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112°49′29 ″～112°53′25″，北纬
37°33′54″～37°43′36″

AGI2019-03-2644

浮山苹果 山西
浮山县果业发展

促进协会

临 汾市浮山县所 辖天 坛 镇、张 庄 乡、响 水 河
镇、东张乡、槐埝乡、北王乡、寨圪塔乡共计7个
乡（镇）85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1°43′～ 
112°12′，北纬35°50′～36°03′

AGI2019-03-2645

东赵小白梨 山西
榆次区果树技术

推广中心

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所辖29 个行政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112°46′59 ″～112°56′23″，北纬
37°39′16″～37°46′42″

AGI2019-03-2646

阳城花椒 山西
阳城县干果经济

协会

晋城市阳城县所辖凤城镇、北留镇、润城镇、
町店镇、寺头乡、芹池镇、西河乡、演礼乡、固隆
乡、次营镇、董封乡、横河镇、驾岭乡、河北镇、白
桑乡、蟒河镇、东冶镇共计17个乡（镇）426个行
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0′～112°37′，北纬
35°12′～35°40′

AGI2019-03-2647

新绛远志 山西
新绛县峨嵋中药材

产业协会

运 城 市 新 绛 县 所 辖 阳 王 镇 、横 桥 乡 共
计 2 个 乡（ 镇 ）3 2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 1 1 °0 2 ′2 2 ″～1 1 1 °1 6 ′4 1 ″，北 纬
35°45′45″～35°54′15″

AGI2019-03-2648

灵丘大青背山羊 山西
灵丘县大青背山羊

协会

大同市灵 丘县所辖武 灵镇、东 河 南镇、上寨
镇、落水 河乡、史 庄 乡、赵 北乡、石家田乡、柳
科乡、白崖台乡、红石塄乡、下关乡、独峪乡共计
12个乡（镇）12 6 个行政村。地理 坐标为为东经
113°53′～114°33′，北纬39°31′～39°38′

AGI2019-03-2649

开鲁红干椒 内蒙古
开鲁县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

通辽市开鲁县所辖开鲁镇、大榆树镇、黑龙坝
镇、吉日嘎郎吐镇、义和塔拉镇、建华镇、小街
基 镇、东风镇、麦新镇、东来 镇、保安农场、辽
河农场共计12个镇（农场）241个行政村（嘎查、
场）。地理坐标为东经120°25′～121°52′，北纬
43°09′～44°10′

AGI2019-03-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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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所在
地域

证书持有人全称 划定的地域保护范围
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编号

海岱蒜 内蒙古
包头市东河区农牧业

技术服务推广中心

包 头市 东 河 区 沙 尔 沁 镇 所 辖 海 岱 村。地 理
坐标为东经110°13′34″～110°15′06″，北纬
40°32′39″～40°33′49″

AGI2019-03-2651

毕克齐大葱 内蒙古
土默特左旗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所辖44个行
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1°14′～111°26′，北纬
40°41′～40°47′

AGI2019-03-2652

新华韭菜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所辖29个行政村2个
农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22′～ 107°44′，北纬
40°59′～41°17′

AGI2019-03-2653

兴安盟牛肉 内蒙古
兴安盟产业化龙头

企业协会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所辖索伦镇、阿力得尔
苏木、乌兰毛都苏木、桃合木苏木、满族屯满族乡
苏木、阿力得尔牧场、索伦牧场；科尔沁右翼中旗
所辖巴仁哲里木镇、吐列毛都镇、哈日诺尔苏木、
吐列毛杜农场共计8个乡镇（苏木）3个国营农牧
场。地理坐标为东经119°28′～ 121°24′，北纬
45°20′～ 46°47′

AGI2019-03-2654

兴安盟羊肉 内蒙古
兴安盟产业化龙头

企业协会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所辖索伦镇、阿力得尔
苏木、乌兰毛都苏木、桃合木苏木、满族屯满族乡
苏木、阿力得尔牧场、索伦牧场；科尔沁右翼中旗
所辖巴仁哲里木镇、吐列毛都镇、哈日诺尔苏木、
吐列毛杜农场共计8个乡镇（苏木）3个国营农牧
场。地理坐标为东经119°28′～ 121°24′，北纬
45°20′～ 46°47′

AGI2019-03-2655

哈素海鲤鱼 内蒙古
土默特左旗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呼 和 浩 特 市土 默 特 左 旗 所 辖 敕 勒 川 镇 、善
岱 镇 共计 2个 镇11个行政 村。地 理 坐标 为东 经
110°54′～111°02′，北纬40°33′～40°39′

AGI2019-03-2656

本溪蜂蜜 辽宁
本溪市畜产品安全

监察所

本溪市所辖本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
平山区、明山区、南芬区共计5个县（区）31个乡镇
（街道）。地理坐标为东经123°34′～ 125°46′，
北纬40°49′～ 41°35′

AGI2019-03-2657

华家甜瓜 吉林
农安县华家镇长寿

瓜菜协会

长 春 市 农 安 县 所 辖 开 安 镇 、农 安 镇 、华
家 镇 共 计 3 个 镇 4 2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
1 2 5 °0 7 ′3 2 . 3 8 ″～1 2 5 °0 7 ′4 6 .7 7 ″，北 纬
44°05′47.12″～44°17′11.67″

AGI2019-03-2658

哈拉海珠葱 吉林
农安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长春市农安县所辖哈拉海镇、农安镇、万顺乡、
高家店镇、杨树林乡共计 5个乡（镇）40个行政村。
地理坐标为东经124°58′40″～125°20′50″，北纬
44°39′02″～44°44′00″

AGI2019-03-2659

牡丹江龙丰苹果 黑龙江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院牡丹江分院

牡丹江市所辖宁安市、东宁市、林口县、穆棱
市、海 林市、阳明区共计6 个县（区、市）17个乡
（镇）。地理坐标为东经128°02′～131°18′，北纬
43°24′～45°59′

AGI2019-03-2660

刁翎甜瓜 黑龙江 林口县种子管理站

牡丹江市林口县所辖建堂镇、刁翎镇、龙爪镇、
奎山镇、朱家镇、古城镇、莲花镇、青山镇、林口
镇、柳树镇、三道通镇共计11个镇176个行政村。
地理坐标为东经129°16′28″～130°46′15″，北纬
44°38′56″～45°59′13″

AGI2019-03-2661

集贤友好香瓜 黑龙江
集贤县升昌镇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

双 鸭 山 市 集 贤 县 所 辖 福 利 镇 、集 贤 镇 、升
昌 镇 、太 平 镇 、丰乐 镇 、兴 安 乡、腰 屯 乡、永
安 乡 共 计 8 个 乡（镇）1 5 0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
标为东经13 0 °39 ′3 0 ″～132 °14′5 0 ″，北纬
46°29′05″～47°04′03″

AGI2019-03-2662

庆安大米 黑龙江 庆安县米业协会

绥化市庆安县所辖久胜镇、平安镇、致富乡、
同乐乡、丰收乡、新胜乡、发展乡、大罗镇、建民
乡、巨宝山乡、民乐镇、庆安镇、勤劳镇、欢胜乡
共计14个乡（镇）93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27°13′～127°52′，北纬46°33′～47°12′

AGI2019-03-266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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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所在
地域

证书持有人全称 划定的地域保护范围
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编号

呼玛大豆 黑龙江
呼玛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大 兴安岭 地区呼玛县所辖呼玛 镇、三卡乡、
北 疆 乡、金山乡、兴华乡、白银 纳乡、鸥 浦乡、
韩 家 园 镇 共 计 8 个乡（镇）5 4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标为东经125°03′20″～127°01′30″，北纬
50°49′20″～52°53′58″

AGI2019-03-2664

宁安马铃薯 黑龙江
宁安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牡 丹 江 市 宁 安 市 所 辖 宁 安 镇 、兰 岗 镇 、
石 岩 镇 、东 京 城 镇 、渤 海 镇 、镜 泊 镇 、沙 兰
镇 、海 浪 镇 、三 陵 乡、马 河 乡、卧 龙 乡、江 南
乡共 计1 2 个乡（镇）2 4 0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 标
为东 经1 2 8 °0 7 ′5 4 ″～1 3 0 °0 0 ′4 4 ″，北 纬
43°31′24″～44°27′40″  　  

AGI2019-03-2665

萝北蜂蜜 黑龙江
萝北县多种经营

办公室

鹤岗市萝北县所辖团结镇、凤翔镇、肇兴镇、名
山镇、云山镇、鹤北镇、东明乡、太平沟乡、金满屯
林场、太平沟林场、大马河林场、凤翔林场、云山
林场、鱼米河林场、二十里河林场、江滨农场、军
川农场、名山农场、延军农场、共青农场、宝泉岭
农场、鹤北林业局共计22个乡镇（农林场）63个行
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30°01′～131°34′，北纬
47°12′～48°21′

AGI2019-03-2666

绥滨白鹅 黑龙江 绥滨县畜牧兽医局

鹤 岗 市 绥 滨 县 所 辖 绥 滨 镇 、绥 东 镇 、忠 仁
镇、连生乡、北岗乡、北山乡、新富乡、福兴乡、
富 强乡共计 9 个乡（镇）10 9 个行政 村。地 理 坐
标为东 经131°0 8′12 ″～132 °31′0 0 ″，北纬
47°11′55″～47°45′23″

