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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

中农发〔2019〕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农办，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加强宅基地管理，对于保护农民权益、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多方面原因，当前农村宅基地管理比较

薄弱，一些地方存在超标准占用宅基地、违法违规买卖宅基地、侵占耕地建设住宅等问题，损害农民合法

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按照本轮机构改革和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宅基地改革和

管理有关工作，为切实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切实履行部门职责 

农村宅基地管理和改革是党和国家赋予农业农村部门的重要职责，具体承担指导宅基地分配、使

用、流转、纠纷仲裁管理和宅基地合理布局、用地标准、违法用地查处，指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利用

等工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主

动担当，做好工作衔接，健全机构队伍，落实保障条件，系统谋划工作，创新方式方法，全面履职尽责，保

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防止出现弱化宅基地管理的情况。要主动加强与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

门的沟通协调，落实宅基地用地指标，建立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房建设等

资源信息共享机制，做好宅基地审批管理与农房建设、不动产登记等工作的有序衔接。 

二、依法落实基层政府属地责任 

建立部省指导、市县主导、乡镇主责、村级主体的宅基地管理机制。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重心在基层，

县乡政府承担属地责任，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行业管理，具体工作由农村经营管理部门承担。随着农村改

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基层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的任务越来越重，不仅承担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集体经济发展和资产财务管理等常规工作，还肩负着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和经营制

度的改革创新等重要职责，本轮机构改革后，又增加了宅基地管理、乡村治理等重要任务。但是，当前基

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不健全、队伍不稳定、力量不匹配、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十分突出。这支队伍有没有、

强不强直接决定着农村改革能否落实落地和农民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维护。县乡政府要强化组织领

导，切实加强基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大支持力度，充实力量，落实经费，改善条件，确保工作有

人干、责任有人负。 

按照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乡镇政府审核批准。乡镇政府要因地制宜探索

建立宅基地统一管理机制，依托基层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宅基地用地审查、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农房建设监管等职责，推行一个窗口对外受理、多部门内部联动运行，建立宅基地和农房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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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审联办制度，为农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要加强对宅基地申请、审批、使用的全程监管，落实宅

基地申请审查到场、批准后丈量批放到场、住宅建成后核查到场等“三到场”要求。要开展农村宅基地动

态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置涉及宅基地的各类违法行为，防止产生新的违法违规占地现象。要指导村级组

织完善宅基地民主管理程序，探索设立村级宅基地协管员。 

三、严格落实“一户一宅”规定 

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

地。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应严

格按照批准面积和建房标准建设住宅，禁止未批先建、超面积占用宅基地。经批准易地建造住宅的，应严

格按照“建新拆旧”要求，将原宅基地交还村集体。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

不予批准。对历史形成的宅基地面积超标和“一户多宅”等问题，要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分类进行认定和处

置。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可

以采取措施，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 

四、鼓励节约集约利用宅基地 

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规划。合理安排

宅基地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先

行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的村庄，要通过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村

庄整治、废旧宅基地腾退等多种方式，增加宅基地空间，满足符合宅基地分配条件农户的建房需求。城

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可以通过建设农民公寓、农民住宅小区等方式，满足农民居住需要。 

五、鼓励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鼓励村集体和农民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依

法依规发展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城镇居民、工商资本等租赁农房居住或开展经营的，要严格遵守

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合同到期后，双方可以另行约定。在尊重农民意愿并符

合规划的前提下，鼓励村集体积极稳妥开展闲置宅基地整治，整治出的土地优先用于满足农民新增宅基

地需求、村庄建设和乡村产业发展。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要全部用于农业农村。在

征得宅基地所有权人同意的前提下，鼓励农村村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向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

转让宅基地。各地可探索通过制定宅基地转让示范合同等方式，引导规范转让行为。转让合同生效后，应

及时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手续。对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各地可以多渠道筹集资金，探索通过多种方

式鼓励其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六、依法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要充分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不得以各种名义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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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农民“上楼”，不得违法收回农户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严格控制整村撤并，规范实施程序，加强监督管理。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的基本居住保障，严禁城镇居民

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严禁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严禁借流转之名违法违规圈

占、买卖宅基地。 

七、做好宅基地基础工作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国土调查、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等工作，推动建立农村宅基地统计

调查制度，组织开展宅基地和农房利用现状调查，全面摸清宅基地规模、布局和利用情况。逐步建立宅

基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宅基地申请、审批、流转、退出、违法用地查处等的信息化管

理。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研究解决宅基地管理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意总结基层和农民

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落实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及时修订完善各地宅基地管理办法。要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自身建设，加大法律政策培训力度，以工作促体系建队伍，切实做好宅基地管理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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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积极稳妥开展农村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

农经发〔20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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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宅基地和住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和重要财产，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近年来，随着城

镇化快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农村宅基地和住宅闲置浪费问题日益突出。积极稳妥开展农

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意义。为确保此项工作有序实施、落到实处、惠及农民，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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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

入为目标，在依法维护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和严格规范宅基地管理的基础上，探索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

基地和闲置住宅的有效途径和政策措施，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要突出服务乡村振兴。紧紧围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着眼乡村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要守住盘活利用底线。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

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宅基地管理、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

制、市场监管和传统村落保护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

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注重规划先行要求。与村庄

规划相衔接，与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相匹配，遵守安全消防规定，符合环保卫生要求，注重绿色发展。要发

挥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地方大胆创新、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不得强迫命令。

二、重点工作

（一）因地制宜选择盘活利用模式。各地要统筹考虑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产业基础和历

史文化传承，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模式。鼓励利用闲置住宅发展符

合乡村特点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创意办公、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以及农产

品冷链、初加工、仓储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采取整理、复垦、复绿等方式，开展农村闲置宅

基地整治，依法依规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政策，为农民建房、乡村

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提供土地等要素保障。

（二）支持培育盘活利用主体。在充分保障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及其成员采取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多种方式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鼓励有一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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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进行统一盘活利用。支持返乡人员依托自有和闲置住

宅发展适合的乡村产业项目。引导有实力、有意愿、有责任的企业有序参与盘活利用工作。依法保护各类

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三）鼓励创新盘活利用机制。支持各地统筹安排相关资金，用于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

利用奖励、补助等。条件成熟时，研究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

项目。推动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为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提供支持。结合乡村旅游大

会、农业嘉年华、农博会等活动，向社会推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资源。

（四）稳妥推进盘活利用示范。各地要结合实际，选择一批地方党委政府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健

全、农村宅基地管理规范、乡村产业发展有基础、农民群众积极性高的地区，有序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

闲置住宅盘活利用试点示范。突出乡村产业特色，整合资源创建一批民宿（农家乐）集中村、乡村旅游目

的地、家庭工场、手工作坊等盘活利用样板。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探索一套规范、高效

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以点带面、逐步推开。

（五）依法规范盘活利用行为。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宅基地管理，对利用方式、经营产业、租赁期限、

流转对象等进行规范，防止侵占耕地、大拆大建、违规开发，确保盘活利用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依法取得、权属清晰。要坚决守住法律和政策底线，不得违法违规买卖或变相买卖宅基地，严格禁止下乡

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要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不得以各种名义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

转宅基地和强迫农民“上楼”，不得违法收回农户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

户的条件。对利用闲置住宅发展民宿等项目，要按照2018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尽快研究和推动出台消防、

特种行业经营等领域便利市场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加强统筹领导，搞

好指导服务，强化部门协调，形成工作合力。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操作细则和配套政策，

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和重点措施，确保盘活利用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政策扶持。各地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返乡下乡人员创

业创新等文件要求，完善适合本地实际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政策，出台扶持措施，简化

市场准入，优化登记、备案等手续。要推动做好村庄规划编制、房地一体的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

农村宅基地和农房调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基础工作，为盘活利用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依托报刊、电视、网络、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媒体，深入宣传和解

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利用法律法规和政策。要组织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

典型案例征集推介活动，宣传盘活利用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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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条件建设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农计财发〔2019〕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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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有关高校：

为贯彻落实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升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的能力，结合“十三五”以来《全国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组织实施情况，并与“十四五”

规划编制工作相衔接，我部对《规划》进行了修订，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重大农业科学工程建设布局

针对农业农村领域的重大科技瓶颈问题，按照需求导向、精准布局和严格选项的原则，调减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种质资源精准评价大型科研设施（装置）建设，以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农

业科技国际合作、热带农业有害生物、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公共实验设

施建设等4个项目。

二、完善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建设布局

为更好地推进我国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进一步强化农业领域长期定位观测监测站点的技

术集成研究和示范功能，开展新品种、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集成试验研究与示范，依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

确定第一批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的通知》（农办科〔2018〕3号）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确定第二

批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的通知》（农办科〔2019〕28号），增加国家种质资源渭源观测实验站等81个

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调减农业部核辐射农业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等21个项目。

三、优化农业科学试验基地建设布局

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战略，聚焦区域性农

业发展关键性科技问题，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增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改扩建、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兰考试验基地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三亚科研试验基地等3个项目。调减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荥阳试验基地等12个项目。

请相关单位根据《规划》项目布局调整情况，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

作，科学确定建设内容，合理申报投资规模，确保投资计划下达后能够尽快执行，尽早发挥投资效益，避

免资金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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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规划（2016—2020年）》项目布局调整表

                   农业农村部

                    2019年10月12日

附件 　 　 　

《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2016—2020年）》 
项目布局调整表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一
重大农业
科学工程

调减4个。 　

1 调减 国家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中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2 调减 国家热带作物种质资源精准评价大型科研设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3 调减 “一带一路”热带农业有害生物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4 调减 国家农业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心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二
农业科学

观测实验站
增加81个，调减21个。 　

1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渭源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2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武鸣观测实验站 广西农业科学院

3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红原观测实验站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

4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江津观测实验站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5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道外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6 增加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长春观测实验站 吉林农业大学

7 增加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南京观测实验站 南京农业大学

8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澄迈观测实验站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9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甘谷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10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枝江观测实验站 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11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郾城观测实验站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12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南充观测实验站 南充市农业科学院

13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保定观测实验站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14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忻州观测实验站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15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库尔勒观测实验站 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16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廊坊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17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桂林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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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18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临沂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19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西宁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20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兴城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21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三亚观测实验站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22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鄂尔多斯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23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双流观测实验站 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

24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伊春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江分院

25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扬州观测实验站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

26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乌鲁木齐观测实验站 新疆农业科学院微生物应用研究所

27 增加 国家动物疫病重庆观测实验站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28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抚远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29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大鹏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30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杨浦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31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青岛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32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滨湖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33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武汉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34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秦皇岛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戴河中心实验站

35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沙河口观测实验站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36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德州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7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祁阳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8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昌平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9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洛龙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40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西湖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41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凉州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

42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镇原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43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伊宁观测实验站 伊犁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44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雁山观测实验站 桂林市农业科学院

45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洪山观测实验站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46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相城观测实验站 江苏太湖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47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徐州观测实验站 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48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武清观测实验站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49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爱辉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50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呼伦贝尔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51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玉树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52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呼和浩特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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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53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湛江观测实验站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54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通辽观测实验站 通辽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55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太和观测实验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56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新乡观测实验站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57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广州观测实验站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58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福安观测实验站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59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雅安观测实验站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60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昆明观测实验站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61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安定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62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新市区观测实验站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研究所

63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阿克苏观测实验站 新疆农业科学院拜城农业试验站

64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寿阳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65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阜新观测实验站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66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四子王观测实验站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67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商丘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68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顺义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69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那曲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70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岳阳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71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大理观测实验站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研究所

72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齐齐哈尔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73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建三江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74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彰武观测实验站 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

75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六合观测实验站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76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宜春观测实验站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77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南宁观测实验站 广西农业科学院

78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张掖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79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西宁观测实验站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80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日喀则观测实验站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81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晋中观测实验站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中心

82 调减 农业部核辐射农业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83 调减 农业部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上海科学观测实验站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84 调减 农业部黄淮海区玉米科学观测实验站（北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85 调减 农业部新疆塔里木棉花科学观测实验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农业科学研
究所

86 调减 农业部西南山地油料作物科学观测实验站 贵州省油料研究所

87 调减 农业部华东地区蔬菜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续表



通知决定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88 调减 农业部五大连池作物有害生物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农垦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89 调减 农业部合肥作物有害生物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90 调减 农业部动物疫病病原生物学华北区科学观测实验站 河北农业大学

91 调减 农业部动物疫病病原生物学西南科学观测实验站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92 调减 农业部安徽耕地保育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93 调减 农业部四川盆地平原耕地保育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 四川农业大学

94 调减 农业部房山农业环境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95 调减 农业部武川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大学

96 调减 农业部桓台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大学

97 调减 农业部蔬菜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北京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98 调减 农业部大理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99 调减 农业部东海与长江口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100 调减 农业部商丘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101 调减 农业部寿阳农业环境与作物高效用水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02 调减 农业部桂林有害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三
农业科学 
试验基地

增加3个，调减12个。 　

（一）
综合性农业

科学试验基地
增加1个。 　

1 增加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改扩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二）
专业性农业

科学试验基地
增加2个，调减12个。 　

1 增加 郑州果树研究所河南兰考试验基地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2 增加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亚科研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3 调减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荥阳试验基地 郑州果树研究所

4 调减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松江试验基地 上海兽医研究所

5 调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江苏大丰盐碱地水域养殖试验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6 调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奉贤渔业水下设施专业试验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7 调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病害防治珠海专业试验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8 调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曹妃甸海水养殖试验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9 调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中部地区天然橡胶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10 调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福建漳州热带农业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11 调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农业生产信息服务链技术综合
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

12 调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热带海洋生物
资源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13 调减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种业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基地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14 调减 农业遥感高光谱综合试验基地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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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全国农业农村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农人发〔20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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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凝心聚力投身

“三农”事业，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部决定2019年评选表彰一

批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名额分配

（一）评选范围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评选范围：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各级机关（含党委农村工作部门）、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使用事业编制）及其内设机构。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评选范围：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各级机关（含党委农村工作部门）、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使用事业编制）的在职人员。

副厅（局）级（含）以上单位和个人原则上不参加评选；曾获得“全国农业先进集体”“全国农业先进

个人”或省部级劳动模范及以上称号，之后未作出新的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原则上不参加评选。

（二）名额分配

本次表彰实行差额推荐评选，推荐名额分配主要依据各省（区、市）农业农村系统国有单位在岗干部

职工总数并作适当调整。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推荐名额（附件1）进行推荐，推荐时要充

分考虑农业农村系统各领域各行业的代表性，做到统筹兼顾、科学分布。中央农办秘书局，农业农村部机

关各司局、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均不超过1个，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可适当增加，但分别不超过6

个、3个、3个。

二、评选条件

（一）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2．坚决贯彻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认真履行职责，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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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3．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农业农村领域各项规章制

度，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运转协调，近5年内没有发生违纪违法事件；

4．领导班子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解放、勇于开拓，廉洁奉公、作风民主，带领干部职

工团结进取，奋发向上，有较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5．干部职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干部职工

队伍整体素质好，单位风气正。

（二）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2．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求实奉献，工作业绩显

著，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3．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规范，顾全大局，团结同志，品行端正，作风正派，

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处处发挥表率作用，近5年没有发生违纪违法事件；

4．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具有较强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5．从事“三农”工作5年以上。

三、组织领导

成立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部评选

领导小组”），负责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部评选办”）设在人事司，负责评选

表彰日常工作。

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牵头成立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本地区候选对象审核推荐工作。请于10月18日前将本地区评选工作联系表（附件2）报送部评选办。

四、评选程序及进度安排

评选表彰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差额评选、民主择优

的方式进行，履行基层推荐、省级初审、部评选领导小组审核等程序，并分别在本单位、省级范围和全国

范围内三次公示，公示期均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一）按照评选条件，拟推荐对象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考察审核、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审议决定，并

在本单位公示。公示内容包括评选条件、拟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等。公示无异议后，由所在地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基层推荐工作于10月30日前完成。

（二）省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就基层推荐程序的规范性、推荐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拟推荐对象的基本

情况、事迹等进行严格初审，按照推荐名额提出初审推荐对象并排序，按照管理权限负责组织本地区初

审推荐对象征求干部管理、纪检监察部门意见，撰写初审推荐工作报告，于11月8日前将初步推荐材料报

部评选办。初步推荐材料包括：推荐工作报告、先进集体初审推荐表（附件3）、先进个人初审推荐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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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4）、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5）以及推荐对象简要事迹（2000字以内）。推荐工作报告内容包括：初

审推荐审核工作组织情况、征求意见情况、考察情况、公示情况、推荐意见。

中央农办秘书局，农业农村部机关各司局、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的拟推荐对象，经民主推荐、领导

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并在本单位公示无异议后，于10月30日前将初步推荐材料报部评选办，待初审结果公

示无异议后报送正式推荐材料。

（三）部评选办组织开展形式审查，重点对各地区各单位推荐材料的规范性，以及推荐渠道、程序、

范围、推荐名额比例、行业代表性等进行审核，确定有效推荐对象。部评选领导小组研究并差额确定正

式推荐对象，反馈各省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四）各省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在本省范围内对正式推荐对象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于11月30日

前将正式推荐材料加盖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公章后报部评选办。正式推荐材料包括：正式推荐

工作报告、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附件6）、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附件7）、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附件

8）、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9）、公示材料原件。

（五）部评选办组织对正式推荐对象进行复审，提出拟表彰名单报部评选领导小组审定后，在全国范

围内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形成最终表彰对象，由农业农村部印发表彰决定。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面向基层。评选要重点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倾斜，并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代

表性。副厅局级（或相当于副厅局级）及以上人员不参加评选，县处级领导干部不超过先进个人评选总数

的20%。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具有高级职称且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可按科

研人员身份参评。

（二）严格评选标准。评选工作要突出业绩导向，坚持德绩兼备，以思想政治表现、工作业绩和贡献

大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要坚持优中选优，确保推荐对象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实行自审负责

制，所在地区（单位）要对拟推荐对象严把政治关、条件关、事迹关，确保推荐材料的真实性。拟推荐对

象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干部管理、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要坚持干部档案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必核、廉政意见必听、有关信访举报必查。省级评选机构要采取适当方式深入考察了解推荐对象，坚决

杜绝带“病”推荐、参评。

（三）严肃工作纪律。对在评选表彰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或弄虚作假、借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

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经查

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取消所在省（区、市）或单位推荐对象的评选资格和相应的推荐名额。对已受表彰

的集体或个人，如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撤销其所获荣誉，并收回奖牌、奖章、证书。

六、表彰形式

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称号，颁发奖牌和证书；对评选出的先进个

人授予“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称号，颁发奖章和证书。

联系人：李厥桐   牛敏杰

联系电话：010-59194484  5919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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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59194086

电子信箱：nxhyjzx@126.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2号楼806室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研究咨询处

邮政编码：100125

附件：1．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2．评选工作联系表

3．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初审推荐表

4．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初审推荐表

5．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

6．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7．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8．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推荐人选征求意见表

9．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

农业农村部

2019年10月9日

附件1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   位
先进集体 
推荐名额

先进个人
推荐名额

1 北京市 7 19 

2 天津市 7 19 

3 河北省 9 28 

4 山西省 7 23 

5 内蒙古自治区 8 28 

6 辽宁省 8 25 

7 吉林省 8 25 

8 黑龙江省 11 28 

9 上海市 7 19 

10 江苏省 8 25 

11 浙江省 8 25 

12 安徽省 8 25 

13 福建省 7 25 

14 江西省 8 25 

15 山东省 9 25 

16 河南省 10 28 

序号 单   位
先进集体 
推荐名额

先进个人
推荐名额

17 湖北省 10 28 

18 湖南省 10 25 

19 广东省 9 25 

20 海南省 7 19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7 13 

22 重庆市 7 19 

23 四川省 9 23 

24 贵州省 7 19 

25 云南省 9 28 

26 西藏自治区 5 9 

27 陕西省 7 21 

28 甘肃省 7 20 

29 青海省 7 13 

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7 19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 19 

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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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评选工作联系表
单位（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评选工作机构 姓  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附件3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初审推荐表
集体名称

行政级别 单位性质 人员总数

负责人姓名及职务/职级 上级主管单位 所属行业/领域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邮编）

荣誉基础

   （至多填写三项）

推荐理由

（不超过300字）

  该集体近5年内没有发生违法违纪事件                                                      是 □     否 □

  上述情况真实准确，同意推荐                                                                      是 □     否 □

                                              签字人：

  （推荐对象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                                                            （盖  章）

    情况属实，同意推荐。

                                             签字人：

  （省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                                                              （盖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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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初审推荐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 职务/职级 单位性质

所属行业/领域 学历学位 职称/技术等级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邮编）

荣誉基础 （至多填写三项）

推荐理由 （不超过300字）

  该同志已连续从事“三农”工作5年（含）以上                                                                是 □          否 □

  该同志上述情况真实准确，同意推荐                                                                              是 □         否 □

                                       签字人：

  （推荐对象所在单位负责人）                                                                                             （盖  章）

   情况属实，同意推荐。

                                            签字人：

  （省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                                                                                         （盖  章）

附件5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

单位（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

序号 集体名称 行政级别 人员总数
负责人姓名
及职务/职级

上级主管部门 所属行业/领域 备注

……



通知决定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二、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职级 职称 身份证号 所属行业/领域 备注

……

注：1.按推荐顺序填写；

     2.所属行业/领域包括：种植、畜牧兽医、渔业、农垦、种业、农机、农田建设、党委农村工作、政务综合、党务、人事、法

规、政策改革、发展规划、计划财务、乡村产业、社会事业、合作经济、市场信息、国际合作、科教（环能）、质量监管等。

附件6

单位名称：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二〇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本表是推荐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用表。

二、本表用钢笔或打印填写，字迹要求工整清晰，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集体名称、负责人姓名和职务等必须填写准确，所在单位名称填写全称，推荐单位指农业农村（农牧）厅（局、

委）等。

四、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是指曾获得的地市级以上奖励。

五、主要先进事迹要求重点突出，字数2000字以内，可另行附页。

六、本表报部评选办一式3份，规格为A4纸。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 
推荐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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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职    务

集体行政级别 人员总数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

主要先进事迹
（2000字以内）

所在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7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二〇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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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民 族
照片

（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
色照片）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 学位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职级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励

工作简历

主要先进
事迹

（2000字
以内）

所在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本表是推荐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用表；

二、本表用钢笔或打印填写，字迹要求工整清晰，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填写内容必须准确，工作单位填写全称，职务职称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籍贯填写格式为XX省（自治

区、直辖市）XX市（县），推荐单位指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等；

四、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是指曾获得的地市级以上奖励；

五、工作简历从学徒或者初中毕业填起；

六、主要先进事迹要求重点突出，字数2000字以内，可另行附页；

七、本表报部评选办一式3份，规格为A4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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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推荐人选征求意见表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级：                             

干部管理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纪检监察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9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

单位（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

序号 集体名称 行政级别 人员总数
负责人姓名
及职务/职级

上级主管部门 所属行业/领域 备注

……

二、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职级 职称 身份证号 所属行业/领域 备注

……

注：1.按推荐顺序填写；

     2.所属行业/领域包括：种植、畜牧兽医、渔业、农垦、种业、农机、农田建设、党委农村工作、政务综合、党务、人事、法

规、政策改革、发展规划、计划财务、乡村产业、社会事业、合作经济、市场信息、国际合作、科教（环能）、质量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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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九批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的通知

农产发〔20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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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2019年中央1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发展“一

村一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在各地申报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审核，认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八家村

等442个村镇为第九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现予以公布。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突出优势特色，拓展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条，健全利益联结机

制，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品”，示范带动更大范围的乡土特色产业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

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24日

第九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

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八家村（崔村红苹果）

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甜那溪有机大桃）

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新华营村（鲜切菊花）

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前野厂村（安定桑葚）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花镇村（黄花镇蓝莓）

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河防口村（河防口红肖梨）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前鲁各庄村（张堪水稻）

北京市延庆区刘斌堡乡下虎叫村（民宿）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民宿）

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赵庄子村

   （现代都市渔业园）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东村（金果梨）

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小从村（水稻）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大屯镇（食用菌）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拨镇

     二道河子村（胡萝卜）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土门子镇丰果村 

   （苹果）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新集镇小营村（黄瓜）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荒佃庄镇（皮毛）

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留村乡朱山庄村（蒜黄）

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新马头镇礼村（邱县蜜桃）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安寨镇前衙村（葡萄）

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山口镇东尚村

  （隆尧鸡腿葱）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第什营镇西梨园村（葡萄）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怀安城镇黄家窑村

   （蔬菜）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二台镇金家村（马铃薯）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邯邰镇小流村

   （新乐西瓜）

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范庄镇大安一村（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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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东留春乡北邵村（黑小麦）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台鱼乡南台鱼村（林果）

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平阳镇白家峪村（香菇）

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曹洼乡岳庄村（玉米、谷子）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滕庄子乡孔店村（冬枣）

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臧屯镇九间房村（葫芦）

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霞口镇刘老人村（梨果）

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旧城镇（果蔬）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庙上乡（冬枣）

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胡兰镇保贤村（肉牛）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巨城镇半沟村（红薯）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店上镇绍良村（旱地西红柿）

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罗文皂镇管家堡村（粽子）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胡峪乡望台村（白水杏）

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横岭镇翟家庄村（肉牛）

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枣岭乡湾里村（花椒）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土沃乡南阳村

   （农业观光、康养旅游）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哈克镇

   （牛奶）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

    （生猪）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

   （阿尔巴斯白绒山羊）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互利村

   （甘薯）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三道桥镇

    和平村（西甜瓜）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

    （水稻）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水田村 

    （水稻）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

    苏木草根台嘎查（肉羊）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

    民族乡大兴村（甜玉米、鲜食玉米）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德岭山镇

    苏独仑嘎查（花生）

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养马甸子乡（香菇）

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大民屯镇（设施蔬菜）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二棚甸子镇（野山参）

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北井子镇獐岛村

   （休闲农业）

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椅圈镇李家店村（草莓）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七顶山街道拉树山村

   （大樱桃）

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蒙古营镇跃进村

    （设施蔬菜）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朝阳镇前柏林子村（蛋鸡）

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东城街道房申村（花卉）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石城乡花山村（生蚝）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东盛涌镇太平村

    （有机大米）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石岘镇河北村

   （食用菌）

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市新立乡公平村（水稻）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新立村（水稻）

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闹枝镇闹枝村（黑木耳）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富强村（蒲公英）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保寿镇红旗村（有机大米）

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呼和车力蒙古族乡车力村

    （绿豆）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大洼镇民乐村（瓜菜）

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清河镇（人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亚沟街道（粘豆包）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古城镇（白瓜子）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兰岗镇（西香瓜）

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榆林镇（兰榆蔬菜）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永和乡永和村（蔬菜）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共和镇

    胜利村（香瓜）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依龙镇奋斗村

   （甜菜）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孟家岗镇群英村

   （黑木耳）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二井镇实现村（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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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双榆树乡双胜村（小米）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食用菌）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淡水养殖）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黄桃）

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大米）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长乐社区

   （雪桃、草莓）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七坊村

   （休闲农业）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利港街道维常村

   （中华绒螯蟹）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八路镇（花卉）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城西回民村（梨）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湖头村

   （中华绒螯蟹）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武神潭村（大闸蟹）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街道虹桥村（果蔬）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大公镇于坝村（梨、桃）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张店镇张店社区（葡萄）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新街镇（苗木）

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马集镇合心村（黑莓）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

   （江蟹、扣蟹）

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沙沟镇（淡水鱼）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白米镇大安村（绿芦笋）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罗圩乡（蔬果）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恒济镇苗庄村（大闸蟹）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设施蔬菜）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水果）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青石镇（胡柚）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玉山镇（绿茶）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绿茶）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润街道涛头村（青蟹）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三溪口街道白浦村（杨梅）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葡萄）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大黄鱼）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径山村（红茶、绿茶）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长城村（芦笋）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大麻镇（中华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长塘镇罗村村（毛笋、笋干）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泗州头镇里坑村（甜瓜）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榴园村（石榴）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城庄镇坡里王屯村（西瓜）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湖镇汤庄村（恋思萝卜）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城关镇沟东村（酥梨）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新田镇赵村村（宣木瓜）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家朋乡万莲水村（山核桃）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丁香镇红桃村（红茶）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冶溪镇琥珀村（绿茶）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流口镇茗洲村（绿茶）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烟墩镇霭里村（休闲农业）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卢村乡石狮村

   （绿茶、黄茶等）

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许岭镇雨岭村（猕猴桃）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八公山镇下郢村

   （豆制品加工）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芦溪乡芦溪村（乌龙茶）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舒茶镇（绿茶）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乌溪镇（蟹苗）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寺前镇（绿茶）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梅溪镇（橄榄）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一都镇（枇杷）

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林坊镇（地瓜）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东留镇（芙蓉李）

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澄源乡（白茶、红茶、绿茶）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仙阳镇（粮食）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社口镇（红茶）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赛岐镇（葡萄）

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太子参）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太平镇（青梅）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书洋镇（乌龙茶）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钟山镇（蔬菜）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五里街镇（水果）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鲍鱼）