AGI2019-03-2667

二龙湖鲢鱼 黑龙江
宾县二龙山风景区

管理处

哈尔滨 市宾县宾州镇所辖二龙湖水域。地理
坐标为东经127°24′18″～127°27′48″，北纬
45°42′42″～45°44′48″

AGI2019-03-2668

镜泊湖胖头鱼 黑龙江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
渔政监督管理站

牡丹江市宁安市所辖镜泊湖水域。地理坐标为
东经128°45′～129°03′，北纬43°45′～44°03′

AGI2019-03-2669

呼玛细鳞鲑 黑龙江 呼玛县水产管理站

大 兴 安 岭 地 区 呼 玛 县 所 辖 呼 玛 河 、宽
河 、二 根 河 、嘎 拉 河 水 域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 2 5 °0 3 ′2 0 ″～1 2 7 °0 1 ′3 0 ″，北 纬
50°49′20″～52°53′58″

AGI2019-03-2670

姜堰大米 江苏
泰州市姜堰区大米

协会

泰 州 市 姜 堰 区 所 辖 沈 高 镇 、溱 潼 镇 、白
米 镇 、娄 庄 镇 、兴 泰 镇 、俞 垛 镇 、华 港 镇 、
淤 溪 镇 、桥 头 镇 、梁 徐 镇 、罗 塘 街 道 办 事 处
共 计 1 1 个 镇（街 道）1 6 4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为东经119 °4 8′2 0 ″～12 0 °17 ′4 0 ″，北纬
32°24′18″～32°42′10″

AGI2019-03-2671

东台大米 江苏
东台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盐 城 市 东台市 所 辖 溱 东 镇 、时 堰 镇 、五 烈
镇、富安 镇、安丰镇、梁 垛 镇、东台镇、西溪 景
区共计7个 镇1个 景区122个村（社区）。地理 坐
标为东经12 0 °0 6′4 6″～12 0 °2 8′0 7 ″，北纬
32°36′46″～32°55′51″

AGI2019-03-2672

沈灶青椒 江苏
东台市南沈灶镇农
业技术推广综合

服务中心

盐 城 市 东台 市 所 辖 南 沈 灶 镇 、许 河 镇 、三
仓 镇 、头 灶 镇 共 计 4 个 镇 3 4 个 村 居 。地 理 坐
标为东经12 0 °2 7′4 9 ″～12 0 °3 8′11″，北纬
32°45′25″～32°50′48″

AGI2019-03-2673

无锡毫茶 江苏
无锡市滨湖区茶叶

产业协会

无锡市滨湖区所辖荣巷街道、雪浪街道、蠡园街
道、马山街道、胡埭镇、锡山区锡北镇、惠山区钱桥
街道共计7个镇（街道）32个行政村（社区）。地理
坐标为东经120°03′46.28″～120°26′55.61″，北
纬31°22′16.25″～31°42′13.49″

AGI2019-03-2674

庆元甜橘柚 浙江
庆元县农业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

丽水市庆元县所辖松源街道、屏都街道、濛洲街
道、黄田镇、竹口镇、荷地镇、左溪镇、百山祖镇、
贤良镇、隆宫乡、淤上乡、安南乡、五大堡乡、岭头
乡、举水乡、江根乡、张村乡、官塘乡、龙溪乡共计
19个乡镇（街道）345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50′～119°30′，北纬27°25′～27°51′

AGI2019-03-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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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胡柚 浙江
常山县胡柚产销

行业协会

衢州市常山县所辖天马街道、金川街道、紫港
街道、辉埠镇、青石镇、招贤镇、东案乡、大桥头
乡、同弓乡、球川镇、何家乡、芳村镇、新昌乡、
白石镇共计14个乡镇（街 道）18 0 个行政 村。地
理坐标为东经118°41′51″～118°56′50″，北纬
28°49′47″～29°11′49″

AGI2019-03-2676

临安山核桃 浙江
杭州市临安区山
核桃产业协会

杭州市临安区所辖岛石镇、清凉峰镇、龙岗镇、
湍口镇、河桥镇、昌化镇、太阳镇、太湖源镇、锦城
街道、锦南街道、锦北街道、青山湖街道、玲珑街
道、板桥镇、高虹镇、於潜镇、天目山镇、潜川镇共
计18个镇（街道）140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51′～119°52′，北纬29°56′～30°23′

AGI2019-03-2677

岱山沙洋晒生 浙江
岱山县岱东海岛
生态农业协会

舟 山 市 岱 山 县 岱 东 镇 所 辖 沙 洋 社 区 村 、
龙 头 社 区 村 、涂 口 社 区 村 、北 峰 社 区 村 、
虎 斗 社 区 村 共 计 5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 2 2 °1 1′0 1 ″～1 2 2 °1 4 ′3 5 ″，北 纬
30°16′01″～30°20′11″

AGI2019-03-2678

杭白菊 浙江
桐乡市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

嘉 兴 市 桐 乡市 所 辖 梧 桐 街 道、凤 鸣 街 道、
高 桥 街 道 、濮 院 镇 、乌 镇 镇 、屠 甸 镇 、崇
福 镇 、大 麻 镇 、洲 泉 镇 、石 门 镇 、河 山 镇 共
计 1 1 个 镇（街 道）1 7 6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东 经 1 2 0 °17 ′4 0 ″～1 2 0 °3 9 ′4 5 ″，北 纬
30°28′18″～30°47′48″

AGI2019-03-2679

遂昌三叶青 浙江
遂昌县中药材开发

研究所

丽水市遂昌县所辖湖山乡、三仁乡、焦滩乡、
龙洋乡、垵口乡、蔡源乡、柘岱口乡、西畈乡、应村
乡、高坪乡、濂竹乡、石练镇、大柘镇、金竹镇、
王村口镇、黄沙腰镇、新路湾镇、北界镇、妙高
街道、云峰街道共计 20 个乡镇（街道）203个行
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8°41′～119°30′，北纬
28°13′～28°49′

AGI2019-03-2680

温栀子 浙江 温州市特产站

温 州市所 辖 洞 头区、乐清 市、瑞 安 市、永 嘉
县、文成县、平阳县、泰顺县、苍南县共计8个县
（市、区）148个乡镇（街道）。地理坐标为东经
119°37′～121°18′，北纬27°03′～28°36′

AGI2019-03-2681

缙云茭白 浙江 缙云县蔬菜协会

丽水市缙云县所辖壶镇镇、新建镇、东方镇、
东渡镇、舒洪镇、大洋镇、大源镇、五云街 道、
新碧街道、仙都街道、七里乡、前路乡、三溪乡、
双溪口乡、溶江乡、胡源乡、方溪乡、石笕乡共计
18个乡镇（街道）253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50′～119°30′，北纬27°25′～27°51′

AGI2019-03-2682

武义宣莲 浙江 武义县农学会

金华市武义县所辖柳城镇、桃溪镇、西联乡、坦
洪乡、三港乡、大溪口乡、新宅镇、大田乡、俞源乡、
王宅镇、白姆乡、履坦镇、壶山街道、熟溪街道、白
洋街道、茭道镇、泉溪镇、桐琴镇、温泉度假区共
计18个乡镇（街道）1个温泉度假区348个行政村。
地理坐标为东经119°27′00″～119°44′38″，北纬
28°30′58″～29°03′22″

AGI2019-03-2683

永康灰鹅 浙江 永康市畜牧兽医局

金 华 市 永 康 市 所 辖 前 仓 镇 、石 柱 镇 、舟 山
镇 、方 岩 镇 、西 溪 镇 、花 街 镇 、象 珠 镇 、唐 先
镇、龙山镇、芝英镇、古山镇、江 南街 道、西城
街 道 共 计1 3 个 镇（街 道）21 3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标为东经119°53′38″～120°0 0′40″，北纬
28°45′31″～29°06′19″

AGI2019-03-2684

惠安余甘 福建
惠安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站

泉 州 市 惠 安 县 所 辖 紫 山 镇 、黄 塘 镇 、
辋 川 镇 、螺 城 镇 、螺 阳 镇 、涂 寨 镇 共 计 6
个 镇 1 2 3 个 行 政 村（ 社 区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 1 8 °3 9 ′0 2 ″～1 1 8 °5 2 ′1 9 ″，北 纬
24°56′34″～25°07′51″

AGI2019-03-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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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白茶 江西
黎川县茶业行业

协会

抚 州 市 黎 川 县 所 辖 华 山 镇 、社 苹 乡 、潭
溪 乡 、日 峰 镇 、宏 村 镇 、德 胜 镇 、厚 村 乡
共 计 7 个 乡（ 镇 ）3 7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 1 6 °5 0 ′3 1 ″～1 1 7 °0 4 ′5 9 ″，北 纬
27°07′47″～27°30′53″

AGI2019-03-2686

资溪白茶 江西 资溪县白茶协会

抚州市资溪县所辖鹤城镇、嵩市镇、高阜镇、马
头山镇（除马头山自然保护区）、乌石镇、高田乡、
石峡乡、马头山林场、高阜林场、陈坊林场、株溪
林场、石峡林场共计12个乡镇（林场）62个行政村。
地理坐标为东经116°46′26″～117°09′35″，北纬
27°28′14″～27°40′22″

AGI2019-03-2687

东乡葛 江西
抚州市东乡区葛根

协会

抚州市东乡区所辖詹圩镇、圩上桥镇、邓家乡、
杨桥殿镇、小璜镇、珀玕乡、甘坑林场、王桥镇、瑶
圩乡、黎圩镇共计10个乡镇（林场）99个行政村。
地理坐标为东经116°20′15″～116°51′42″，北纬
28°02′22″～28°30′50″

AGI2019-03-2688

麻姑米 江西
南城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抚州市南城县所辖万坊镇、建昌镇、株良镇、
里塔 镇、徐 家镇 共计 5 个 镇 7 8 个行 政 村。地 理
坐标为东经116°24′42″～116°57′24″，北纬
27°18′51″～27°47′49″

AGI2019-03-2689

广丰铁蹄牛 江西
上饶市广丰区广丰
铁蹄牛养殖协会

上饶市广丰区所辖五都镇、横山镇、桐畈镇、
湖丰镇、大南镇、排山镇、毛村镇、枧底镇、泉波
镇、霞峰镇、吴村镇、沙田镇、壶峤镇、东阳乡、
嵩峰乡、少阳乡共计16个乡（镇）104个行政村。地
理坐标为东经118°01′18″～118°29′15″，北纬
28°03′30″～28°37′23″

AGI2019-03-2690

湖口螃蟹 江西
湖口县水产技术

指导站

九江市湖口县所辖双钟镇、流泗镇、马影镇、武
山镇、城山镇、均桥镇、大垅乡、凰村乡、张青乡、
付垅乡、流芳乡、舜德乡、南北港水产养殖场、造
湖水产养殖场、黄茅堤水产养殖场、泊洋湖水产
养殖场共计16个乡镇（养殖场）122个行政村。地
理坐标为东经116°07′16″～116°25′16″，北纬
29°29′35″～29°51′29″

AGI2019-03-2691

庆云大叶香菜 山东
庆云县春满田园

蔬菜协会

德州市庆云县所辖东辛店镇、庆云镇、常家镇、
尚堂镇、崔口镇、严务乡、中丁乡、徐园子乡、渤
海路街道共计9个乡镇（街道）181个行政村。地
理坐标为东经117°17′44″～117°35′59″，北纬
37°38′55″～38°00′00″

AGI2019-03-2692

夏津椹果 山东
夏津县农村能源

环保站

德州市夏津县所辖夏津经济开发区、夏津黄河
故道生态旅游区、银城街道、南城镇、苏留庄镇、香
赵庄镇、新盛店镇、白马湖镇、双庙镇、郑保屯镇、
雷集镇、宋楼镇、东李镇、田庄乡、渡口驿乡共计
13个乡镇（街道）1个开发区1个旅游区314个社区。
地理坐标为东经115°45′18″～116°16′05″，北纬
36°52′38″～37°10′07″

AGI2019-03-2693

洪门葡萄 山东
枣庄市山亭区洪门

葡萄种植协会

枣 庄 市 山 亭 区 北 庄 镇 所 辖 洪 门 村 、务 后
村 、西 庄 村 、羊 栏 村 、徐 洼 村 、北 庄 村 、三
道 峪 村、后 峪 村 共 计 8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东 经 11 7 °1 4 ′0 0 ″～11 7 °4 4 ′2 0 ″，北 纬
34°54′00″～35°19′20″

AGI2019-03-2694

高官寨甜瓜 山东
济南市章丘区高官

寨甜瓜协会

济 南 市 章 丘 区 所 辖 高 官 寨 街 道 、黄 河 镇
共 计 2 个 镇（街 道）1 1 1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 标
为东 经 117 °1 0 ′3 0 ″～117 °2 3 ′3 0 ″，北 纬
36°52′27.5″～37°04′35″

AGI2019-03-2695

垛庄板栗 山东
济南市章丘区垛庄

板栗协会

济南市章丘区垛庄镇所辖42个行政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117°18′28″～117°30′21″，北纬
36°26′17″～36°34′14″

AGI2019-03-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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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半夏 山东
郓城县农业技术

推广站

菏泽市郓 城县所辖经济 开发区、郓州街 道办
事处、唐塔街道办事处、武安镇、黄安镇、郭屯
镇、随官屯镇、丁里长镇、张营镇、杨庄集镇、
程屯镇、潘 渡 镇、侯 咽 集 镇、玉 皇 庙 镇、双 桥
镇、南赵楼 镇、黄泥冈镇、唐庙镇、李 集镇、黄
集镇、张鲁集镇、水堡乡、陈坡乡共计22个乡镇
（街道）1个 开发区69 0 个行政村（社区）。地理
坐标为东经115°40′28″～116°08′38″，北纬
35°19′42″～35°52′33″

AGI2019-03-2697

夏邑白菜 河南
夏邑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商丘市夏 邑县所 辖 王 集 乡、刘 店 集 乡、李 集
镇、车站镇、杨集镇共计5个乡（镇）175个行政
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6°07′～116°22′，北纬
34°25′～34°42′

AGI2019-03-2698

娄店芦笋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

蔬菜协会

商丘市睢阳区所辖娄店乡、毛堌堆镇、李口镇、
高辛镇共计4个乡（镇）38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
经115°46′～115°59′，北纬34°18′～34°27′

AGI2019-03-2699

虞城荠菜 河南 虞城县荠菜协会
商丘市虞城县所辖利民镇、刘集乡、稍岗镇、李老

家乡、郑集乡共计5个乡（镇）117个行政村。地理坐标
为东经115°55′～116°04′，北纬34°38′～34°54′

AGI2019-03-2700

舞钢莲藕 河南
舞钢市人民政府

蔬菜办公室

平顶山市舞钢市所辖八台镇、枣林镇、武功乡、
铁山街道、尹集镇共计5个乡镇（街道）115个行政
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8′38″～113°41′29″，
北纬33°15′13″～33°25′41″

AGI2019-03-2701

内黄尖椒 河南
内黄县果蔬产业

协会

安阳市内黄县所辖六村乡、后河镇、井店镇、梁
庄镇、亳城乡、二安乡、城关镇、长庆路、东庄镇、
张龙乡共计10个乡（镇）227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
东经114°37′～114°58′，北纬35°40′～36°04′

AGI2019-03-2702

宁陵金顶谢花酥梨 河南
宁陵县金顶谢花

酥梨协会

商丘市宁陵县所辖石桥镇、孔集乡、柳河镇、逻
岗镇、阳驿乡、张弓镇、程楼乡、城郊乡、乔楼乡、黄
岗镇、华堡镇、刘楼乡、赵村乡共计13个乡（镇）348
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5°09′～115°24′，北
纬34°19′～34°37′

AGI2019-03-2703

汝阳花生 河南
汝阳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洛阳市汝阳县所辖城关镇、上店镇、柏树乡、
十八 盘 乡、付店镇、靳村乡、三屯镇、刘店镇、
王 坪乡、小 店 镇 、陶 营 镇 、内 埠 镇 、蔡 店乡共
计13个乡（镇）216 个行政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
112°08′～112 °38′，北纬33°49′～34°21′

AGI2019-03-2704

西峡猕猴桃 河南
西峡县农产品质量

检测站

南阳市西峡县所辖丹水镇、田关镇、阳城镇、回
车镇、丁河镇、重阳镇、西坪镇、桑坪镇、米坪镇、
石界河镇、二郎坪镇、五里桥镇、双龙镇、寨根乡
共计14个乡（镇）136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01′～111°46′，北纬33°05′～33°48′

AGI2019-03-2705

张武岗红薯 河南
叶县辛店镇农业

服务中心

平 顶山市 叶县所 辖 辛店镇、保 安 镇 共 计 2 个
镇 2 5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标 为东 经11 3 °1 5′0 8 
″～113°25′56 ″，北纬33°19′47″～33°24′54″

AGI2019-03-2706

襄城烤烟 河南
襄城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许昌市襄城县所辖姜庄乡、湛北乡、麦岭镇、山
头店镇、颖桥回族镇、王洛镇、茨沟乡、范湖乡、库
庄镇、城关镇、双庙乡、汾陈镇、十里铺镇、紫云
镇、丁营乡、颍阳镇共计16个乡（镇）195个行政村。
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1′42″～113°45′45″，北纬
33°41′20″～34°16′44″

AGI2019-03-2707

卢氏连翘 河南
卢氏县中药材生产

管理办公室

三门峡市卢氏县所辖东明镇、杜关镇、官道口
镇、范里镇、五里川镇、官坡镇、朱阳关镇、双龙
湾镇、文峪乡、横涧乡、汤河乡、瓦窑沟乡、双槐树
乡、狮子坪乡、徐家湾乡、潘河乡、木桐乡、沙河乡
共计18个乡（镇）342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35′～111°22′，北纬33°33′～34°23′

AGI2019-03-2708

续表



公告通报

11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产品名称
所在
地域

证书持有人全称 划定的地域保护范围
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编号

新县山茶油 河南 新县油茶产业协会

信阳市新县所辖周河乡、沙窝镇、新集镇、箭厂
河乡、八里畈镇、浒湾乡、吴陈河镇、陡山河乡、千
斤乡、苏河镇、卡房乡、郭家河乡、陈店乡、泗店乡、
田铺乡、香山湖管理区、金兰山街道办事处共计16
个乡镇（街道）1个管理区171个行政村。地理坐标
为东经114°35′～115°12′，北纬31°31′～31°46′

AGI2019-03-2709

蔡甸西瓜 湖北
武汉市蔡甸区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武汉市蔡甸区所辖蔡甸街道、张湾街道、侏儒山
街道、永安街道、奓山街道、索河街道、玉贤街道、
消泗乡、桐湖办事处、洪北管委会、成功管委会共
计11个乡(街道）2个管委会30个行政村。地理坐标
为东经113°41′～114°13′，北纬30°15′～30°41′

AGI2019-03-2710

卸甲坪葛根 湖北
松滋市卸甲坪土家
族乡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

荆州市松滋市卸甲坪土家族乡所辖卸甲坪村、天
星堰村、曲尺河村、杨树坪村、黄林桥村、彭家沟
村、横过山村、乌溪沟村、覃睦庄社区共计9个行政
村（社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1°18′～111°26′，
北纬29°57′～30°02′