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寨里镇山头村（富硒大米）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金桥乡小桥村（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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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蔬菜）

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油山镇长安村（脐橙）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王桥镇璋峰村

   （王桥花果芋）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澧溪镇北湾村（韩花梨）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太平关乡白沙村（瓜蒌籽）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洪塘镇布上村（蓝莓）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塔下乡茶十村（紫皮大蒜）

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张村乡张村村

    （德兴覆盆子）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王港乡高沙村（杨梅）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高洲乡高滩村（大米）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潢溪镇金墩村（甘蔗）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幽兰镇（蔬菜）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龙勾乡（脐橙）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徐家镇（白花蛇舌草）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白水镇（井冈蜜柚）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横龙镇（井冈蜜柚）

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五府山镇（蜂蜜）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双林镇（夏布）

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朱集镇（红枣）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董杜庄镇（西瓜）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朱庄村（玫瑰）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胶河生态发展区张家庄村

   （土豆）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樱桃）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麻店镇（西瓜）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蒲汪镇大王庄村

    （长虹岭花生）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草莓）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梁宝寺镇

     （大豆种、小麦种）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前良村（樱桃）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燕崖镇（大樱桃）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旅游度假区周戈庄村

    （海参）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麒麟镇南曹村（种鸭）

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坪上镇（大樱桃）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七级镇（菠菜）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乡饮乡南赵庄村

    （粉皮、粉条）

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南赵楼镇甄庄（平菇）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泉庄镇（桃）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坊子乡叶庄（西葫芦）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吴村镇（葡萄）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河头店镇松旺庄村

    （西红柿、黄瓜）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化雨镇（金针菇）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两甲庄村（大樱桃）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利国乡（洼地绵羊）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东姚镇北坡村（小米）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马头村（樱桃）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桑园村（乡村旅游）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八里营镇西苑村（甜瓜）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丁河镇（香菇）

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和兴镇大牛村

    （菜心、芥蓝、小白菜）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焦村镇水沟村（石榴）

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任集乡冷庄行政村（西芹）

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砖店镇大宋庄村

    （有机蔬菜）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曹里乡（蔬菜）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慈圣镇陈阳村（辣椒）

河南省焦作市焦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办事处

    辛庄村（红宝石葡萄）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胡族铺镇迎河村

    （迎河柑橘）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任店镇月庄村（韭菜）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白庙乡白庙村（甘薯）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余关镇（核桃）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蔬菜）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皇帝庙乡吴集村（大蒜）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郭乡蔡庄村

    （怀药种苗繁育）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霍庄村（社火道具）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石咀村（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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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董家台村（天麻）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王家桥镇（蜜柚）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永田坝乡王家桥村（柑橘）

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柑橘）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绿茶）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隔蒲潭镇大余村（马铃薯）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福田河镇（麻城福白菊）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独山镇（水果）

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高铁岭镇（斑点叉尾鮰）

湖北省随州市随县环潭乡柏树湾村（金银花茶）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燕子镇

    新行村（蔬菜）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翔凤镇

    老茶村（油茶）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小村乡

   （白茶、绿茶、红茶）

湖北省潜江市老新镇秀河村（虾稻共作）

湖北省天门市九真镇明庙村（炒米）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柴湖镇罗城村（盆花）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镇华垅村（花卉苗木）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沿溪镇沙龙村（南瓜、莴笋）

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栗江镇六合村（花椒）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明月镇云岩社区

    （醴陵玻璃椒）

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休闲农业）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古楼乡（绿茶、红茶）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杨林寨乡（蔬菜）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龙阳街道王海坪社区

    （汉寿甲鱼）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罗塔坪乡长寿村（莓茶）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横堤村（茶油）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晋屏镇宅侯村（宅侯贡米）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伊塘镇孟公山村（西瓜）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岩垅乡（柑桔）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永丰镇（永丰辣酱）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松柏镇

   （猕猴桃）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比耳镇

   （柑橘）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洞山镇

    黄金村（绿茶）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桃尧镇（梅县金柚）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柏塘镇（绿茶）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九峰镇（黄金柰李）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马圩镇（贡柑）

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沙湖镇（沙湖大米）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榃滨镇（肉桂）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大沟镇（对虾）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上坪镇（鹰嘴蜜桃）

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良垌镇（荔枝）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荔枝）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棉洋镇（红茶）

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建城镇（无核黄皮）

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澄江镇暖田村（有机蔬菜）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龙田镇碧园村（鸽）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龙湾镇棠棣村（南药）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南平村（双壳槐枝）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汶朗镇汶朗村（汶浪蜜柚）

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麒麟西瓜）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乌石镇那毛村（番薯）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南岭镇庄田村（绿茶）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坑口村

   （红茶、绿茶、白茶）

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深澳镇后花园村（乌龙茶）

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海宴镇五丰村（菜心）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南磜镇金山村（白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溶江镇（葡萄）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安和镇（香芋）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白沙镇（金桔）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麻垌镇

    （麻垌荔枝）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社坡镇（腐竹）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龙川镇（油茶）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鲁比村

    （葡萄）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鹿寨县鹿寨镇石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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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寨蜜橙）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洛沙村

    （食用菌）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金田村

    （淮山）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白石水镇良田村

    （番石榴）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武利镇汉塘村

    （电商果苗）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蒙山县蒙山镇甘棠村

    （砂糖桔）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天峨县岜暮乡公昌村

    （旱藕）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四山村

    （猕猴桃）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龙川镇平禄村

    （油茶）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祥周镇模范村

    （香蕉）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保平村（毛豆）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石斛）

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岭脚村（莲雾）

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永丰村委会（荔枝）

海南省儋州市大成镇推寨村委会南吉村（黄皮）

海南省琼海市塔洋镇（柠檬）

重庆市万州区龙驹镇龙溪村（绿茶）

重庆市涪陵区大顺乡天宝寺村（中药材）

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回龙坝村（金沙杏）

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街道双龙村（盆景）

重庆市长寿区云台镇八字村（水稻）

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柑橘）

重庆市南川区兴隆镇金花村（蓝莓）

重庆市潼南区柏梓镇（柠檬）

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四合村（蔬菜）

重庆市城口县沿河乡联坪村（花菇）

重庆市丰都县龙孔镇楠竹村（柑桔）

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豹岩村（蜂蜜）

重庆市忠县新立镇双柏村（柑橘）

重庆市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中药材）

重庆市云阳区双龙镇竹坪村

    （纽荷尔脐橙、红肉脐橙）

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大坝村（脐橙）

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巫山脆李）

重庆市巫溪县峰灵镇谭家村（冬桃）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蜂）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钟鼓村

    （红薯）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胥家镇（猕猴桃、蔬菜）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长松村（水蜜桃）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互助镇（柑橘）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马蹄镇（甜橙）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和新镇（辣椒）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二郎庙镇青林村（白花桃）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李家乡（蔬菜）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甘露镇玉皇村（枇杷）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越溪镇插旗村（绿茶）

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劳动乡福来村

    （绿茶）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马鞍镇险岩村（香菇）

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三坝乡（锦橙）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双林乡麻柳村（花椒）

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巡司镇银星村（红茶、绿茶）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两河镇大桥村（脐橙）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顾县镇（中药材）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月华镇九银村（糯稻）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鹿鸣镇燕山村（绿茶）

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回隆彝族乡石龙村（枇杷）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高台乡百家池村（柑桔）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龙台镇花果村（柠檬）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姑咱镇达杠村

    （苹果）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锦川镇（桑葚）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柳川镇

    清江村（剑河白香猪）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岩架镇

   （糯米蕉）



通知决定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龙家镇先锋村（稻渔）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小关乡（山银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普安镇

   （水晶葡萄）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石硐镇大洪村（猕猴桃）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

    上洋村（有机稻米）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岚头镇三桥社区（绿茶）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兴仁镇

    烧茶村（蓝莓）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滑石乡老麻塘村（稻米）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板溪镇凯塘村（食用菌）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民主镇大厂荫村（绿茶）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猴场镇格寨村（苹果）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高田村（蔬菜）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缪家营社区

   （宝珠梨）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新木凹村

    （人参果）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新寨村（柑橘）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大厂乡

    大厂村（绿茶）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刘厂镇松梅村

    （蚕桑）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柯街镇芒赖社区（蔬菜）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江东村（火龙果）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片角镇卜甲村（软籽石榴）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鲁甸乡鲁甸村（中药材）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待补镇（夏季草莓）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黄瓜园镇（青枣）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三台乡（核桃）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秀山街道办事处（蔬菜）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骑

     马坝乡（胡椒）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丽江雪桃）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中心镇（芒果）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

    （老窝火腿）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新马乡

     响水村（水稻）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

     启别村（冰葡萄）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聂荣县帕玉村（奶制品）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班戈县佳琼镇热卡努玛村

   （畜产品加工销售）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伦布雪乡苏格村

    （苏格绵羊）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结县琼孜乡牧村

    （羊毛加工）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年堆乡萨培村

    （卡垫）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洛隆县孜托镇格亚村（青稞）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槐柏镇（苹果）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焕古镇（绿茶）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樱桃）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雷牙镇（苹果）

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木瓜镇（府谷黄米）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苹果）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峡口镇（绿茶）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

    （小麦、玉米良种繁育）

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富水镇（绿茶）

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酒房镇（蔬菜）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栏杆堡镇（黑豆）

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迪庄村（花椒）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南宽坪镇甘沟村（绿茶）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义合镇墕头村（苹果）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石泉饶峰胜利村（黄花菜）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

    （设施蔬菜）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交道镇樊家川村（酥梨）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哑柏镇昌西村（猕猴桃）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青化镇孙家村（苹果）

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马额发展服务中心新邵村

    （苹果）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桃镇申家沟村（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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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江口镇柘梨园村（食用菌）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文昌村（花椒）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五合镇白茨林村（枸杞）

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清泉乡跃进村（人参果）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苦水镇（苦水玫瑰）

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永兴镇捷地村（苹果）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杨崖集镇杨崖集村

    （中药材）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岔口驿村

    （蔬菜）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安伏镇（苹果）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牛、羊）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收成镇（蜜瓜）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万泉镇（苹果）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鲁沙尔镇上重台村

    （娃娃菜）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田家寨镇拉尕村

    （红根甜菜）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李家壕村

    （乐都大樱桃）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沟乡南垣村

    （油用牡丹）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怀头他拉镇

     绿源村（红枸杞）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乡拉格日村

   （藏羊）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松乡

     夏日达哇村（牦牛）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尕让乡黄河滩村

    （露天辣椒）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彩达村

    （苹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田坪乡大岔村

     （马铃薯）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高沙窝镇施记圈村

    （滩羊）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徐套乡田家滩村

    （硒砂瓜）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郝家桥镇西渠村

    （特色草制品加工）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梧桐树乡沙坝头村

    （露地西瓜）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孟塬乡小石沟村

    （中华蜂）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

    （肉牛养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大庙桥村

    （设施辣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依干其乡

     尤喀克巴里当村（林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

     吐孜鲁克喀什村（棉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

     伊斯勒克墩村（红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洛浦县

    拜什托格拉克乡（红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三塘湖镇中湖村（哈密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勒县库木西力克乡

     库木西力克村（制种小麦、复播谷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二十里店镇林场村（苗木、花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

     硝尔村（蔬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

     芦草沟镇四宫村（薰衣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柯坪县

     阿恰勒镇（恰玛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塔里木乡

     英达雅村（塔里木草湖小山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25团（辣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50团（冬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22团（色素辣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25团三连（葡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4团七连（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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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第六届全国水产
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

农渔发〔2019〕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各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章程》相关规定，第五届全国水产

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任期已满。为保障审委会工作顺利开展，在广泛征求意见

基础上，我部组织开展了第六届审委会组成人员遴选工作。根据遴选结果，现印发第六届审委会组成人

员名单。请各单位继续支持审委会工作，确保专家充分履职尽责。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23日

第六届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

桂建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院士

副主任委员：

李书民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一级巡视员

包振民  中国海洋大学                                               院士

邓    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胡红浪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副站长

秘书长（兼）：胡红浪  

委员：

1. 鱼类

桂建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院士

邹桂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李家乐  上海海洋大学                                               教授

董在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研究员

刘洪军  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                                研究员

顾志敏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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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  集美大学                                                           教授

李传武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栾   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王炳谦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罗永巨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2. 虾蟹类

孔   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江世贵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杨国梁  湖州师范学院                                                    教授级高工

傅洪拓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研究员

李富花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王春琳  宁波大学                                                            教授

夏爱军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3. 贝藻类

包振民  中国海洋大学                                                    院士

李    琪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白志毅  上海海洋大学                                                    教授

邓岳文  广东海洋大学                                                    教授

丁    君  大连海洋大学                                                   研究员

刘    涛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逄少军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陆勤勤  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谢潮添  集美大学                                                            教授

叶乃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4. 其他类

常亚青  大连海洋大学                                                    教授

朱新平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丁雪燕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推广研究员

赵亚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胡    炜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5. 管理类

李书民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一级巡视员

邓    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胡红浪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副站长

陈家勇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养殖处               处长

高    勇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苗种处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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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农垦国有农场
办社会职能改革“回头看”工作的通知

农办垦〔20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委、局）、农垦管理部门、财政厅（局）、教育厅（委）、卫生健康

委、民政厅（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

2016年以来，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精神，大

力推进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任务基本完

成。为确保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善始善终落实到位，针对当前个别省份改革尚未到位、已基本到

位的一些省份尚有遗留问题等情况，根据《深化农垦改革发展2019—2020年部门重点任务责任清单》，农

业农村部、财政部、中央编办、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0月至11月开展农垦

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回头看”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回头看”目的

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的部署要求，全面了解掌握各地改

革任务落实情况，总结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分析存在的难点问题，推动各地进一步完善改革举措，善始

善终全面完成改革任务，确保改革达到预期目标。

二、“回头看”主要内容

各地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中的人员安置、资产移交、债务处理、经费保障、职能衔接、政策

覆盖等重点举措落实情况；对采取“内部分开、管办分离、授权委托、购买服务”方式进行改革的农场，

重点了解落实政府授权和购买服务、政策覆盖等情况。具体包括：

（一）人员安置情况。办社会职能改革所涉及人员的编制处理、安置路径、工资待遇、社会保险接续

等情况，所涉及人员对安置措施的满意度等。

（二）资产移交情况。办社会职能改革中公益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划分办法，是否存在资产划分不规

范、移交不透明、不彻底等情况。

（三）债务化解情况。办社会职能改革过程中的债务处理办法，农场债务负担是否切实得到减轻。对

留在国有农场等企业的办社会职能债务拟采取的化解办法等。

（四）经费保障情况。地方政府对已接收办社会职能的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安排情况；采取“内部分