AGI2019-03-2711

恩施玉露 湖北
恩施玉露茶产业

协会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所辖阳坝办事
处、六角亭办事处、小渡船办事处、屯堡乡、恩施
大峡谷风景区管理处、板桥镇、龙凤坝镇、白杨坪
镇、太阳河乡、崔家坝镇、沙地乡、芭蕉侗簇乡、盛
家坝乡、白果乡、三岔镇、新塘乡、红土乡共计16个
乡镇（街道）1个风景区管理处207个行政村（居）。
地理坐标为东经109°04′48″～ 109°58′42″，北
纬29°50′33″～ 30°39′30″

AGI2019-03-2712

安化小籽花生 湖南
安化县乐安镇农业

综合服务站

益阳市安化县乐安镇所辖24个行政村（社区）。
地理坐标为东经111°29′48″～111°36′26″，北纬
27°59′21″～28°09′48″

AGI2019-03-2713

凤凰猕猴桃 湖南
凤凰县经济作物

技术服务站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所辖沱江镇、廖
家桥镇、木江坪镇、阿拉营镇、茶田镇、吉信镇、
山江镇、腊尔山镇、禾库镇、水打田乡、林峰乡、落
潮井镇、新场镇、竿子坪镇、千工坪镇、麻冲乡、两
林乡共计17个乡（镇）297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
经109°18′51″～109°48′25″，北纬27°43′33″～ 
28°19′25″

AGI2019-03-2714

黔阳金秋梨 湖南
洪江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怀化市洪江市所辖大崇乡、安江镇、雪峰镇、
群峰乡、黔城镇、沙湾乡、太平乡、岔头乡、茅渡
乡、铁山乡、塘湾镇、洗马乡、湾溪乡、熟坪乡、深
渡苗 族乡、龙船塘瑶族乡、岩垅乡、江市镇、托
口镇、沅河镇共计20个乡（镇）106个行政村。地
理坐标为东经109°32′34″～110°25′02″，北纬
27°01′42″～27°29′34″

AGI2019-03-2715

大通湖大米 湖南
益阳市大通湖区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

益 阳 市 大 通 湖 区 所 辖 河 坝 镇 、北 洲 子
镇 、金 盆 镇 、千 山 红 镇 、南 湾 湖 街 道 共 计 5
个 镇（街 道）3 8 个 行 政 村（社 区）。地 理 坐
标为东 经112 °15′2 8 ″～112 °42′0 2 ″，北 纬
29°01′19″～29°19′16″

AGI2019-03-2716

岳阳王鸽 湖南
岳阳县杨林乡肉鸽

养殖协会

岳阳市岳阳县所 辖 杨林 街 镇、新 开 镇、筻口
镇、公田镇、月田镇、张谷英镇、柏 祥镇、步仙
镇、长湖乡共计 9 个乡（镇）91个行政 村。地 理
坐标为东经113°14′49 ″～113°4 4′18″，北纬
29°01′17″～29°23′54″

AGI2019-03-2717

南县草龟 湖南 南县龟鳖养殖协会

益 阳 市 南 县 所 辖 南 洲 镇 、华 阁 镇 、明 山 头
镇、乌嘴乡、青树嘴镇、三仙湖镇、茅草街镇、
武 圣宫 镇 、厂 窖 镇 、浪 拔 湖 镇 、麻 河口镇 、中
鱼口镇 共 计1 2 个乡（镇）1 3 2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标为东经112°10′53″～112°49′06″，北纬
29°03′03″～29°31′37″

AGI2019-03-271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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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中华鳖 湖南 南县龟鳖养殖协会

益 阳 市 南 县 所 辖 南 洲 镇 、华 阁 镇 、明 山 头
镇、乌嘴乡、青树嘴镇、三仙湖镇、茅草街镇、
武 圣宫 镇 、厂 窖 镇 、浪 拔 湖 镇 、麻 河口镇 、中
鱼口镇 共 计1 2 个乡（镇）1 3 2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标为东经112°10′53″～112°49′06″，北纬
29°03′03″～29°31′37″

AGI2019-03-2719

徐闻菠萝 广东
徐闻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湛江市徐闻县所辖曲界镇、前山镇、锦和镇、
和安镇、下洋镇、新寮镇、龙塘镇、南山镇、海安
镇、城北乡、下桥镇、迈陈镇、角尾乡、西连镇、
徐城镇共计15个乡（镇）198个行政村（社区）。地
理坐标为东经109°48′45″～110°33′45″，北纬
20°12′30″～20°45′00″

AGI2019-03-2720

丹霞贡柑 广东
仁化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检验测试站

韶关市仁化县所辖丹霞街道、黄坑镇、周田镇、
大桥镇、董塘镇、石塘镇、长江镇、扶溪镇、闻韶
镇、城口镇、红山镇共计11个镇（街道）125个行政
村（居）。地理坐标为东经113°30′～ 114°02′，北
纬24°56′～ 25°27′

AGI2019-03-2721

龙门蜂蜜 广东 龙门县养蜂协会

惠 州 市 龙 门 县 所 辖 龙 城 街 道 办 、龙 田 镇 、
平 陵 镇、龙 江 镇、龙 华 镇、麻 榨 镇、永 汉镇、
龙 潭 镇 、地 派 镇 、蓝 田 瑶 族 乡、南 昆 山 旅 游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共 计 1 0 个 乡 镇（街 道）1 个 旅
游 区 管 委 会 1 7 9 个 行 政 村（社 区）。地 理 坐
标为东 经113 °4 8′2 6 ″～114°2 4′5 8 ″，北 纬
23°20′06″～23°57′50″

AGI2019-03-2722

龙门三黄胡须鸡 广东
龙门县农产品行业

协会

惠 州 市 龙 门 县 所 辖 龙 城 街 道 办 、龙 田 镇 、
平 陵 镇、龙 江 镇、龙 华 镇、麻 榨 镇、永 汉镇、
龙 潭 镇 、地 派 镇 、蓝 田 瑶 族 乡、南 昆 山 旅 游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共 计 1 0 个 乡 镇（街 道）1 个 旅
游 区 管 委 会 1 7 9 个 行 政 村（社 区）。地 理 坐
标为东 经113 °4 8′2 6 ″～114°2 4′5 8 ″，北 纬
23°20′06″～23°57′50″

AGI2019-03-2723

客都草鱼 广东
梅州市渔业技术推
广与疫病防控中心

梅 州 市所 辖 梅 江 区、梅 县 区、兴宁 市、平 远
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共计8个县
（区、市）114个镇（街道、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18′～116°56′，北纬23°23′～24°56′

AGI2019-03-2724

三皇西红柿 广西 永福县经济作物站

桂 林 市永福 县所 辖 三皇 镇、百寿 镇、永安乡
共计 3 个乡（镇）3 2 个行 政 村（社 区）。地 理 坐
标为东经10 9 °37′0 9 ″～10 9 °52′57 ″，北纬
24°48′46″～25°17′17″

AGI2019-03-2725

平南余甘果 广西
平南县大玉余甘果

协会

贵港市平南县所辖 平南街 道办 事处、上渡街
道办事处、镇隆镇、大 新镇、六陈镇、平山镇、
寺面 镇、大 坡 镇、大 洲 镇、大 安 镇、武 林 镇、
丹 竹 镇、安 怀 镇、思 旺 镇、大 鹏 镇、官成 镇、
同和镇、东华乡、思界乡、国安瑶族 乡、马练 瑶
族乡共计 21个乡镇（街 道）295个行政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110°03′54″～110°39′42″，北纬
23°02′19″～24°02′19″

AGI2019-03-2726

浦北黄皮 广西 浦北县水果局

钦州市浦北县所辖泉水镇、石埇镇、安石镇、张
黄镇、大成镇、白石水镇、北通镇、三合镇、龙门
镇、福旺镇、寨圩镇、乐民镇、六硍镇、平睦镇、官
垌镇、小江街道、江城街道共计17个镇（街道）260
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09°14′～109°51′，北
纬21°52′～22°40′

AGI2019-03-2727

涠洲岛香蕉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涠洲

镇农林水利服务中心

北 海 市 海 城 区 涠 洲 镇 所 辖 百 代 寮 、盛
塘 、公 山 、荔 枝 山 、后 背 塘 、城 仔 、西 角 、
竹 蔗 寮 、斜 阳 共 计 9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东 经 1 0 9 °0 5 ′1 9 ″～1 0 9 °1 3 ′1 6 ″，北 纬
20°53′59″～21°04′06″

AGI2019-03-272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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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赤禾 广西
钦州市钦南区种子

管理站

钦州市钦南区所辖那丽镇、沙埠镇、康熙岭镇、
黄屋屯镇、大番坡镇、东场镇、犀牛脚镇、尖山街
道办共计8个镇（街道）101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
东经108°24′～108°59′，北纬 21°35′～22°08′

AGI2019-03-2729

木梓阿婆茶 广西
贵港市港南区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

贵 港 市 港 南 区 所 辖 瓦 塘 镇 、木 格 镇 、木 梓
镇 共 计 3 个 镇 6 3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09°30′～109°47′，北纬22°39′～22°58′