开、管办分离、授权委托、购买服务”方式进行改革的农场，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落实情况。农场办社会

职能负担减轻情况。

（五）职能衔接情况。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已移交地方政府的农场，相关社会管理工作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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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衔接，有无出现管理真空；采取“内部分开、管办分离、授权委托、购买服务”方式进行改革的农场，政

府授权委托情况是否到位，工作机制是否理顺。

（六）政策覆盖情况。农场是否纳入地方政府编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公共服务

体系规划等并同步组织实施，是否全面纳入国家强农惠农富农和改善民生政策覆盖范围。

（七）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与建议。

三、“回头看”工作方式

“回头看”工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各地自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努力准确客观反映

改革成效、发现存在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一）各地开展自查。各省（区、市）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牵头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围绕“回头

看”主要内容，对标中央要求，对照原农业部等6部委印发的《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方案》和

本省（区、市）制定的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形成本省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

改革自查报告。自查报告既要反映2016年以来的改革进展，也要突出2019年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自查报

告请于11月30日前，以相关厅局联合行文的形式将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七份）报农业农村部农垦局。

（二）开展重点省份抽查。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部级或司局级、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司局级领导带

队，相关部委司局同志和专家参加，组成3个抽查小组，对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宁夏、广东、广西等6个

省（区）进行抽查。抽查主要采取查阅各地出台的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文件和改革过程中的档案

资料，听取省直相关责任部门工作汇报等方式，全面了解省级层面推进农垦改革工作进展情况；深入有关

市县和国有农场，采取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实地查验办社会职能

改革进展情况，特别是关键问题的改革举措。抽查结束后，将形成抽查情况报告。

“回头看”有关情况将适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四、有关要求

本次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回头看”事关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请各地务必给予高度重

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对“回头看”中发现的

问题，要加大协调督促力度，边自查、边解决，切实落实相关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避免出现改革不到位、

不彻底的问题。重点抽查的6个省（区）请确定一名工作联络员，于10月18日前报农业农村部农垦局。

联系单位：农业农村部农垦局

联系电话：010-59192667   59192645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

邮箱：nkjzhfch@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19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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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19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备案情况的通知

农办牧〔2019〕58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财政厅（局），黑龙江省农

垦总局：

按照《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9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牧发〔

2019〕14号）要求，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对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审查。

总体来看，项目实施方案契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向，科学性、操作性较强，基本符合项目实施要求，

原则上予以备案。

现将备案情况予以公布。请省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组织项目县进一步完善细化项目实施方案，抓好

项目落实，确保项目执行进度和实施效果。要强化项目信息报送，及时将辖区所有项目县全口径项目计划

提交到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并按季度报送项目进度。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因特殊原因确需变

更实施方案的，应按程序审查并向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备案。 

附件：2019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备案情况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19年9月18日

附件  

2019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备案情况表

序号 省份 数量 申报县名单

1 河  北 12
晋州市、滦州市、迁安市、大名县、武安市、宁晋县、徐水区、易县、沽源县、涿鹿县、
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三河市

2 山  西 3 山阴县、应县、太谷县

3 内蒙古 9
赛罕区、九原区、科尔沁左翼后旗、开鲁县、牙克石市、凉城县、察哈尔右翼中旗、
乌兰浩特市、锡林浩特市

4 辽  宁 8 沈北新区、辽中区、康平县、法库县、新民市、大洼区、绥中县、建昌县

5 吉  林 4 九台区、蛟河市、舒兰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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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数量 申报县名单

6 黑龙江 11
宾县、龙江县、依安县、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讷河市、集贤县、宝清县、肇州县、
海伦市

7 黑龙江农垦 4 宝泉岭管理局、红兴隆管理局、九三管理局、牡丹江管理局

8 安  徽 7 长丰县、肥东县、怀远县、固镇县、寿县、萧县、利辛县

9 福  建 2 永定区、武平县

10 江  西 8 新建区、南昌县、渝水区、南康区、兴国县、袁州区、万载县、东乡区

11 山  东 10 平邑县、兖州区、邹城市、莱芜区、莒南县、陵城区、平原县、莘县、邹平市、单县

12 河  南 24
中牟县、新郑市、祥符区、杞县、孟津县、偃师市、舞钢市、林州市、原阳县、鄢陵县、
禹州市、长葛市、郾城区、召陵区、睢县、虞城县、夏邑县、罗山县、扶沟县、沈丘县、
郸城县、淮阳县、鹿邑县、济源市

13 湖  北 13
黄陂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宜都市、当阳市、枝江市、公安县、蕲春县、通城县、
广水市、恩施市、鄂州市、利川市、巴东县

14 湖  南 24
渌口区、茶陵县、雨湖区、衡山县、衡东县、常宁市、邵东县、新邵县、洞口县、绥宁县、
华容县、湘阴县、汨罗市、汉寿县、澧县、南县、宜章县、资兴市、零陵区、冷水滩区、
东安县、江永县、宁远县、江华瑶族自治县

15 广  东 6 开平市、高州市、化州市、怀集县、四会市、博罗县

16 广  西 6 横县、兴安县、港北区、覃塘区、桂平市、八步区

17 重  庆 14
万州区、涪陵区、大足区、长寿区、永川区、潼南区、梁平区、垫江县、武隆区、奉节县、
巫山县、巫溪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18 四  川 28
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新津县、邛崃市、崇州市、简阳市、荣县、富顺县、纳溪区、
罗江县、昭化区、旺苍县、安居区、蓬溪县、大英县、犍为县、东坡区、江安县、长宁县、
广安区、岳池县、名山区、巴州区、平昌县、雁江区、西昌市、会理县

19 贵  州 1 播州区

20 云  南 12
麒麟区、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昌宁县、腾冲市、禄丰县、弥勒市、建水县、
泸西县、丘北县

21 陕  西 1 临潼区

22 甘  肃 1 玛曲县

23 青  海 1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24 新  疆 4 昌吉市、奇台县、新源县、尼勒克县

25 大  连 2 普兰店区、庄河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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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第一批
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通知

农办政改〔2019〕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委、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家庭农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

次集体学习和参加2019年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

发展。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都予以强调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在中央及各地一系列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我

国家庭农场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2018年底，全国纳入农业农村部门名录的家庭农场近60万家。这

些家庭农场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全国家庭农场高质量发

展，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26个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分别来自东中西部各个省份，涵盖了种养加

多个产业，既有个性特点，又有共性经验，具有贴近小农户的特点，符合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

效益明显的要求，值得各有关单位、家庭农场经营者在实践中参考借鉴。现将典型案例名单予以公布，并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习借鉴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共性经验

一是围绕市场需求开展生产经营。这些家庭农场立足当地特色和市场需求，通过采集和运用市场信

息，有针对性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河南王飞家庭农场依托靠近城区、采

摘体验需求大的优势，通过搭配果树大棚、露地种养、生态育苗等多种生产模式，形成了以生态休闲农

业为主的综合农场。

二是因地制宜实现最佳规模效益。这些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与当地的资源条件、农业行业特征和农

产品品种特点相适应、与经营者的能力水平相适应。同时，最佳经营规模也不是一成不变，而会随着市场

条件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范围内，家庭农场是可以自主动态调整的。甘肃顺天

家庭农场不断根据经济效益调整经营规模，经营土地面积有大有小，灵活变化。

三是注重现代农业科技运用。这些家庭农场既能较好传承传统精细农艺，又持续不断引进现代农业

科技，推广应用了与家庭经营相适应的实用技术。河北国奇农兴家庭农场与河北农大、河北农科院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定期聘请专家到农场进行生产经营指导。

四是走绿色发展之路。这些家庭农场十分重视农业绿色发展，普遍采用了生态绿色友好型技术，有

的实施保护性耕作等保护地力和生态措施。安徽稼农家庭农场始终秉持种地与养地相结合的绿色种植

理念，每年都要在不同的地块取土，送土肥站检测，并采取稻肥三年循环轮作的方式养地保地。

五是生产管理制度比较健全。这些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范，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在内部管理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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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明显。湖南孔蒲中家庭农场将质量意识贯穿于生产各个环节，按照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制定了严格的质

量管理制度和生产操作规程。

六是加强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联合合作。这些家庭农场普遍与农民合作社、社会化

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其他主体构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有效带动了普通农户。上海李春风家庭农场

与本村4户家庭农场建立农机互助小组，为本村1500余亩土地提供农机服务；牵头创办了合作社，还与松

江本地农业龙头企业签约，以高于市场收购价销售优质稻谷。

七是重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些家庭农场普遍注重又充分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努力实现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创造和增加农业多元效益。重庆昌元家庭农场购置了大米加工设备，开展稻米加工

销售，亩均收益明显提高。

八是发挥服务带动普通农户作用。这些家庭农场在自身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服务和带动当地

农户。青海宝丰家庭农场采取“家庭农场+普通农户”模式，带动周边40多户农户从事蚕豆生产，增加收

入。

广大家庭农场要向典型榜样看齐，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本地资源与特色，不断优化种养结

构，采用现代科技，坚持绿色生产，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健全生产管理制度，

注重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发挥对普通农户的服务带动作用，逐步实现农场经营规模适度

化、管理规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市场化，为现代农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发展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促进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工作

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

计划的指导意见》部署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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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农户主体，把符合条件的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纳入家庭农场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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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引导和支持，完善登记

和名录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加强组织领导，防止“垒大户”；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坚持示范引领，树立一批家庭农场发展范例，形成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库，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促进家庭农

场高质量发展。

附件：第一批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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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批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名单

一、种植类

1. 安徽天长市稼农家庭农场

     ——科学种田创高产 规模经营增收入

2. 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明宇家庭农场

    ——挖掘农产品品牌价值 树立良好市场信誉

3. 山东郯城县农大家庭农场

    ——科学种粮与生产服务“两手抓”

4. 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国奇农兴家庭农场

    ——创出品牌占市场 开展服务增效益

5. 山东济宁市兖州区向阳花家庭农场

    ——规模经营多元化 休闲观光绿色化

6. 河南夏邑县王飞家庭农场

    ——科学搭配种植品种 实现四季稳定增收

7. 天津蓟州区禹道家庭农场

    ——特色经营谋定位 多元经营增效益

8. 青海大通县宝丰家庭农场

    ——实行麦豆轮作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9. 吉林永吉县张全家庭农场

    ——产销一体提效率 提供服务增收入

二、养殖类

10. 甘肃天水市麦积区辉旭养殖家庭农场

       ——立足服务当地 养出特色与效益

11. 四川开江县鸿发家庭农场

     ——打造生态养殖模式 示范引领一方产业

12. 贵州凯里市玉龙养殖家庭农场

     ——公司和农场利益共享 农民和企业风险共担

三、种养结合类

13. 上海松江区李春风家庭农场

      ——“三位一体”集约发展 

                破解“谁来种地”难题

14. 四川宜宾市叙州区稻香坛种养殖家庭农场

      ——实行虾稻共作 突破技术难题

15. 重庆涪陵区洪家大院家庭农场

     ——建四季精品水果园 

              走农旅结合致富路

16. 重庆巴南区昌元家庭农场

      ——种植养殖双增效 生产服务齐增收

17. 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四娃圆梦家庭农场

      ——特色种植 轮作养地 托管服务

18. 吉林长春市九台区绿野家源家庭农场

      ——多元经营防风险 循环种养增效益

19. 江西都昌县金稻家庭农场

      ——坚守有机梦 只做健康米

20. 山西稷山县全胜家庭农场

     ——荒山秃岭建农场 

             产品插上互联网金翅膀

21. 广东珠海市斗门区禾菜园家庭农场

     ——向农业科技要效益 

             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22. 甘肃敦煌市顺天家庭农场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结构 

              以效益为核心调优规模 

23. 新疆阿克苏市盛世桃源家庭农场

     ——探索多元种养结构 

             打造休闲“林果农场”

24. 湖南浏阳市孔蒲中家庭农场

     ——稻田综合种养质量高 

             生态循环模式效益好

25.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白海林

      家庭农牧场

     ——农牧循环经营效益增 

              资源综合利用生态优

26. 江苏句容市如花家庭农场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发展立体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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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十佳农技推广
标兵”2019年度资助项目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

农办科〔2019〕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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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激励广大基层农技人员扎根基层、服务农业，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用技术推广中发挥更

大作用，根据《“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资助项目遴选办法》，现就2019年度资助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推荐范围为在县、乡两级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并做出显著成绩的科技人员，不包括行政编制人员。

二、推荐名额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别推荐2名候选人，大连、青岛、宁波3个计划单

列市分别推荐1名候选人。

三、人选条件

“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应是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且目前仍在农业技术推广一线工

作的农业科技人员，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技术精湛，有丰富的农技推广经验，业务能力强，服务意识强。

（三）业绩突出，在农业生产一线推广了多项关键技术，在提高农产品产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升农民素质、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显著。

（四）作风扎实，常年深入农村农户开展技术培训咨询和试验示范工作，积极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出谋

划策。

（五）累计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20年以上（不含行政编制身份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时

间）。事迹特别突出的科技人员，可不受从事农技推广服务工作时间限制，但须由所在地县（市、区）政府

出具证明函。

（六）口碑良好，当地基层农业农村部门、农技推广机构、农民群众等各方面普遍认可。

获得过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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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农技员等奖励荣誉的农技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

曾发生严重违规违纪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人，不能申报。

四、推荐程序

（一）推荐人选须经所在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民主推荐，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

工作日无异议后，由所在单位填写《“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2019年度资助项目推荐书》（见附件），撰

写被推荐人选先进事迹材料，报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成立审核委员会，对推荐人选以及相关材料进行核查。经核查合格的，签署

意见并加盖公章后，自下而上逐级推荐。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部门成立推荐评委

会，按照分配名额产生推荐人选，在本辖区主要媒体或门户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中华农业

科教基金会。

五、材料报送

（一）按要求填写《“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2019年度资助项目推荐书》，须本单位和县级及以上农

业农村部门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推荐人选事迹材料为通讯体裁，3000字以内，用A4纸双面打印装订。

（三）推荐材料一式三份，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以正式文件报送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电子版同时

发送电子邮箱），并注明联系人和电话。

（四）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6日。

六、联系方式

（一）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资金管理部

联系人：罗昱凡  施丽黎

联系电话：010-59194698  010-59194457                传真：010-59194458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0号楼334室    邮编：100125

电子邮箱：casef4458@163.com

（二）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

联系人：白祯  付长亮

联系电话：010-59193023  010-59192911    传真：010-59193003

附件：“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2019年度资助项目推荐书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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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2019年度资助项目推荐书

被推荐人：                                           

推荐单位：                                    

填报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制

被推荐人基本信息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教育程度

所在单位及职务（职称）

主要工作方向和内容

手    机

地    址

身份证号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推荐理由
（介绍被推荐人主要经历、主要

业绩、在推广工作中作出的突出贡
献等情况）

（500字以内）

先进事迹（3000字以内，通讯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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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表

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地级农业农村 
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农业农村
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每位推荐人提交电子版材料中单独附1张2寸标准证件照电子版（不可使用翻拍或扫描的照片，分辨率不低于626*413像

素）和3〜5张近期工作照电子版（要求主题明确、人物突出、画面清晰，每张照片不小于2MB，最好为工作一线现场照片，

附照片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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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2019年上半年
全国肥料监督抽查情况的通知

农办农〔2019〕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2019年上半年，我部组织7家部级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北京、天津、河北等29个省（区、

市）肥料生产企业和农资市场生产销售的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和大量元素水溶肥料进行了监督抽查。

现将监督抽查结果通报如下。

一、抽查情况

此次抽查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农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石家庄）、农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沈阳）、农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杭州）、农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农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郑州）、农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宁）、农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成都）等7家质检中心负责实施。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等29个省（区、市），共计抽取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样品323个，抽

样基数1174吨，涉及250家生产企业和157家销售单位。

二、抽查结果

（一）总体情况。此次抽查的323个肥料样品中，合格样品291个，合格率为90.1%，与2018年抽查样品

合格率（90.8%）基本持平。其中，抽查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样品227个，合格样品215个，合格率为94.7%，

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8个百分点；抽查大量元素水溶肥样品96个，合格样品76个，合格率为79.2%，与2018

年相比上升了4.2个百分点。

（二）生产环节。在116家肥料生产企业抽查样品125个，合格样品114个，合格率为91.2%。

（三）流通环节。在157家经销单位抽查样品198个（涉及147家生产企业，其中13家在生产环节也抽

查了样品），合格样品177个，合格率为89.4%。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养分含量不足仍是产品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此次抽查不合格肥料样品32个，主要存在单一养分

和总养分含量不足、氯离子和砷含量超标等问题。其中，养分含量不足的样品有24个，占不合格样品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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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5%，氯离子和砷含量超标的各4个。不合格产品名单详见附件。

（二）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合格率偏低。本次抽查大量元素水溶肥样品合格率为79.2%，虽较2018年有

所提升，但总体合格率仍远低于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微量元素含量与标识值不符和

砷元素含量超标。

（三）肥料产品标签标识问题较多。目前各类肥料产品标签标识问题较多，字体、字号及肥料命名混

乱，如使用美国神肥、高效钙宝、高钾宝、肽素肥、活土氮肥等名称，夸大甚至误导的表述较多，如夸大肥

料的膨果、生根、重茬改良、抗病等功效。

四、整改意见

一是督促不合格企业及时整改。有关省（区、市）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对存在问题的生产

者、经营者进行处理，督促企业加强管理，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对产品不合格的肥料生产企业，责令限期

整改。

二是做好不合格产品后续核查和处置。各地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继续对抽查不合格的肥料生

产者、经营者加强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对质量连续不合格的登记产品，按《肥料登记管理办

法》规定，肥料登记证有效期满后不予续展，并将不合格企业作为重点监督和检查对象。

附件：2019年上半年全国肥料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名单(略)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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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肥料登记
产品检验检测机构申报工作的通知

农办农〔2019〕16号

各有关检测机构：

为做好肥料登记审批，规范肥料样品检验检测工作，农业农村部拟公开遴选一批具备相应条件的检

测机构（以下简称“承检机构”），承担申请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产品的检测任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采取自愿申报与竞争性遴选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资料审查、现

场核查和专家评审，确定承检机构资格。承检机构受农业农村部委托，对申请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产品

开展质量检测、毒性检测、微生物肥料菌种鉴定、抗爆性能试验、降解试验等工作。承检机构应当严格检

测程序，强化质量控制，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检测试验任务，确保检测试验结果真实有效。

本次遴选确定的资格有效期3年，有效期内我部根据申请肥料登记的产品情况向承检机构安排检测

任务。

二、申报条件

申报承检机构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国家计量认证（CMA）证书，具备相应的肥料产品承检能力。优先考虑获得中国国家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CAL）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CNAS）或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考核（CATL），以及承担过肥料国家标准或农业行业标准制定及国家相关研究项目的机构。

（二）具有完成肥料登记产品检测和安全性评价试验任务所需要的组织机构、管理机制和协调能

力。

（三）近3年内承担的相关肥料产品检验工作无重大过错，在相关检测业务中没有发生违法违规行

为。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承检机构的单位应如实填报《肥料登记产品承检机构申报书》（见附件），并提交相关资

质证书、计量认证附表复印件和其他证明材料。申请单位应于2019年10月25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加

盖公章的申报材料一式3份，报送至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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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会同相关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组

织现场核查。

（三）《肥料登记产品承检机构申报书》等有关文件可登录农业农村部网站（www.moa.gov.cn）下载。

四、联系方式

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评审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于兆国  沈德龙

电话：010-82107535  82106734

传真：010-82107897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肥料与节水处

联系人：薛彦东

电话：010-59191433

传真：010-59193347 

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11号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邮编：100125

附件：肥料登记产品承检机构申报书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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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肥料登记产品承检机构申报书

申  请  机  构：                                           

申请承检产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申请机构所填报、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必须真实、合法、有效。

（二）申请承检产品按“化学肥料产品”或“微生物肥料产品”填写。

（三）申请类别中“降解试验”针对缓释肥料产品和农林保水剂；“抗爆性能试验”针对含有硝态氮成分的产品；“微

生物肥料菌种鉴定”和“微生物肥料菌种毒理学”针对微生物肥料产品。

（四）可增附机构相关证书、证明、说明等材料，装订成册。

申请机构承诺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机构承诺如下

1.所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2.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承担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3.已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完成了承检产品的各项准备工作，自提交申请书之日起可以随时开

展产品承检工作。

4.接受承检任务后，严格按照要求及时、准确完成承检任务，保证结果公正，不得擅自对外发

布检验信息。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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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申报机构(填写全称)

上级主管部门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大专院校      □其他    请注明    

组织机构代码

通信地址 邮编

机构法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二、申报类别（可多选）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降解试验

□微生物肥料菌种鉴定 □微生物肥料菌种毒理学试验 □抗爆性能试验

三、检验资质及内部管理

审查认可证书编号 审查认可证书有效期

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考核合格证书截止日期

授权认可证书编号 授权认可证书有效期

其他证书编号 其他证书有效期

…… …… …… ……

近三年是否发生产品质量检验事故

四、技术能力

近三年在本领域承担省级以上
（含省级）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情况

近三年在本领域参加能力验证（比
对试验）情况（列出组织单位、检

验项目和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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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在本领域主持或参与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实施情况和国家、行
业标准制（修）定情况（列出规范

或标准编号、名称及起草单位排名
等）

近三年在本领域发表的著作及专
利情况（列出著作名称、出版社名
称、主编单位或人员排名等；专利
名称、专利所有人及专利编号等）

近三年在本领域主持或参与省部
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情况(列出下
达部门、项目或课题编号、名称及
主要完成单位排名等)，以及获得

科技奖励的情况（列出奖项名称、
等级和获奖时间等）

五、申报承检产品任务有关情况

申请承检产品
申请承检

任务量
承诺检验完成周期（天）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检验依据 备注

1

2

3

4

5

21

22

23

24

25

备注：检验项目名称按附录中产品标准名称或所检测项目填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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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肥料产品质量检测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NY 1107—2010

2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 NY 1429—2010

3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NY 1106—2010

4 微量元素水溶肥料 NY 1428—2010

5 中量元素水溶肥料 NY 2266—2012

6 农业用改性硝酸铵 NY 2268—2012

7 农业用硝酸铵钙 NY 2269—2012

8 尿素硝酸铵溶液 NY 2670—2015

9 农林保水剂 NYT886—2016

10 微生物菌剂 GB 20287—2006

11 复合微生物肥料 NY/T 798—2015

12 生物有机肥 NY 884—2012

13 微生物肥料产品检验规程 NY 2321—2013

14 水溶肥料总氮、磷、钾含量的测定 NY/T 1977—2010

15 水溶肥料 有机质含量的测定 NY/T 1976—2010

16 水溶肥料 游离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NY/T 1975—2010

17 水溶肥料 铜、铁、锰、锌、硼、钼含量的测定 NY/T 1974—2010

18 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pH的测定 NY/T 1973—2010

19 水溶肥料 钠、硒、硅含量的测定 NY/T 1972—2010

20 水溶肥料 腐植酸含量的测定 NY/T 1971—2010

21 水溶肥料 钙、镁、硫、氯含量的测定 NY/T 1117—2010

22 肥料 硝态氮、铵态氮、酰胺态氮含量的测定 NY/T 1116—2014

23 液体肥料 密度的测定 NY/T 887—2010

24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NY/T 1978－2010

25 土壤调理剂 钙、镁、硅含量的测定 NY/T 2272—2012

26 土壤调理剂 磷、钾含量的测定 NY/T 2273—2012

27 水溶肥料 聚天门冬氨酸含量的测定 NY/T 2878－2015

28 肥料增效剂 双氰胺含量的测定 NY/T 2877—2015

29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有机质分级测定 NY/T 2876—2015

30 水溶肥料 钴、钛含量测定 NY/T 287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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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毒性检测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GB 15193.3—2014

2 肥料登记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及评价要求 NY 1980—2010

3 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 NY 1109—2006

附录3

微生物肥料菌种鉴定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微生物肥料菌种鉴定技术规范 NY/T 1736—2009

2 微生物肥料生产菌株的鉴别 PCR法 NY/T 2066—2011

附录4

抗爆性能试验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农用硝酸铵抗爆性能试验方法及判定 WJ 9050—2006

附录5

降解试验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土壤中塑料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中需氧量
或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GB/T 22047—2008

2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
的方法 第1部分：通用方法

GB/T 19277.1—2011

3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
碳的方法　第2部分：用重量分析法测定实验室条件下二氧化碳的释放量

GB/T 19277.2—2013

4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中需氧
量的方法

GB/T 19276.1—2003

5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
方法

GB/T 19276.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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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兽药临床试验质量
管理规范监督检查结果（第六批）的通知

农办牧〔201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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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兽医药

品监察所：

为规范兽药研究活动，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兽药非临床研究与临

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监督检查办法》，以及监督检查标准，我部组织专家对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等6家单位进行了监督检查。经监督检查，6家单位的18个试验项目符合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以下

简称“兽药GCP”)要求，现公布监督检查结果（见附件）。详细信息见中国兽药信息网“兽药GLP\GCP监

督检查”专栏。

请各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切实做好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督促相关单位按照兽药GCP要求开展

兽药研究活动。

附件：符合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单位和试验项目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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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符合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单位和试验项目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试验项目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简阳经济开发区石盘食品医药产业园

猪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猪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483号

禽类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禽类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贵州福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科创南路 268 号

禽类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禽类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济南市工业北路243号

狐狸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狐狸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水貂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水貂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南路 528 号

牛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牛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羊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羊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华威特（江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姜高大道409号

牛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牛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猪安全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猪有效性试验（兽用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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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9年生鲜乳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19〕65号

各有关省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有关质检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要求，我部将于近期组织开展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督抽查对象

监督抽查对象为生鲜乳。样品来自生鲜乳收购站和生鲜乳运输车。2019年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任务表，包括抽查范围、抽查批次、检测任务承担单位、检测项目、检测及判定依据等内容（见附件1）。

二、监督抽查方式

监督抽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监督抽查对象与全国生鲜乳收购运输管理系统对接，抽查

对象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在系统中随机抽取，名单随《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委托

书》（附件2-1）发各相关省（区）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抽查人员由各省（区）农业农村（畜牧兽医）

部门按双随机要求选派。生鲜乳监督抽查目的、方式、内容、结果等监督抽查事项信息予以公开。

有关抽样、检测、复检、异议处理等工作的程序与要求，严格按照《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执行，但生鲜乳监督抽查的样品不得采用被抽查单位留样和送样（相关文书见附件2.2〜

2.7）。

三、执法查处

对于抽查结果确认为不合格的样品，抽查对象所在地县级畜牧兽医（奶业）主管部门应立即启动执

法程序，及时固定证据，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进行查处。

四、结果报送

请各检测承担单位于2019年11月15日前完成检测工作。各省农业农村部门于2019年11月30日前将生

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见附件3），及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情况表

（见附件4），加盖公章后报送至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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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统一部署。有关省（区）畜

牧兽医（奶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监督抽查工作，组织样品采集和落实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农业农村

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协调解决检测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二）严格规范程序。监督抽查是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手段，各省级畜牧兽医（奶业）主管部

门要按照相关规定，严密组织、规范操作。承担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工作的机构应当严格按照

相关检测技术要求，科学、独立、客观、规范地开展检测工作，及时完成任务，对检测结果负责。在监督抽

查过程中，对以各种理由推诿阻挠抽检的，将视情节轻重程度予以处理。

（三）坚持依法行政。对监督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及时查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查必到底，绝不给违法违规者留有可乘之机。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部门，

依法从严处理，切实发挥司法震慑作用，并跟踪查处结果及时报送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业处。

（四）强化部门协作。各级畜牧兽医（奶业）主管部门、承担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任务的执法

机构和检测机构要切实提高认识，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

合，注重信息交流共享和执法协作联动，切实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在监督抽查过程中，如有问题请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业处联系。其中，有关抽样检测过程中

的技术问题请与农业农村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联系。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业处

联系人：孙永健  卫琳

联系电话：010-59193372/1546    传真：010-59191533     

邮箱：nzzd@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联系人：李松励   电话：010-62818802    传真：010-62897587  

邮箱：mrt62818802@126.com

附件: 1.2019年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任务表

2-1.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委托书

2-2.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工作单

2-3.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封签

2-4.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移交确认单

2-5.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书

2-6.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

2-7.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验结果确认回执 

3. 2019年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

4.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情况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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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任务表

序号 省份 产品名称
监督抽查
批次（个）

检测单位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判定依据

1 河北

生鲜乳

20
农业农村部乳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哈尔滨）

污染物指标（铅、
铬、汞、砷）

霉菌毒素指标
（黄曲霉素M1）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
定》（GB 5009.268—
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
毒素M族的测定》（GB 
5009.24—2016）第一

法或第二法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生乳》
（GB 19301）—

2010）

2 内蒙古 20
农业农村部蜂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3 山东 20
农业农村部奶及奶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4 四川 20
农业农村部农产加工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5 宁夏 20
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佳木斯）