AGI2019-03-2730

融水田鲤 广西
融水苗族自治县水

产技术推广站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所辖融水镇、和睦镇、
大浪镇、永乐镇、三防镇、怀宝镇、洞头镇、香粉
乡、四荣乡、安太乡、安陲乡、白云乡、红水乡、拱
洞乡、大年乡、良寨乡、同练瑶族乡、汪洞乡、杆洞
乡、滚贝侗族乡共计20个乡（镇）206个行政村（社
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8°34′～109°27′，北纬
24°49′～25°43′

AGI2019-03-2731

北海沙虫 广西
北海市水产技术

推广站

北海市所辖海城区的地角街道、高德街道；银
海区的福成镇、银滩镇、侨港镇；合浦县的西场
镇、党江镇、廉州镇、沙岗镇、闸口镇、公馆镇、
白沙镇、沙田镇；铁山港区的营盘镇、兴港镇、
南康镇，共计16 个镇（街道）所辖浅海滩涂。地
理坐标为东经108°50′45″～109°47′28″，北纬
20°26′00″～21°55′34″

AGI2019-03-2732

五指山蜘蛛 海南
五指山市蜘蛛科学

研究所

五 指山市所 辖 通 什 镇、南 圣 镇、毛 阳 镇、番
阳镇、畅好乡、毛 道乡、水满乡、市畅好农场、
海胶集团畅好橡胶站共计 9 个乡镇（农场、橡胶
站）65个行政村（居、社区）。地理 坐标为东经
109°19′～109°44′，北纬18°38′～19°02′

AGI2019-03-2733

云阳泥溪黒木耳 重庆
云阳县泥溪镇农业

服务中心

重庆市云阳县所辖泥溪镇、外郎乡、耀灵乡、
后叶乡共计4个乡（镇）13个行政村（社区）。地
理坐标为东经108°46′45″～108°53′15″，北纬
30°34′35″～30°43′30″

AGI2019-03-2734

黔江猕猴桃 重庆
重庆市黔江区农产
品质量安全管理站

重庆市黔江区所辖城东街道、城南街道、城西街
道、正阳街道、舟白街道、冯家街道、阿蓬江镇、石
会镇、黑溪镇、黄溪镇、黎水镇、金溪镇、马喇镇、
濯水镇、石家镇、鹅池镇、小南海镇、邻鄂镇、中塘
乡、蓬东乡、沙坝乡、白石乡、杉岭乡、太极乡、水田
乡、白土乡、金洞乡、五里乡、水市乡、新华乡共计
30个乡镇（街道）47个行政村（社区）。地理坐标为
东经108°28′～108°56′，北纬29°04′～29°52′   

AGI2019-03-2735

邛崃猕猴桃 四川
邛崃市猕猴桃产业

协会

成 都 市 邛 崃 市 所 辖 临 邛 街 道、文 君 街 道、
桑 园 镇、高 何 镇、宝 林 镇、固 驿 镇、临 济 镇、
道 佐 乡、夹 关 镇 、茶 园乡、回 龙 镇 、牟 礼 镇 、
水口镇 、大 同 乡、火 井 镇 、南 宝 山 镇 、天 台山
镇、平乐 镇、卧龙镇、高埂镇、孔明乡、前进 镇
共 计 2 2 个乡镇（街 道）2 4 7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
标为东 经10 3°0 3′3 7 ″～10 3°4 6′15 ″，北纬
30°12′31″～30°33′16″

AGI2019-03-2736

天全竹笋 四川
天全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检验检测站

雅安市天全县所辖小河乡、鱼泉乡、思经乡、
兴 业 乡、新 场乡共 计 5 个乡5 8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标为东经102°52′32″～103°08′39″，北纬
29°41′26″～30°12′29″

AGI2019-03-2737

涪城芦笋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现代农
业技术推广办公室

绵阳市涪城区所辖关帝镇、玉皇镇、金峰镇、
丰谷镇、杨家镇、吴家镇、石洞乡、新皂镇、龙门
镇共计9个乡（镇）84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29′～104°54′，北纬31°16′～31°48′

AGI2019-03-273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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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鱼 四川
雅安市雨城区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

雅 安 市 雨 城 区 所 辖 北 郊 镇 、多 营 镇 、大 兴
镇 、草 坝 镇 、凤 鸣乡、合 江 镇 、对 岩 镇 、八 步
乡、观化乡、南郊乡、孔坪乡、沙坪镇、望鱼乡、
晏 场 镇、严 桥 镇、上 里镇、中里镇、碧 峰 峡 镇
共 计18 个乡（镇）1 0 7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 标 为
东经102°52′32.88″～103°08′39.97″，北纬
29°41′26.33″～30°12′29.91″

AGI2019-03-2739

兴义大红袍 贵州
兴义市果树蔬菜

技术推广站

黔 西 南 布 依 族 苗 族自治 州 兴 义市 所 辖 南 盘
江镇、则戎乡、马岭 镇、清水河镇、乌沙 镇、雄
武乡、三江口镇、洛万乡、仓更镇、沧江乡、泥凼
镇、顶效镇、鲁屯镇、郑屯镇、万屯镇共计15个
乡（镇）212个行政村（居、社区）。地理 坐标为
104°32′～105°11′，北纬24°38′～25°23′

AGI2019-03-2740

晴隆脐橙 贵州 晴隆县柑橘场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所辖鸡场镇、
紫马乡、安谷乡、沙子镇、莲城街道、茶马镇、花贡
镇、长流乡共计8个乡镇（街道）115个行政村（社
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5°01′～105°25′，北纬
25°33′～26°11′

AGI2019-03-2741

水城核桃 贵州
水城县农业产业化

服务中心

六盘 水市水 城县所辖 化 乐 镇、玉舍镇、阿 戛
镇、比 德 镇、董 地 街 道 办、都 格 镇、陡 箐 镇、
发耳镇、果布戛乡、猴 场乡、花戛乡、鸡场 镇、
尖 山 街 道、老 鹰山 街 道、龙 场乡、米 箩 镇 、蟠
龙 镇 、坪 寨乡、勺 米 镇 、双 水 街 道、顺 场乡、
新 街乡、杨 梅乡、野 钟乡、营 盘 乡共 计 2 5 个乡
镇（街 道）16 4 个 行 政 村（居、社 区）。地 理 坐
标为东 经10 4°3 4′19 ″～10 5°15′42 ″，北 纬
26°02′44″～26°55′06″

AGI2019-03-2742

册亨糯米蕉 贵州
册亨县经济作物

管理站

黔 西 南 布 依 族 苗 族自治 州 册亨 县 所 辖 岩 架
镇、丫他镇、双江镇、弼佑镇、八渡镇、巧马镇、
百口乡、坡妹镇、者楼街道办、纳福街道办共计
10个乡镇（街道）98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27′～106°12′，北纬 24°38′～25°19′

AGI2019-03-2743

赤水龙眼 贵州 赤水市果蔬站

遵义市赤水市所辖元厚镇、官渡镇、长沙镇、长
期镇、复兴镇、天台镇、大同镇、旺隆镇、葫市镇、
丙安镇、两河口镇、白云乡、石堡乡、宝源乡、金华
街道办事处、市中街道办事处、文华街道办事处
共计17个乡镇（街道）124个行政村（社区、居委
会）。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36′～ 106°14′，北纬
28°15′～28°45′

AGI2019-03-2744

织金皂角精 贵州 织金县果蔬协会

毕节市织金县所辖猫场镇、牛场镇、桂果镇、
化起镇、龙场 镇、以那镇、三塘 镇、阿弓镇、珠
藏镇、板桥 镇、白泥镇、马场 镇、少 普 镇、熊家
场镇、中寨镇、黑土镇、实兴乡、上坪寨乡、纳雍
乡、自强苗族乡、大平苗族彝族乡、官寨苗族乡、
茶店布依族苗 族彝族乡、金龙苗 族彝族布依族
乡、后寨苗族乡、鸡场苗族彝族布依族乡、双堰
街 道办 事处、金 凤 街 道办 事处、文 腾街 道办 事
处、八步街道办事处、三甲街道办事处、绮陌街
道办事处共计32个乡镇（街道）574个行政村。地
理坐标为东经105°54′41″～106°17′24″，北纬
26°37′04″～27°33′42″

AGI2019-03-2745

桐梓团芸豆 贵州
桐梓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检验检测

中心

遵 义市桐 梓 县所 辖 芭 蕉乡、水坝塘 镇、狮溪
镇、木瓜镇、羊磴镇、松坎镇、大河镇、九坝镇、
马鬃乡共计9个（乡）镇42个行政村（社区）。地
理坐标为东经107°08′23″～107°11′34″，北纬
28°15′45″～29°29′15″

AGI2019-03-2746

幺铺莲藕 贵州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

区农林牧水局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所辖幺铺镇、宋旗镇、西
航街道办共计3个镇（街道）92个行政村（居、社
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5°52′～105°57′，北纬
26°09′～26°17′

AGI2019-03-274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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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楠竹笋 贵州 赤水市营林站

遵义市赤水市所辖葫市镇、官渡镇、丙安镇、两
河口镇、长期镇、元厚镇、长沙镇、复兴镇、白云
乡、大同镇、旺隆镇、宝源乡、石堡乡、天台镇、金
华街道、文华街道共计16个乡镇（街道）99个行政
村（居）。地理坐标为东经105°36′～106°14′，北
纬28°15′～28°45′

AGI2019-03-2748

六枝毛坡大蒜 贵州 六枝特区蔬菜站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大用镇所辖岱港村、黑晒村、
耳贡村、大用村、骂冗村、凉水井村、汨港村、大煤
山社区共计8个行政村（社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52′～105°59′，北纬26°17′～26°21′