合计 100批次

附件2-1

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委托书

存根

委托单位 抽查时间

受委托单位 经办人

签发人 签发日期

编号 有效日期

…………………………………………………………………

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委托书

（抽样/检测单位名称）：

兹委托你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负责生鲜乳质量

安全监督抽检（□抽样、□检测）工作，并将结果于        年     月      日前报我局。

附件：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企业清单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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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工作单

任务依据

样品信息

样品编号

抽样日期和时间

抽 样 量 抽样基数

交奶去向

联 系 人 电话

抽样对象 £生鲜乳收购站     £生鲜乳运输车

样品类型 £牛乳      £羊乳     £水牛乳     £其他             

收购站信息

收购许可证编号

收购站名称

收购站类型 £奶畜养殖场  £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  £乳制品生产企业  

通讯地址

婴幼儿配方乳粉
奶源

£是           £否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运输车信息

准运证明编号

车牌号      

生鲜乳交接单 £有           £无

抽样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 电话

被抽查单位/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抽样人签字（或抽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此单一式四份。第一联交检测机构，第二联抽样单位留存，第三联交被抽查单位，第四联交任务下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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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件2-3

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封签 

（示例）

样
品
封
签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被抽查单位经办人：                                       

抽样单位（公章）：                                     

抽样单位经办人：                                      

抽样日期：                      

附件2-4

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移交确认单

抽样单位名称：  

收样时间                      年             月           日           时    

样品编号及件数
（含备用样品）

检查记录 抽样单信息：□与样品相符                 □与样品不符

样品检查记录

封        条：□完好                              □有破损

样品数量：□满足要求                      □不满足

样品状态：□正常                              □异常

样品移交

确认结果

□接收                          □拒收

拒收理由：

抽样单位样品移交人签字： 检测机构样品确认人签字（盖章）：

此单一式两联,由检测机构、抽样单位分别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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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件2-5

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书

被抽查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样品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抽样
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事实认定（拒检过程描述）：

抽样单位（公章）

抽样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见证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此单一式三份。第一联交任务下达部门，第二联抽样单位留存，第三联交被抽查单位。

附件2-6

农业农村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

（被抽查单位名称）：

按照农业农村部《2019年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任务通知》要求，我单位作为检测机构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生产的（样品名称）进行了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验结果为不合格，不合格产

品检验报告附后。

收到此通知单后，请填写回执并寄回。如对检验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5日内向农业

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提交相关说明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承认检测结果。

联系人：

电话、传真：

地址、邮编： 

（检测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传真：010-5919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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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7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检验结果 
确认回执

（检测机构名称）：

你单位寄送的《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和检验报告已收到，我单位：

(      )对检验结果无异议；

(      )将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

联系人：

电话、传真：

地址、邮编： 

    （被抽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传真：010-59191533

附件3

2019年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被抽查

单位名称
抽查
城市

样品
名称

样品
编号

检测结果 mg/kg，µg/kg

结论
(合格或不合格)

备注
检测
项目1

检测
项目2

检测
项目3

检测
项目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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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情况表

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启动核查处置日期

负责核查处置部门
处置状态（未启动/已部署/已采取
处置措施/处置完毕）

处置完毕日期
（未处置完毕
可暂不填）

产品控制情况

1.暂停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             ；（填是或否）

封存不合格或问题产品：             ；（填是或否）

召回不合格或问题产品：                。（填是或否）

2.生产            公斤，货值              元；已销售             公斤，货值            元。

3.封存            公斤，货值              元；召回             公斤，货值               元。

排查整改复查

1.排查原因：        ；（填是或否）

   问题原因：                                                                                                                                                                

                                                                                                                                                                                            

2.责令整改：                 ；（填是或否）整改时间：                   （开始）至                          （结束）

 整改措施：                                                                                                                                                                

                                                                                                                                                                                            

3.整改：                   ；（填是或否），

   整改结果：                                                                                                                                                              

    如整改不合格又采取了哪些处置措施：

                                                                                                                                                                                      

行政处罚情况

1.立案：               ；（填是或否）； 作出行政处罚：              ；（填是或否）； 结案：            ；（填是或否）。

   移送司法机关：                                        ；（填是或否，并注明具体机关名称）； 

   移送其他行政机关：                       ；（填是或否，并注明具体机关名称）；

2.立案日期：                       。

3.处罚决定书编号：                 ， 下达日期：                 。

 警告：                    ；（填是或否）；

 没收非法所得：                   元；

 没收违法生产经营产品：                 ；（填是或否）；共计              公斤； 货值                元；

    责令停产停业：               ；（填是或否）；（注意不是责令改正，是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填是或否）；                             （吊销许可证名称）。

4.结案日期：                                                                  。

其他核查处置措施

备注

抽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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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发布
兽用吸入麻醉剂生产条件要求的通知

农办牧〔201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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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兽医药

品监察所，各有关生产企业：

为进一步做好异氟烷、七氟烷等兽用吸入麻醉剂的生产环节质量管控工作，规范生产行为，我部组

织有关单位研究制定了兽用吸入麻醉剂生产条件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异氟烷、七氟烷等产品的生产线应确定为兽用吸入麻醉剂生产线。

二、根据相关产品易挥发、强溶解性等产品特性及生产条件，兽用吸入麻醉剂生产企业应设置独立

生产线，不得与其他类型产品共线生产，避免交叉污染；应具有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配液和分装工序

应保持相对负压，空气净化系统采用全排风，不得利用回风方式。产品灌装前应经0.22μm滤膜进行终端

过滤，与药液直接接触的设备设施内表面应采用耐腐蚀材质，避免污染产品。由于吸入麻醉剂在常温下

易挥发，生产企业应采取措施确保产品包装的气密性。

三、各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兽用吸入麻醉剂生产企业的监管。生产企业要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对吸入麻醉剂生产检验环节操作人员的安全防护，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对

产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管理，加强风险防范。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30日



通知决定

6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稳定和加强基层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的通知

农办质〔201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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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农村局：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基本健全，设施装备条件明显改善，检测能力迅

速提升，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是，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存在着机构

队伍不稳、管理体制不顺、履职能力削弱、保障措施不力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体系的稳定和发展。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和《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有关精神，现就稳定和

加强基层（地、县为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稳定和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和2017年出席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时指出，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并要求“四个最严”和“走质量兴

农之路”。农业农村部始终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农业的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对发现问题隐患、开展风险预警、加强风险防控、组织风

险评估和加强执法监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稳定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是农业农村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

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加强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健全以国

家级检验机构为龙头，省级检验机构为骨干，市县两级检验机构为基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落实各级农产品检验机构能力和装备配备标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13〕106号）要求，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实现各环节检测的相互衔接

与工作协同。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均要求各地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切实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

系和监管能力建设。稳定和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技术

支撑能力，既是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落实中央关于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决策部署的重

大举措。

（二）稳定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是农业农村部门依法履行的重要职责。《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质

量检验检测监督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建立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由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这是国家法律对农业农村部门管理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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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的授权。地（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是本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主

体，应积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稳定、运行高效、作用突出、支撑

有力，不断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科学化、现代化。

（三）稳定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

需要。与食品、工业品相比较，农产品种类繁多，生产储运链条长，鲜活易腐保存时间短，影响质量安全的

风险因子众多。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覆盖种植业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农业投入品、种子种苗以

及产地环境，检测参数3900多项，且在样品抽样、处理和检测等方面特点鲜明。其作用，不仅服务于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落实监管要求，守住“管出来”安全；而且服务于农业生产，指导农业生产主体控

肥、控药，按标生产，保障“产出来”安全。因此，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迫切需要稳定基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切实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提高基层综合检测服务能力。

二、切实稳定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一）明确稳定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的原则。各地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相关法律要

求，切实把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农村部门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五有”“五不”。“五有”即有机构、有

牌子、有设备、有队伍、有保障；“五不”即定位不变、职能不弱、任务不减、效率不降、能力不退。

（二）明晰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的功能定位。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是依法设

立的公益性机构，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要结合当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的需要，加快打造以检测评价鉴定核查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技术支撑机构，不断

拓展丰富职能任务。地（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重点开展本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计

划实施、执法性检测、复检、隐患排查、预警分析以及对县级农产品质检机构技术培训等工作。县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重点开展本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性检测、执法性检测、巡查调查、配合

上级抽样以及对乡镇监管站、生产基地和生产者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等工作。

（三）强化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的运行保障。按照地市级和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机构建设标准（NY/T 2244-2012，NY/T 2245-2012），合理确定各检测机构相应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保证仪器设备配置率和有效率。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条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农产品和食品抽检量达到4批次/千人”要求，争取当地政府支持

将农产品质检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重点在抽样检测、人员培训、试剂耗材和仪器设备更新升级

等方面给予必要保障。积极组织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参加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

展的培训考核、能力验证、监督检查和技能竞赛等，提升检测能力和运行管理水平。深入推进农业检验检

测领域“放管服”改革，落实《农业部、国家认监委关于联合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和资质认

定工作的通知》（农质发〔2016〕9号）要求，主动协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建立机构考核和资质认定联合

评审机制，简化审批程序，帮助其取得法律效力。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管理

（一）加强对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的指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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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检验检测机构的工作领导，强化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的整体谋划、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不断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充分依托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

的技术管理优势，构建明晰的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日常业务联系、帮扶指导的工作体系。依

托部、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加强对基层检验检测机构的业务指导、考核认定、素质提高和

能力提升。

（二）探索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新模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

加强研究、探索创新，构建上下贯通、职能明确、运行高效、参数齐全、支撑有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体系。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加快整合本地区本系统的农产品、投入品、产地环境等检验检测机构，

建立一支农业农村部门的基层综合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积极探索培育一批跨行政区域、特

色鲜明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形成定位明确、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体系严密的新格局。

（三）抓住有利机遇强化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应充分利

用本轮机构改革契机，对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具体指示精神和属地管理责

任，积极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树立“检测强、监管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才有保障”的工

作理念，切实理顺新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机制。牢固树立“人才第一、技术至上”理念，健全完

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人才引进、教育培训、考核晋升等制度，加快优化基层检测人员学历、技术职

称、专业结构，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兽医、渔业等）有毒有

害保健津贴的政策（人社部发〔2015〕99号），稳定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人员队伍。有计划、分层次

地开展基层检验检测人员岗位技能培训和考核竞赛，加快打造一支结构优、业务强、作风硬的基层检验

检测队伍，确保全面依法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

兴。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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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追溯平台与
国家追溯平台对接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办质〔201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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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推广应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的通知》（农质发〔2018〕

9号）精神，为加快推进省级追溯平台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互联互通，我部组织制定了

《省级追溯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对接总体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联系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郭征

联系电话：010-59198539

邮箱:ncpzlzs@126.com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9月16日

为推进省级追溯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互联互

通，实现追溯平台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全面提

升各级监管部门智慧监管能力和大数据分析决

策水平，更好地服务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和消费

者，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

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7〕39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推广应用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的通知》

（农质发〔2018〕9号）要求，制定本总体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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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乡村振兴、质量兴农战略和大数据

产业发展规划，按照“统一设计、分步实施，部省

协同、分工合作，方便操作、联网运行”的总体思

路，在追溯平台格局和操作习惯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实现业务融合、数据融合、信息共享，建立覆

盖全国、互联共享的统一平台。建立健全大数据

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执法

监管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二）基本原则

1.统筹推进，分步实施。强化顶层设计，整合

现有追溯资源，按照全国“一盘棋”总体要求加快

推进平台对接，本着先易后难原则，优先将对接

条件成熟的省级追溯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对接

省级追溯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对接总体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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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点及面，逐步实现全部对接。

2.业务协同，信息共享。按照国家统筹、全网

追溯的要求，加强基于信息资源共享的业务流程

再造和优化，构建统一的追溯业务规范和信息共

享数据库，打通信息孤岛，解决业务不协同、数据

不共享、重复建设等突出问题。

3.目标导向,利企便民。从农产品生产经营主

体和消费者实际需求出发，不断升级完善对接方

案，创新技术，为生产经营主体提供统一操作、方

便快捷、功能齐备的追溯平台。统一国家农产品

追溯标识，方便入市查验和消费识别。

4.统一管理，体现特色。坚持国家统一管理

与尊重地方特色相结合，在数据格式、管理要求、

信息交换、信息安全等方面遵循国家统一要求，

在追溯信息载体、平台运行等方面因地制宜、保

持地方特色。

（三）工作目标

2019年12月底前，将对接条件成熟的省级追

溯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进行对接。2020—2021

年，完成所有省级追溯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的对

接，健全完善对接标准规范体系、安全保障体系、

运维管理体系，全面推进农产品追溯业务一体

化、信息共享化、服务扁平化。

（四）对接方式

1.统一主体注册。平台对接后，省级追溯平台

历史主体注册信息一次性导入国家追溯平台。各

省分散独立的主体注册登录入口集中到国家追溯

平台上。生产经营主体统一在国家追溯平台进行

主体注册，统一主体信息标准，统一追溯编码规

则，统一电子身份标识，解决生产经营主体在不

同平台重复注册、重复审核、信息不一致等突出问

题。

2.统一追溯标识。以责任主体和流向管理为

核心，以扫码入市或索取追溯凭证为市场准入条

件，构建从产地到市场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

系，为保障入市需要，统一设计国家农产品追溯

标识，支持优先使用国家农产品追溯标识，实现

追溯标签全国通查通识，方便入市查验。

3.业务深度融合。开发单点登录模块，生产经

营主体在业务操作时，实现国家追溯平台与省级

追溯平台业务界面自由切换，避免重复登录。提

倡生产经营主体通过国家追溯平台登陆，保留省

级追溯平台登录路径。国家追溯平台主要负责采

集主体信息、产品批次信息和流向信息（外部追

溯），省级追溯平台负责采集生产过程信息（内部

追溯）。通过平台对接，实现内部追溯与外部追溯

一体化运行，推动跨省域追溯，实现来源可查，去

向可追。不开发建设省级追溯平台的，直接使用

国家追溯平台实施追溯。

4.适应多种打码需要。生产经营主体可以选

择在国家追溯平台生成追溯码并打印，或通过下

载方式在省级追溯平台打印，或在第三方主体进

行批量印刷，还可以通过联网在企业生产线上进

行实时打印等。同一种农产品混批出售或重新包

装时，应生成新的追溯码。

5.合理设置查询权限。监管部门根据权限可

以查询本辖区追溯信息。为保护生产经营主体和

消费者的权利，生产经营主体只能查询向上一级

和向下一级节点追溯信息，消费者只能查询到产

地追溯信息。国家追溯平台自动保留查询记录。

二、重点任务

（一）制定对接技术指南。加强需求调研和

技术交流，明确对接思路，农业农村部负责制定

对接指南（由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另行发送各

地），各省（区、市）根据本省份实际，细化省级追

溯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对接工作实施方案及技术

方案，做好对接部署和技术保障。

（二）统一对接标准规范。农业农村部负责

制定完善农产品分类、编码规则、接口规范、平

台运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建立平台对接

标准规范体系。各省（区、市）按照统一的技术标

准，组织推进省级追溯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对接

工作。

（三）做好入口集成工作。建立多通道登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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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保留省级追溯平台入口，同时将省级追溯平台

URL在国家追溯平台上聚合在一起，形成全国追

溯平台网络矩阵入口，方便生产经营主体和消费

者一站式访问。

（四）分批开展平台对接。按照“分期分批对

接，满足条件优先对接”的原则，率先将积极性

高、具备对接条件的省份纳入首批对接范围。在

对接实施过程中，需要部省共推共建，按照总体

实施方案和对接指南，优化完善国家追溯平台和

省级追溯平台系统功能，为对接工作创造有利条

件，加快对接步伐。

（五）整合对接移动应用。整合各省（区、

市）移动应用业务，扩大国家追溯平台移动APP推

广应用覆盖范围，推动追溯、执法、监管、监测四

大业务向移动端延伸，实现现场业务“指尖办”，

积极推进扫码交易、信息现场填报、现场打印普

及应用。

（六）共建大数据中心。按照“国家连省、省

连市县”的对接原则，率先推动省级追溯平台与

国家追溯平台进行对接。与此同时，各省（区、市）

应加快部署推动省级追溯平台与已建的市县级追

溯平台对接，不再支持市县新建追溯平台。要推

动运用平台开展监管、执法、检测等业务，并将平

台使用率纳入绩效管理范围，探索以国家追溯平

台为核心，开展大数据分析，全面提升智慧监管能

力。

（七）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加强安全规划、安

全建设、安全测评、容灾备份、拓展网络带宽，建

立上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

一致性的防护体系，满足智慧监管和公共服务应

用需求。各省（区、市）应及时上报安全态势和事

件信息，农业农村部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压力测

试，及时通报、整改问题，排除风险隐患。

（八）建立分级运维体系。统筹全国追溯系

统运维资源，建立健全运维管理制度，加强专业

队伍建设，建立分级管理、上下联动、责任明确、

保障有力的运维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专业化机构

技术优势，加强国家追溯平台运行维护。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区、市）要把平台

对接工作列入重要日程，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工作机制，明确牵头单位和实施单位，统筹业

务技术力量，压实责任，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

（二）加快推进落实。各省（区、市）要按照

对接总体实施方案和对接指南要求，结合本省份

实际，细化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责任人，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对接工作落到

实处。各省（区、市）尽快提出对接申请，并将本省

份对接申请、实施方案、技术方案于2019年 9月30

日前报送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三）加强经费保障。各省（区、市）要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落实平台对接经费保障。按照中

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的总体要求，在对接实施过程

中，省级追溯平台所需费用由各省（区、市）统筹

安排。

（四）强化评价考核。建立工作评价机制，对

接工作已纳入农业农村部延伸绩效考核范围，各

省（区、市）应定期向农业农村部报送平台对接落

实情况，农业农村部对各省（区、市）对接实施情

况进行逐一检查，公布监督检查结果，确保任务

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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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设施农业
用地标准编制工作的通知

农办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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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各类生产设施和附属

设施用地，以及由于农业规模经营必须兴建的配套设施，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纳入设施农

用地管理”的要求，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土地，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编制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与目标

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总要求，以解决好农用地农民用不上、用不好问

题为目标，坚持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数字化和多功能化发展，坚持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和满足

设施农业科学合理生产相结合，以保障设施农业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用地的最低需求为底线，

设施用地总量控制与内部优化并重，分设施栽培、设施畜牧、设施渔业和农村产业融合等行业建立设施

农业用地标准体系，积极拓展设施农业产业发展用地空间，保障政府部门审批监管、社会各主体投资建

设等需要，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主要任务

（一）研究制定设施栽培用地标准。设施栽培包含各类农作物种植。确定不同区划条件下各类型设

施栽培特点，不同规模下用地分类构成比例，规模化农作物种植的机具存放维修、育苗育秧、烘干仓储等

设施用地比例等，根据设施农业用地管控整体要求，依据设施栽培不同类型工程内容建设标准，详细测

算用地标准，规定设施栽培生产过程中所需各类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标准，形成《设施

栽培用地标准》。

（二）研究制定设施畜牧用地标准。设施畜牧包含生猪、蛋鸡、肉鸡、奶牛、肉牛、肉羊等主要畜禽

（含种畜禽）养殖。确定不同工艺模式、不同规模下畜禽场各用地分类构成比例等，根据设施农业用地管

控整体要求，依据设施畜牧不同类型工程内容建设标准，详细测算用地标准，规定设施畜牧生产过程中

所需各类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标准，形成《设施畜牧用地标准》。

（三）研究制定设施渔业用地标准。设施渔业包含鱼、虾、蟹等主要水产品养殖。确定不同区域设施

渔业各类型水产养殖设施特点、不同规模下水产园区各用地分类构成比例等，根据设施农业用地管控整

体要求，依据设施渔业不同类型工程内容建设标准，详细测算用地标准，规定设施渔业生产过程中所需

各类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标准，形成《设施渔业用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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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制定农村产业融合用地标准。确定不同区域条件下初加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各类

型设施、建（构）筑物特点，不同规模下各用地分类构成比例等，根据设施农业用地管控整体要求，依据

一二三产业融合工程内容建设标准，详细测算用地标准，规定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所需各类生产设施、

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标准，形成《农村产业融合用地标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司负责统筹进度，建立工作机制，加强与自然资源部沟通

协调，对各分类形成的设施农业用地标准建议，统一组织专家论证，统一汇总形成标准送审稿。按设施

栽培、设施畜牧、设施渔业以及农村产业融合等四大类分组编制。其中，《设施栽培用地标准》建议稿由

种植业管理司牵头，种业管理司、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参与；《设施畜牧用地标准》建议稿由畜牧兽医

局、种业管理司牵头，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参与；《设施渔业用地标准》建议稿由渔业渔政管理局牵头，

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用地标准》建议稿由乡村产业发展司牵头，相关司局参与。各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与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上下互动、沟通交流，加强与地方自然资源部门沟通衔

接。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要切实加强对标准编制工作的调查研究和业务指导。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要加强各类用地标准编制的技术指导，提供相关编制规范文本等。

（二）认真梳理资料。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梳理近年来各地探索开展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研究试点的

工作进展，包括主要做法、工作成效、典型经验和面临的困难问题等；收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设施农业工

程建设标准、设计规范，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等，汇总形成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编制

工作情况报告。

（三）开展实地调研。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基层调研工作，通过广泛调研行业专家、种养企

业、农户等，了解现状，梳理不同区域不同行业设施农业的用地需求。协助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及规划设

计研究院开展调研。调研过程中填报已有的规模化种植（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已备案的用

地情况调查表（附件1）。

（四）做好技术支撑。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梳理我国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各行业设施

农业建设标准，对比分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分析国内外设施农业用地情况。主动与部内相关司

局对接，为各行业提供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编制大纲，组织或参与相关调研、专家论证，形成标准送审稿

等。

四、进度安排

2019年10月23日前，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编制工作联系

人信息表（附件2）报送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

2019年11月30日前，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对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农业农

村部相关司局会同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开展工作督导。

2019年12月底前，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将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编制工作情况报告、规模化种植（养殖）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已备案的用地情况表形成书面材料分别报送农业农村农田建设管理司、四大

类用地标准编制牵头司局（按类别）及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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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底前，各牵头司局按照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编制大纲，形成设施农业用地标准建议稿。

2020年5月底前，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会同有关司局及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完成设施农业用

地标准专家论证，形成标准送审稿。

五、联系方式

农田建设管理司耕地质量处  卢静

电话：010-59191282

电子邮件：gdzlc326@163.com

乡村产业发展司农产品加工处  杜鹏飞

电话：010-59192745

电子邮件：dupengfei85@163.com 

种植业管理司经济作物处  梁开祥

电话：010-59192879

电子邮件：dpfqlb@agri.gov.cn 

畜牧兽医局畜牧处  张晓宇

电话：010-59192872

电子邮件：xmsyjxmc@agri.gov.cn

渔业渔政管理局科技与市场加工处  李乐

电话：010-59192938

电子邮件：sunfish@agri.gov.cn 

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政策规划处  李庆东

电话：010-59192868

电子邮件：njhcyc@agri.gov.cn

种业管理司农作物种业处  吴凯锋

电话：010-59193236

电子邮件：zysnzc@agri.gov.cn

规划设计研究院  曹楠

电话：010-59196911

电子邮箱：15952331@qq.com

　　

附件：1. 规模化种植（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已备案的用地情况调查表

2.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施农业用地标准编制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农业农村部

　　                       20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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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规模化种植(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已备案的用地情况调查表

畜禽场名称
建场
时间

            年
建场 
地址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联系 
邮箱

畜禽场性质
种畜禽场（    ）

商品场 （     ）

猪场（    ）鸡场（   ）

羊场（    ）奶牛场（    ）

肉牛场（    ）

自繁自育（   ）

集中育肥（   ）

饲养

工艺

选择

完全舍饲（     ）；舍饲+舍外运动场（      ）；围栏散养（      ）
注：相应位置打 

√ ，或补充数量。

其他说明请在空

白处补充

单层饲养（     ）；多层饲养［     （     ）层）］ 

本交（     ），公母比例（         ）；人工授精（      ）

养殖

规模
总存栏数                  头（只），其中，能繁母畜               头（只），年出栏商品畜             头（只）

用地 

规模

场区总建筑面积            m2

     其中：生产设施              m2； 辅助生产设施             m2；公用配套设施           m2； 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          m2；

生活管理设施        m2。

场区总用地面积               亩。

     其中：生产区               亩；辅助生产区（主指饲草料加工区）              亩；公用配套区             亩；粪污无害化处理

区           亩；生活管理区           亩；配套饲料（草）种植基地             亩 ，是否实现种养循环（     ）

生产设施 辅助生产设施 公用配套设施 生活管理设施

       公畜舍（含采精间、精

液处理间）、母畜舍、分娩

舍、仔畜舍、测定舍、产蛋

舍、种畜待售舍、隔离舍、装

卸台等与生产直接相关的

设施

      饲料（加工）间、淋浴消毒室、兽医化

验室、车辆消毒池、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设施及粪便污水处理场等

       水泵房、锅炉房、变配电室及

发电机房、地磅房、车库、机修车

间、蓄水构筑物、场区厕所、场区工

程等

       办公室、档

案资料室、监控

参观室、宿舍、食

堂、门卫等

表1  设施畜牧用地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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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设施园艺建设用地情况调查表（种苗场）

种苗场名称
建设 
时间

                年
建设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 
电话

联系 
邮箱

生产
工艺

种苗类别：果菜苗（   ），瓜类苗（   ），叶菜苗（   ），花卉苗（   ），其他                                           

种苗类型：实生苗（   ），嫁接苗（   ），其他                                                  

生产装备：手动苗床+顶部喷淋育苗（   ），潮汐式灌溉苗床育苗（   ），漂浮板育苗（   ），其他                                                      

生产
规模

年出苗量          万株，其中实生苗           万株、嫁接苗          万株、其他                                     

单批次最大出苗量             万株，其中实生苗            万株、嫁接苗            万株、其他                           （万株）

年出苗批次           次

土地
性质

现状场区范围内：基本农田           亩、一般农田           亩、建设用地           亩、其他           亩

用地 
规模

场区总用地面积           亩，其中：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占地           亩（塑料大棚         亩、连栋温室         亩、日光温室        亩、其他          亩），生产用温室设

施净种植面积           亩。

2. 辅助生产设施占地           亩（播种车间          亩、催芽室         亩、组培车间        亩、基质处理车间          亩、预冷及冷

藏设施           亩、检测实验室           亩、农资农机临时存放场所          亩，看护房         亩、其他            亩）。

3. 配套服务设施占地          亩（管理服务用房          亩、锅炉房          亩、配电室          亩、水泵房       亩、道路       亩、

其他                       亩）

生产用工 人员规模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技术人员         人，生产人员       人

填表说明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净生产面积：场区塑料大棚、连栋温室、日光温室等生产用温室设施内，可直接放置苗床或穴盘用于

    育苗的净面积

2. 看护房：用于人员临时看守且与温室设施相连的临时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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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设施园艺建设用地情况调查表（设施蔬菜基地）

蔬菜基地
名称

建设 
时间

                                     年
建设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 
电话

联系 
邮箱

生产
工艺

种植品类：果菜（     ），叶菜（    ），瓜类（    ），其他                              

栽培方式：土壤栽培（    ），基质栽培（    ），水培（    ），其他 ：                                  。

生产茬口：种苗定植时间               ，初次采收时间/采收              ，拉秧时间                  ，一年种植茬口数                   。

生产
规模

年蔬菜产量             吨，其中果菜                吨、叶菜               吨、瓜类                吨、其他                亩。

土地
性质

现状场区范围内：基本农田                 亩，一般农田               亩，建设用地                亩，其他                  亩。

用地 
规模

场区总用地面积                亩，其中：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占地            亩（塑料大棚             亩、连栋温室           亩、日光温室          亩、其他             亩），生产用

温室设施净种植面积              亩。

2. 辅助生产设施占地             亩（分拣分级及包装车间            亩、基质处理车间            亩、预冷及冷藏设施            亩、检

测实验室           亩、农资农机临时存放场所            亩、看护房          亩、其他            亩）。

3. 配套服务设施占地               亩（管理服务用房                    亩、锅炉房                  亩、配电室               亩、水泵房              

亩、道路               亩、其他             亩）。

生产
用工

人员规模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技术人员                    人，生产人员                  人。

填表
说明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净生产面积：场区塑料大棚、连栋温室、日光温室等生产用温室设施内，可直接用于蔬菜种植的

    净面积。

2. 看护房：用于人员临时看守且与温室设施相连的临时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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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设施园艺建设用地情况调查表（设施花卉基地）

花卉基地
名称

建设 
时间

              年
建设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 
电话

联系 
邮箱

生产
工艺

种植品类：盆花（     ），切花（     ），其他：                                       。

栽培方式：土壤栽培（     ），地面基质栽培（     ），离地基质栽培（     ），

       其他 ：                                                    。

生产
规模

年花卉产量             吨，其中盆花           万盆、切花           万支、

        其他 ：                                                。

土地
性质

 现状场区范围内：基本农田              亩，一般农田                亩，建设用地               亩，其他：               亩。