AGI2019-03-2749

兴义芭蕉芋 贵州
黔西南州农业技术

推广站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兴义市、兴仁市、
安龙县、贞丰县、普安县、晴隆县、册亨县、望谟
县、义龙新区共计9个县（区、市）122个乡镇（街
道）。地理坐标为东经104°32′～106°32′，北纬
24°38′～26°11′

AGI2019-03-2750

盘州小米 贵州
盘州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

六盘水市盘州市所辖红果街道、亦资街道、翰林
街道、胜境街道、两河街道、刘官街道、双凤镇、
大山镇、石桥镇、丹霞镇、乌蒙镇、竹海镇、保田
镇、响水镇、盘关镇、柏果镇、英武镇、民主镇、
新民镇、鸡场坪镇、坪地彝族乡、旧营白族彝族苗
族乡、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保基苗族彝族乡、
淤泥彝族乡、普古彝族苗族乡、普田回族乡共计
27个乡镇（街道）506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17′～104°58′，北纬25°19′～26°18′

AGI2019-03-2751

保田薏仁 贵州
盘州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

盘州市所辖红果街道、亦资街道、翰林街道、
胜境街道、两河街道、刘官街道、双凤镇、大山
镇、石桥镇、丹霞镇、乌蒙镇、竹海镇、保田镇、
响水镇、盘关镇、柏果镇、英武镇、民主镇、新民
镇、鸡场坪镇、坪地彝族乡、旧营白族彝族苗族
乡、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保基苗族彝族乡、
淤泥彝族乡、普古彝族苗族乡、普田回族乡共计
27个乡镇（街道）506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17′～104°58′，北纬25°19′～26°18′

AGI2019-03-2752

平坝大米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农业

技术推广站

安 顺 市 平 坝 区 所 辖 白 云 镇 、夏 云 镇 、羊 昌
乡、高 峰 镇 、马 场 镇 、十 字 乡、乐 平 镇 、天 龙
镇 、齐 伯 镇 、鼓 楼 街 道 办 、安 平 街 道 办 共 计
1 1 个 乡 镇（街 道）2 0 0 个 行 政 村 。地 理 坐 标
为东 经 1 0 5 °5 9 ′2 0 ″～1 0 6 °3 3 ′4 3 ″，北 纬
26°15′00″～26°37′40″

AGI2019-03-2753

晴隆糯薏仁 贵州 晴隆县糯薏仁协会

黔西南州晴隆县所辖莲城街道、东观街道、沙
子 镇、鸡场 镇、中营镇、碧 痕镇、大厂镇、花贡
镇、光照镇、茶马镇、安谷乡、紫马乡、长流乡、三
宝彝族乡共计14个乡镇（街道）。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01′～105°25′，北纬 25°33′～26°11′

AGI2019-03-2754

坡柳娘娘茶 贵州
贞丰县农业局农业

技术推广站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所辖龙场镇、
挽澜镇、小屯镇共计3个 镇57个行政村（居、社
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5°25′～105°38′，北纬
25°19′～25°32′

AGI2019-03-2755

普安红茶 贵州 黔西南州茶叶协会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兴义市、兴仁市、
安龙县、贞丰县、普安县、晴隆县、册亨县、望谟
县、义龙新区共计9个县（区、市）122个乡镇（街
道）。地理坐标为东经104°32′～106°32′，北纬
24°38′～26°11′

AGI2019-03-2756

天柱茶油 贵州
天柱县林业产业

发展办公室

黔 东 南 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 天 柱 县 所 辖 凤 城
街 道 、邦 洞 街 道 、社 学 街 道 、蓝 田 镇 、瓮 洞
镇 、坪 地 镇 、渡马 镇 、白 市 镇 、江 东 镇 、远 口
镇 、坌 处 镇 、高 酿 镇 、石 洞 镇 、竹 林 镇 、注
溪 乡、地 湖乡共 计16 个乡 镇（街 道）。地 理 坐
标为东经10 8 °5 4′10 ″～10 9 °35′55 ″，北纬
26°41′50″～27°09′55″

AGI2019-03-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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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川蜂蜜 贵州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

治县畜禽品种改良站

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所辖大坪街道、
红丝乡、柏村镇、镇南镇、涪洋镇、丰乐镇、丹砂街
道、都濡街道、黄都镇、砚山镇、浞水镇、茅天镇、
焦坝镇、分水镇、泥高镇、石朝乡共计16个乡镇（街
道）122个行政村（居、社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30′～108°13′，北纬28°10′～29°05′

AGI2019-03-2758

习水岩蜂蜜 贵州
习水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

遵 义市习水县所 辖三岔 河镇、东皇 街 道、杉
王街 道、九 龙 街 道、马 临 街 道、程 寨 镇 、二 郎
镇、二里镇、民化镇、桃林镇、大坡镇、良村镇、
醒民镇、仙源镇、回龙镇、习酒镇、土城镇、桑
木镇、永安 镇、官店镇、同民镇、隆 兴 镇、温 水
镇、寨坝镇、双龙乡、坭坝乡共计 26 个乡镇（街
道）261个行政村（居、社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58′～106°28′，北纬28°15′～28°23′

AGI2019-03-2759

印江绿壳鸡蛋 贵州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兽药饲料监察站

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所辖木黄镇、峨
岭街道、龙津街道、中兴街道、新寨镇、板溪镇、
杉树镇、沙子坡镇、天堂镇、刀坝镇、朗溪镇、合
水镇、紫薇镇、缠溪镇、杨柳镇、洋溪镇、罗场乡共
计17个乡镇（街道）365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17′～108°48′，北纬27°35′～28°28′

AGI2019-03-2760

德江复兴猪 贵州
德江县畜牧业发展

中心

铜仁市德江县所辖复兴镇、合兴镇、煎茶镇、平
原镇、楠杆乡、堰塘乡、钱家乡、龙泉乡、沙溪乡、
荆角乡共计10个乡（镇）116个行政村（社区）。地
理坐标为东经108°03′26″～108°38′36″，北纬
28°00′01″～28°23′16″

AGI2019-03-2761

兴义矮脚鸡 贵州
兴义市畜禽品种改

良技术推广站

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兴义市所辖坪东街
道、木贾街道、丰都街道、下五屯街道、万峰林街
道、敬南镇、泥凼镇、南盘江镇、仓更镇、顶效镇、
鲁屯镇、郑屯镇、万屯镇、马岭镇、清水河镇、乌沙
镇、威舍镇、白碗窑镇、捧乍镇、鲁布格镇、三江口
镇、七舍镇、则戎乡、沧江乡、洛万乡、猪场坪乡、
雄武乡共计27个乡镇（街道）441个行政村（居、社
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4°32′～105°11′，北纬
24°38′～25°23′

AGI2019-03-2762

安龙黄牛 贵州
安龙县草地生态畜

牧业发展中心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所辖普坪镇、
洒雨镇、笃山镇、钱相街道办、招堤街道办、栖凤
街道办、海子镇、万峰湖镇、木咱镇、龙广镇、新
桥镇、龙山镇、德卧镇共计13个镇（街道）187个行
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04°59′～105°40′，北纬
24°55′～25°23′

AGI2019-03-2763

晴隆羊 贵州
晴隆县草地畜牧

中心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所辖莲城街
道、东观街 道、沙 子 镇、鸡场 镇、中营镇、碧 痕
镇、大厂镇、花贡镇、光照镇、茶马镇、安谷乡、
紫马乡、长流乡、三宝彝 族乡共计14个乡镇（街
道）。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01′～105°25′，北纬 
25°33′～26°11′

AGI2019-03-2764

桐梓黄牛 贵州
桐梓县畜禽品种

改良站

遵义市桐梓县所辖娄山街道、海校街道、楚米
镇、燎原镇、官仓镇、九坝镇、高桥镇、花秋镇、大
河镇、新站镇、夜郎镇、松坎镇、木瓜镇、羊磴镇、
坡渡镇、水坝塘镇、狮溪镇、茅石镇、容光镇、风
水镇、尧龙山镇、芭蕉镇、黄莲乡、马鬃苗族乡、
小水乡共计25个乡镇（街道）。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26′～107°17′，北纬27°57′～28°54′

AGI2019-03-2765

岚皋魔芋 陕西
岚皋县农业科技

服务中心

安康市岚皋县所辖城关镇、民主镇、石门镇、南
宫山镇、孟石岭镇、滔河镇、佐龙镇、堰门镇、官元
镇、四季镇、蔺河镇、大道河镇共计12个镇125个行
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08°38′～109°11′，北纬
31°45′～32°34′

AGI2019-03-276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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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品名称
所在
地域

证书持有人全称 划定的地域保护范围
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编号

洋县槐树关红薯 陕西
洋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测检验中心

汉中 市 洋 县 所 辖 龙 亭 镇 、槐 树 关 镇 、金 水
镇 共 计 3 个 镇 4 8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07°31′～107°46′，北纬33°19′～33°27′

AGI2019-03-2767

乾县泔河酥梨 陕西 乾县农业科技中心
咸阳市 乾县所 辖注 泔 镇、阳洪 镇、阳峪 镇、

峰阳镇共计4个镇15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16′～108°20′，北纬34°31′～34°38′

AGI2019-03-2768

瀛湖枇杷 陕西
汉滨区蚕茶果

技术中心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所 辖 瀛 湖 镇 、流 水 镇 、双 龙
镇 共 计 3 个 镇 2 4 个 行 政 村。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08°44′～108°49′，北纬32°35′～32°36′

AGI2019-03-2769

泾阳茯茶 陕西
泾阳茯砖茶发展

服务中心

咸阳市泾阳县所辖王桥镇、桥底镇、中张镇、
云阳镇、安吴镇、三渠 镇、口镇、兴隆 镇、泾干
街道办、永乐镇、崇文镇、高庄镇、太平镇共计
13个 镇（街 道）213个行政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
108°29′～108°58′，北纬34°26′～34°44′

AGI2019-03-2770

紫阳富硒茶 陕西 紫阳县茶叶研究所

安康市紫阳县所辖城关镇、向阳镇、红椿镇、
东木镇、焕古镇、洞河镇、蒿坪镇、双安镇、汉王
镇、高滩镇、毛坝镇、瓦庙镇、麻柳镇、高桥镇、
双桥镇、界岭镇、洄水镇共计17个镇170 个行政
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08°06′～108°37′，北纬
32°22′～32°45′

AGI2019-03-2771

古浪红光头小麦 甘肃
古浪县大靖农产品

购销专业协会

武 威 市 古 浪 县所 辖 新 堡 乡、干城 乡、裴 家营
镇、直滩 镇、西靖 镇 共计 5 个乡（镇）37个行政
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03°13′～103°44′，北纬
37°09′～37°38′

AGI2019-03-2772

陇南苦荞 甘肃
陇南市苦荞专业

技术协会

陇 南 市所 辖 武 都区、宕昌县、文 县、康 县、
成 县 、西 和 县 、礼 县 、徽 县 、两 当 县 共 计 9 个
县（区）1 21个乡（镇）17 9 3 个行政 村。地 理 坐
标为东经10 4°01′19 ″～10 6°35′2 0 ″，北纬
32°35′45″～34°32′00″

AGI2019-03-2773

金塔辣椒 甘肃
金塔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酒泉市金塔县所辖金塔镇、三合乡、东坝镇、
大庄子乡、古城乡、中东镇、西坝乡、羊井子湾乡、
鼎新镇、航天镇、生地湾农场共计11个乡镇（农
场）。地理坐标为东经98°50′～99°4 4′，北纬
39°50′～40°28′

AGI2019-03-2774

兰州百合 甘肃
兰州市七里河区
农业技术推广站

兰州市七里河区所辖阿干镇、魏岭乡、西果园
镇、黄峪镇共计4个乡（镇）39个行政村。地理坐标
为东经103°46′～103°50′，北纬35°47′～35°51′

AGI2019-03-2775

舟曲棒棒槽蜂蜜 甘肃
舟曲县畜牧草原

工作站

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所辖曲瓦乡、巴藏镇、立
节镇、大峪镇、憨班镇、峰迭镇、坪定镇、江盘镇、
城关镇、东山镇、南峪乡、大川镇、果耶乡、八楞
乡、武坪镇、插岗乡、拱坝镇、曲告纳镇、博峪镇
共计19个乡（镇）201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03°51′～104°45′，北纬33°13′～34°01′

AGI2019-03-2776

肃北雪山羊肉 甘肃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畜牧兽医局

酒泉市肃 北蒙 古 族自治县所辖党 城 湾镇、石
包城乡、盐池湾乡、甘肃省国营鱼儿红牧场共计
4个乡镇（牧场）2 0 个行政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
94°53′～98°50′，北纬38°00′～39°53′

AGI2019-03-2777

阿克塞哈萨克马 甘肃
阿克塞哈萨克族

自治县畜牧兽医局

酒 泉 市 阿 克 塞 哈 萨 克 族自治 县 所 辖 红 柳 湾
镇、阿勒腾乡、阿克旗乡共计3个乡（镇）10个行
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92°19′～96°41′，北纬
38°08′～39°43′

AGI2019-03-2778

金塔肉羊 甘肃 金塔县畜牧兽医局

酒泉市金塔县所辖金塔镇、三合乡、东坝镇、
大庄子乡、古城乡、中东镇、西坝乡、羊井子湾乡、
鼎新镇、航天镇、生地湾农场共计11个乡镇（农
场）。地理坐标为东经98°50′～99°4 4′，北纬
39°50′～40°28′

AGI2019-03-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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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信息变更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所在
地域

变更原因
变更前登记证书

持有人全称
变更后登记证书

持有人全称 备注

1 宁陕天麻 陕西 机构调整
宁陕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宁陕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2018年第2651号公告产品
登记证书编号AGI02365

2 宁陕猪苓 陕西 机构调整
宁陕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宁陕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2018年第2651号公告产品
登记证书编号AGI02364

3 宁陕香菇 陕西 机构调整
陕西省宁陕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
宁陕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2008年第1107号公告产品
登记证书编号AGI00081

4 横山大明绿豆 陕西 撤县设区
横山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站
榆林市横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08年第1080号公告产品
登记证书编号AGI00054

5 青山龙眼 福建 撤市改区
福建省长乐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
福州市长乐区农业科学技术

推广中心
2009年第1189号公告产品
登记证书编号AGI001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4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湖南农业大学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申

报的博普总碱等3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

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上海汉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申报的美洛昔康内服混悬液（犬用）等3种兽药产品

变更注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发布美洛昔康内服混悬液（犬用）和维他昔布咀嚼片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

和标签，原我部发布的该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2. 质量标准

3. 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3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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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

证书号
监测期 备注

博普总碱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美可达生物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菲托葳植物资源有限公司
和湖南省中药提取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二类
（2019）

新兽药证字61号
4年 注册

博普总碱散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美可达生物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菲托葳植物资源有限公司
和湖南省中药提取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二类
（2019）

新兽药证字62号
4年 注册

利福昔明子宫
注入剂

南京农业大学、山东鲁抗舍里乐药业有限
公司高新区分公司、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
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省川龙动科药业有限公司、河南益
华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五类
（2019）

新兽药证字63号
3年 注册

美洛昔康内服混悬液
（犬用）

上海汉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五类
（2014）

新兽药证字31号
/

变更注册：有效期由
“24个月”变更为“48个

月”

维他昔布咀嚼片
北京欧博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欧博
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类
（2016）

新兽药证字22号
/

变更注册：8mg和20mg
规格有效期由“24个月”

变更为“36个月”

转移因子口服溶液
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瑞普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空港经济区分公司

三类
（2009）

新兽药证字19号
/

变更注册：增加规格
20ml/瓶、50ml/瓶、

500ml/瓶、1000ml/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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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 
计划》上半年实施情况的通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大连、青岛、宁波市渔业主管

局：

为加强水产养殖用兽药使用的监督管理，提升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

发展，农业农村部于今年3月启动了《2019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上半年，农业农村部

组织有关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水产品质检机构，对31个省（区、市）的产地水产品开展了兽药残留监

控，抽检产地水产品和水产苗种样品2433个。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监控总体情况

上半年共抽检罗非鱼、对虾等24种水产品的样品2026个，检测了孔雀石绿、氯霉素、喹乙醇、甲基睾

酮、己烯雌酚、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洛美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和氧氟沙星等10项指标，其中后4项指

标（氟喹诺酮类）不作判定。从作判定的6项指标来看，宁夏、江西、四川、河北、辽宁和广东6个省（区）的

15个样品检出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类代谢物超标，合格率为99.3%，同比下降0.2%，各省（区）超标率分别

为：宁夏9.3%、辽宁5%、四川3.5%、河北3.3%、江西2.6%和广东0.7%；从不作判定的4项指标来看，4个省

的17个样品检出氧氟沙星和诺氟沙星超标，合格率99.2%。抽检草鱼、鳜鱼等67种水产苗种样品407个，检

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代谢物3项指标，江苏、福建和山东等3个省的6个样品检出超标（汇总

表见附件），各省超标率为江苏10%、福建5%和山东3.1%。

从抽检养殖品种看，作判定的6项指标中，鳜鱼、虹鳟、斑点叉尾鮰、鲤鱼、草鱼、鲶鱼和鲫鱼等7个品

种水产品检出禁用药品超标，其中鳜鱼超标率较高，为12%。不作判定的4项指标中，乌鳢、大菱鲆、大口

黑鲈、鲫鱼、草鱼和鲟鱼等6个品种水产品检出氟喹诺酮类药物，其中乌鳢检出率最高，为15.1%。鳜鱼、中

华绒螯蟹、黄姑鱼、鲍和半滑舌鳎等5个品种水产苗种检出禁用药品超标。

二、趋势分析和研判

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的主要趋势和特点为：

一是产地水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稳定。上半年水产品药残监控抽检合格率为99.3%，比2018年和

2017年同期分别下降0.2%和 0.5%，合格率总体上较之前两年有所降低，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氯霉

素、喹乙醇、己烯雌酚和甲基睾酮等4种药物合格率均为100%；孔雀石绿合格率为99.5%，与去年同期持

平；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合格率为99.7%，同比下降0.1%。

二是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类仍有违法使用。上半年水产品药残监控抽检不合格参数均为孔雀石绿和

呋喃唑酮代谢物，超标率分别为0.5%和0.3%。从超标样品数量来看，孔雀石绿超标样品9个，呋喃唑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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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物超标样品6个；水产苗种也检出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类代谢物超标。水产养殖使用此两种禁用药品

问题仍存在。

三是小型普通养殖场药残超标情况较为严重。上半年水产品检出15个超标样品，全部来自小型普通

养殖场，占超标样品总数的100%。共监测1526个来自小型普通养殖场的样品，超标率为1%。对比近3年同

期监测结果，2018年检出的7个不合格样品中有6个样品来自小型普通养殖场，2017年检出的7个超标样品

均来自小型普通养殖场。小型普通养殖场依然是禁用药品违法使用的高发场所。

四是部分养殖者不了解氟喹诺酮类药物已停用。首次对产地水产品的4种氟喹诺酮类药物残留开展

监控工作，检出率为0.85%，其中洛美沙星和培氟沙星均未检出，氧氟沙星和诺氟沙星有不同程度检出，检

出率分别为0.8%和0.05%。从检出数量来看，共17个样品有检出，其中氧氟沙星检出16个。仍有部分养殖

企业、养殖户尚不清楚农业部公告第2292号，关于停止在食品动物中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

和诺氟沙星有关规定。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根据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要求，中央纪委机关牵头专项整治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将农产品质量安

全作为农业农村部专项整治的重点项目，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专项整治行动是其中内容之一。为深入开

展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专项整治，解决好产地水产品兽药及其他投入品使用中的突出问题，提升水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要求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当前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严厉查处水产养殖违法用药案件。各有关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水产养殖用兽药

及其他投入品使用的监管工作，依法认真做好对药残不合格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加快调查和处罚相关

企业和责任人，涉嫌犯罪的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尽快将有关查处情况报送我局。

（二）加强整治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各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按照农业农村部有关部署，持续

抓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整治工作，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力求抓出成效。特别是问题较多的有关省份要

举一反三，加强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抽检和监督执法，开展重点地区、重点品种和重点药品的专项

整治，力争短时间内解决本地区产地水产品违法用药问题。

（三）大力宣传水产养殖用药法律规定。针对部分养殖者不知晓农业农村部公告，违法使用氟喹诺

酮类禁用药品的情况，各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加强《兽药管理条例》和水产养殖禁用药品目录的宣

传。我局拟于近期发布以禁药名录等为主要内容的《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宣传材料，供各地参考。各地

要积极组织水产推广和科研等机构，以规范用药下乡等活动形式，加强对养殖从业者的技术培训和普法

宣传，积极引导其依法规范用药。

附件：2019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不合格样品汇总表（上半年）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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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不合格样品汇总表
（上半年）

序号 省份 养殖场名称 品种 参数 检出值（µg/kg)
判定限量值 
（μg/kg）

1 河北 廊坊市香河县李传军养殖厂 草鱼 孔雀石绿 6.96 1.0 

2 河北 滦县泉水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鲤鱼 孔雀石绿 3.21 1.0 

3 辽宁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于波渔场 虹鳟 孔雀石绿 29.71 1.0 

4 辽宁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于伟渔场 虹鳟 孔雀石绿 2.79 1.0 

5 江苏 响水县朱乃成土地河蟹育苗场
中华绒螯蟹

苗
氯霉素 1.0 0.3 

6 江苏 靖江市滨江水产良种场
鳜鱼苗
（2个）

孔雀石绿
1号塘4.8，2号

塘 5.6
1.0 

7 福建
福建省东山县益源水产养殖

有限公司 
鲍苗种 呋喃西林代谢物 7.27 1.0 

8 福建 福建省宁德市磊山育苗场 黄姑鱼苗 氯霉素 2.87 0.3 

9 江西 九江蛟滩湖渔业养殖合作社 鲫鱼 呋喃唑酮代谢物 26.9 1.0 

10 江西 信丰县定闻养殖合作社
鳜鱼

（2个）
孔雀石绿

1号塘33.5，2号
塘19.6

1.0 

11 江西 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镇江村王春明 鳜鱼 孔雀石绿 20.2 1.0 

12 山东 潍坊市三新水产技术开发有公司 半滑舌鳎苗 呋喃唑酮代谢物 5.2 1.0 

13 广东 东莞市石排镇横山村王炳柱 草鱼 孔雀石绿 11.0 1.0 

14 四川
德阳市罗江区鑫国光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尹明
鲶鱼 孔雀石绿 43.9 1.0 

15 四川
眉山市东坡区思蒙镇花池村李晨清

养殖场
斑点叉尾鮰 呋喃唑酮代谢物 46.8 1.0 

16 宁夏 崇兴镇王东清渔场
草鱼、鲤鱼

（2个）
呋喃唑酮代谢物

草鱼6.58，鲤鱼
8.55

1.0 

17 宁夏 崇兴镇王东顺渔场 鲤鱼 呋喃唑酮代谢物 22.1 1.0 

18 宁夏 梧桐树乡梧桐村陶彦梅渔场 鲤鱼 呋喃唑酮代谢物 14.7 1.0 

抄送：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畜牧兽医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有关水产品质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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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部分远洋渔业企业及渔船
涉嫌违法违规问题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通报

农办渔〔2019〕28号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局，中国农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各远洋渔业企业，中国远洋渔业协会：  

为持续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促进远洋渔业规范有序发展，树立我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根据

《渔业法》《远洋渔业管理规定》《渔业船舶登记办法》《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部会同有

关省（市）渔业主管部门，对近期涉嫌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远洋渔业企业和渔船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就

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通报如下。

一、2018年1—4月，我部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福州东鑫龙渔业有限公司所属8艘渔船涉嫌骗取国

家财政补贴。2018年5月，我部印发《关于部分远洋渔业企业及渔船涉嫌违法违规问题调查情况和处理意

见的通报》（农办渔〔2018〕37号），要求该公司所有渔船返回国内接受调查。

经调查，福州东鑫龙渔业有限公司所属“福远渔997、998”2艘渔船于2014—2016年未经公安边防和

海事部门联检擅自组织渔船和船员出境，通过伪造渔船出境证明等材料骗取远洋渔业项目批准文件，擅

自移动船位监测设备骗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该公司所属“福远渔070、071、072、073、075、076”6艘渔

船建造时擅自改变渔船船长、型宽、吨位等参数，造成船舶主要参数与船舶证书不一致，多领取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我部已决定取消福州东鑫龙渔业有限公司远洋渔业企业资格和全部8艘渔船远洋渔业项目；将公司

原法人代表何俊武，股东和主要管理人员念其豪、吴振全、施章华等4人列入远洋渔业从业人员“黑名

单”；追缴公司骗领、多领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对有关人员涉嫌违法违规问题，责成福建方面依法依规

处理。

二、2018年10月，我驻安哥拉使馆通报，岱山县广源渔业有限公司所属“广源001、002”船涉嫌非法捕

捞幼鱼。   

经调查，以上情况属实。岱山县广源渔业有限公司因不符合有关条件，已被取消远洋渔业企业资格和

所属渔船远洋渔业项目。建议请浙江省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涉事船长予以处理；请浙江省渔业

主管部门责令公司限期将“广源001、002”船开回国内港口，不得从事远洋渔业生产。

三、2017年6月，我驻几内亚使馆通报，大连长海渔业有限公司所属“长远渔6”船未经许可在几内亚

专属经济区禁渔期间非法捕鱼，被几内亚执法部门抓扣并处罚。

经调查，“长远渔6”船未在几内亚海域从事非法捕捞生产。

四、2018年5月和10月，接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SPRFMO）通报，“浙岱远渔832、烟渔658”船

涉嫌未经注册在东南太平洋公海从事捕捞生产。

经调查，“浙岱远渔832、烟渔658”船已分别于2009年、2017年报废，船舶证书已经注销。SPRFMO向

我通报的2艘渔船为套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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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部已向SPRFMO建议将上述2艘渔船列入SPRFMO无国籍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IUU）渔船名

单。

五、2018年2月，我部印发《关于部分远洋渔业企业及渔船违法违规问题和处理意见的通报》（农办

渔〔2018〕12号），通报舟山市明翔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所属“海之星801”船擅自更换防碰撞自动识别设备

（AIS），造成与“三无”船舶“明翔899” 船AIS号码一致问题。对此，我部要求浙江省渔业主管部门督促

公司及时更换“海之星801”船AIS设备，并对“海之星801”船与“明翔899”船是否存在连带关系进行进

一步调查。

据浙江省渔业主管部门调查核实，“海之星801”船AIS设备已作更换，查明该船与“明翔899”船无连

带关系。我部已依法恢复“海之星801”船远洋渔业项目。

六、2018年5月，我部印发《关于部分远洋渔业企业及渔船涉嫌违法违规问题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

通报》（农办渔〔2018〕37号），通报浙江兴旺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所属“兴旺111、222、333”3艘渔船、荣成

市荣远渔业有限公司所属“鲁荣远渔875、876、877、878、879、880”6艘渔船和荣成市永进水产有限公司

所属“鲁荣远渔866、867、868、869”4艘渔船涉嫌改变作业方式在印度洋公海从事违规生产，我部责令上

述所有渔船限期返回国内，分别由浙江、山东省渔业主管部门对所辖渔船进行实船勘验。

经浙江、山东省渔业主管部门现场勘验调查，查明上述渔船均未改变作业方式，未从事违规生产。我

部已依法恢复上述渔船远洋渔业项目。

上述个别企业和所属渔船发生严重违法违规问题，被取消企业资格和项目，教训非常深刻。各远洋

渔业企业要以此为戒，举一反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树立安全发展、规范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加

强远洋渔业船员和管理人员培训教育，严格遵守国内法律规定、国际公约和入渔国规定，建立健全并严

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提高渔船装备和安全生产设施水平，按规定配备合格船员，切实提高远洋渔

业规范有序发展能力和水平。

各地渔业主管部门要转变发展理念，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坚持把安全作为发展底线，采取有效措

施，强化规范管理，大力开展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生产检查，24小时监控所属远洋渔船海上作业情况，严

肃处理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远洋渔业规范有序发展。有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对相关船长作出行政处

罚的同时，应将其违规记录和处罚情况记入船员档案，并将有关处理情况及时报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特此通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