用地 
规模

场区总用地面积             亩，其中：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占地                  亩（塑料大棚                   亩、连栋温室                  亩、日光温室               亩、其他            

亩）、生产用温室设施净种植面积                    亩。

2. 辅助生产设施占地              亩（播种车间                亩、组培车间            亩、分拣分级及包装车间             亩、基质处

理车间               亩、预冷及冷藏设施              亩、检测实验室                  亩、农资农机临时存放场所             亩、看护房           

亩、其他               亩）。

3. 配套服务设施占地                  亩（管理服务用房                 亩、锅炉房                  亩、配电室               亩、水泵房              

亩、道路                   亩、其他              亩）。 

生产
用工

人员规模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技术人员               人，生产人员                 人。

填表
说明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净生产面积：场区塑料大棚、连栋温室、日光温室等生产用温室设施内，可直接用于花卉栽培或放置

    盆花的净面积。

2. 看护房：用于人员临时看守且与温室设施相连的临时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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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设施园艺建设用地情况调查表（设施果树基地）

果树基地
名称

建设 
时间

                   年
建设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 
电话

联系 
邮箱

生产
工艺

种植品类：葡萄（     ），桃（     ），其他：                              。

栽培方式：土壤栽培（     ），基质栽培（     ），其他：                               。 

生产茬口：初次采收时间/采收              ，拉秧时间                     ，一年种植茬口数                      。

生产
规模

年果品产量                      吨。

土地
性质

现状场区范围内：基本农田                   亩，一般农田                  亩，建设用地                   亩，其他                   亩。

用地 
规模

场区总用地面积            亩，其中：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占地                亩（塑料大棚                亩、连栋温室                 亩、日光温室               亩、其他            

亩）；生产用温室设施净种植面积             亩。

2. 辅助生产设施占地                亩（分拣分级及包装车间                亩、基质处理车间                亩、预冷及冷藏设施             

亩、检测实验室                     亩、农资农机临时存放场所                    亩、看护房                   亩、其他                   亩）。

3. 配套服务设施占地                   亩（管理服务用房                   亩、锅炉房                 亩、配电室            亩、水泵房           亩、

道路                    亩、其他                    亩）。

生产
用工

人员规模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技术人员                人，生产人员                  人。

填表
说明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净生产面积：场区塑料大棚、连栋温室、日光温室等生产用温室设施内，可直接用于果树种植的

   净面积。

2. 看护房：用于人员临时看守且与温室设施相连的临时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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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设施园艺建设用地情况调查表（设施食用菌基地）

食用菌基地
名称

建设 
时间

             年
建设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 
电话

联系 
邮箱

生产
工艺

种植品类：香菇（     ），平菇（     ），黑木耳（    ），其他：                                       。

栽培方式：立体多次菌棒栽培（     ），平面放置菌棒栽培（     ），平面基质栽培（     ），其他：                             。    

生产
规模

年食用菌产量                       吨,其中香菇                    吨,平菇                           吨,

        黑木耳                     吨，其他：                                        。

土地
性质

现状场区范围内：基本农田                 亩，一般农田                   亩，建设用地                   亩,其他                    亩。

用地 
规模

场区总用地面积                   亩，其中：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占地                亩（塑料大棚               亩、连栋温室               亩、日光温室              亩、其他            亩），

生产用温室设施净种植面积                  亩。

2. 辅助生产设施占地                 亩（接种车间                亩、消毒灭菌车间                 亩、 分拣分级及包装车间            亩、

基质处理车间               亩、检测实验室                    亩、农资农机临时存放场所                  亩、看护房                     亩、其

他                  亩）。

3. 配套服务设施占地                      亩（管理服务用房                 亩、锅炉房              亩、配电室            亩、水泵房          亩、

道路                 亩、其他                  亩）。

生产
用工

人员规模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技术人员               人，生产人员                  人。

填表
说明

1. 生产用温室设施净生产面积：场区塑料大棚、连栋温室、日光温室等生产用温室设施内，可直接放置菌棒用于生产的

    净面积。

2. 看护房：用于人员临时看守且与温室设施相连的临时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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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露地规模化种植园区（农场、基地）设施农用地情况调查表

填表人信息

1 填写单位:                               省（区、市）                      县（市、区、旗）        

2 填表人姓名:                                   职务：                                 

3 电话/手机：                                   微信号：                                           

序号 名称 内容

一 基础信息

1 种植规模                         （亩）

2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饲草料      □露地蔬菜     □露地花卉

3 主要种植品种（1~2个品种）              

4 地形地貌            □平原   □丘陵    □山地   

5 现有配套设施农用地的面积                   （亩）

6 实际需要配套的设施农用地面积（含现有配套的设施农用地的面积）                    （亩）

7 现有农业设施实际占地的面积（包括生产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                    （亩）

二 用地构成及规模

1 生产设施用地（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                  （平方米）

1.1 育秧育苗设施用地                     （平方米）

1.2 简易生产看护房用地                     （平方米）

1.3 现有生产设施用地是否满足生产需要 是□     否 □

1.4 新增生产设施用地面积（请用附件说明新增设施名称、面积及具体原因）                    （平方米）

2
配套设施用地（由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从事规模化生产所必需的配

套设施用地。）
                   （平方米）

2.1 晾晒场用地                    （平方米）

2.2 烘干设施用地                     （平方米）

2.3 农产品和农资临时存放场所用地                     （平方米）

2.4 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用地                     （平方米）

2.5 现有配套设施是否满足生产需要 是 □    否□

2.6 新增配套设施用地面积（请用附件说明新增设施名称、面积及具体原因）                    （平方米）

注：每个园区（农场、基地）填此表。有需新增设施用地的情况请另行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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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设施渔业用地情况调查表

养殖场
名称

建场 
时间

                           年
建场 
地址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联系 
邮箱

工艺
选择

露天池塘养殖（       ）；工厂化养殖（       ）。

注：在括号处打 √ ，在横线处填写数
量。其他说明请在空白处补充。流水养殖（      ）；半循环水养殖（       ）；

         循环水养殖（         ）。

养殖
规模

养殖品种                      ；养殖规模                        ；年产量                         。

用地 
规模

场区总用地面积                   亩。

其中：设施养殖区                  亩；附属设施区                  亩；

          生活管理区                       亩。

场区总建筑面积                      m2。

其中：养殖设施面积                     m2；附属设施面积                    m2；

          生活管理设施面积                   m2。

技术 
指标

人员规模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技术人员                   人，生产人员                 人。

水源来源                       ；热源来源                          。

建设
内容

1.养殖设施

露天池塘                     m2；养殖车间                   m2；其他                       m2；

        设施养殖水体                m3。

2.附属设施

检验检测用房                m2；饲料加工存储用房                m2；

        水处理等环保设施用房（用地）               m2；沉淀池                 m3；

        分拣包装用房               m2；看护房                   m2；

        场内道路及硬化                   m2；其他                    m2。

填表说明：

1.露天池塘包括用于养殖生产的天然水塘、人工池塘及工程化池塘等。

2.养殖车间包括用于养殖生产的简易设施、温室、厂房等。

3.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包括污水处理及循环水处理等用地及其设备用房。

4.看护房用于人员临时看守，通常建筑面积不大于15m2。

5.未涵盖类别，请在空白处补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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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园区（基地）设施农用地情况调查表

1 填写单位:                            省（区、市）                             县（市、区、旗）                        

2 填表人姓名:                        职务：                      电话/手机：                                  

序号 名称 内容

一 基础信息

1 园区（基地）规模                           （亩）

2 地形地貌     □平原      □丘陵      □山地   

3 农业生产面积                           （亩）

其中：露地农业生产面积                            （亩） 

             设施农业生产面积（含设施种植、设施养殖）                           （亩） 

4 园区（基地）年接待游客量                         （万人）

5 园区（基地）解决就业人员数                           （人） 

6 园区（基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                             （万人）

二 用地构成及规模

（一） 生产设施用地（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                    （平方米）

1 玻璃或PC板连栋温室用地                   （平方米）

2 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                    （平方米）

3 简易的生产看护房用地                    （平方米）

4 其他（如有，请用附件说明名称、面积及具体原因）                    （平方米）

（二） 附属设施用地（用于设施农业辅助生产的设施用地）                    （平方米）

1 设施农业生产中环保设施用地                    （平方米）

2 自产农产品加工车间、分拣包装场所用地                    （平方米）

3 场内道路用地（路面不超过6.0m或路基不超过6.5m）                    （平方米）

4 其他（如有，请用附件说明名称、面积及具体原因）                    （平方米）

（三） 配套用地                    （平方米）

1 露地农业体验场用地                    （平方米）

2 停车场用地                    （平方米）

3 露营场用地                    （平方米）

4 健行步道用地                    （平方米）

5 休闲广场用地                    （平方米）

6 景观小品用地                    （平方米）

7 休憩设施用地                    （平方米）

8 公共厕所用地                    （平方米）

9 安全防护设施用地                    （平方米）

10 绿地用地                    （平方米）

11 农业科普教育用地                    （平方米）

12 农产品展示销售用地                    （平方米）

13 品鉴餐饮用地                    （平方米）

14 医疗设施用地                    （平方米）

15 游客服务中心用地                    （平方米）

16 其他（如有，请用附件说明名称、面积及具体原因）                    （平方米）

注：每个园区（基地）填此表。有其他的情况请另行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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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填表人信息

1 填写单位：                  省（区、市）                县（市、区、旗）              镇（乡）                  村

2 填表人姓名：                            职务：                          

3 电话/手机：                          邮箱：                            

二 基本用地信息

1
园区（基地）总占地面积             亩；其中：基本农田面积               亩，一般农田面积            亩，建设用地面积              亩。

2

其他用地情况及面积1：用地类型                面积                 亩；

用地类型               面积                亩；用地类型                   面积                 亩；

用地类型                面积                亩；用地类型                 面积                 亩。  

3
园区（基地）地形地貌2：£平原 £丘陵 £山地 £高原 £盆地 
其他                  

三 主要农产品生产3

1
粮食

粮食品种

种植面积（亩）

产量（吨）

2
油料

油料品种

种植面积（亩）

产量（吨）

3
水果

水果品种

种植面积（亩）

产量（吨）

4
蔬菜

蔬菜品种

种植面积（亩）

产量（吨）

5
其他

种植品种

种植面积（亩）

产量（吨）

四 初加工设施设备用地情况

1

农产品贮藏设施装备总用地                 亩，其中：果蔬贮藏窖                 亩，

        通风库                 亩，冷藏保鲜库              亩，粮油储藏设施                 亩， 

        其他贮藏设施装备及占地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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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产品烘干设施装备总用地             亩，其中：热风烘房           亩，

         隧道式烘干窑             亩，热泵干燥机               亩，粮油烘干机                   亩，

其他烘干设施装备及占地面积：                                            。

3

果蔬商品化处理（如清洗、分选、切分、包装等）总用地             亩，

         其中：清洗             亩，分选             亩，切片切丝等              亩， 包装                 亩，

其他商品化处理设施装备及占地面积：                                                                    。

4

粮油小型加工（如小型碾米、磨粉、米粉、豆芽、豆腐等加工）装备用地              亩，

       其中：碾米                  亩，磨粉                  亩，米粉加工                  亩，豆制品加工                   亩； 

其他粮油小型加工设施装备及占地面积 ：                                   。

5

其他：初加工种类                        面积           亩；  

           初加工种类                        面积           亩；

           初加工种类                        面积           亩。

五 园区（基地）初加工配套用地情况

1 初加工安防设施用地              亩；绿化用地             亩；停车场用地                亩。

2

其他：类型                        面积                亩；  

          类型                        面积                 亩；

          类型                        面积                  亩。  

注 1.其他用地面积，如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等四荒地，宅基地等。
2.在地形地貌前£画勾选择，如有其他地形地貌请填写。
3.主要农产品如有多个品种，请按种类分别填写种植面积最大的三个品种，其他农产品可以填写属于粮油果蔬四大

类的其他农产品，如中药材等。

续表

附件2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施农业用地标准 
编制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单位名称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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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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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生产厂等2家公司

生产的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株）等3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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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标准 

3.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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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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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株）
Pseudorabies Vaccine，Live

（Strain Bartha） 

梅里亚有限公司
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法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66号

2019.9.11  
—

2024. 9.10 
再注册

鸡传染性鼻炎
灭活疫苗（A型+C型）                                               

Coryza Vaccine，Inactivated
（Serotype A+Serotype C）

梅里亚有限公司
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法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67号

2019.9.11 
—

2024. 9.10 
再注册

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支气管
败血波氏杆菌833CER株+D型多

杀性巴氏杆菌毒素）
Inactivated vaccine to prevent 

progressive and non-progressive 
atrophic rhinitis 

in pigs

西班牙海博莱
生物大药厂

LABORATORIOS HIPRA, 
S.A.

西班牙
（2019）

外兽药证字
68号

2019.9.11  
—

2024. 9.10 
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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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
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株）

商品名  猪克伪®

英文名  Pseudorabies Vaccine，Live（Strain 

Bartha）

汉语拼音  Zhu Weikuangquanbing Huoyimiao

（Bartha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每头份疫苗中含猪伪

狂犬病病毒Bartha株至少106.3CCID50。

【性状】  浅褐色海绵状疏松团块，易与瓶壁

脱离，加稀释液后迅速溶解。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猪伪狂犬病。

【用法与用量】  耳后颈部深层肌肉注射，每

头猪1头份（2mL）。

后备种猪（小母猪）  在第一次配种前接种疫

苗2次，2次间隔3～4周，分娩前2～3周，加强接种1

次。

种猪（母猪）  接种疫苗2次，2次间隔3～4周，

无须考虑生理状况，每次分娩前2～3周，加强接种

1次。

育肥猪   在育肥期开始时（至少10周龄）接种

1次。如为污染猪场，建议3～4周后加强接种1次。

【不良反应】  一般无可见的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仅用于接种健康猪。

（2）应用专门的稀释液稀释疫苗。

（3）疫苗稀释后应立即使用。

（4）应采用常规无菌操作方法进行接种。

（5）应使用非经灭菌剂和消毒剂进行灭菌处

理的无菌器具。

（6）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

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7）一旦注入人体，应立即就医。

【规格】  （1）10头份/瓶  （2）25头份/瓶  

（3）50头份/瓶  （4）100头份/瓶

【包装】 （1）1瓶10头份疫苗+1瓶20mL稀释

液  （2）10瓶10头份疫苗+10瓶20mL稀释液  （3）

1瓶25头份疫苗+1瓶50mL稀释液  （4）10瓶25头

份疫苗+10瓶50mL稀释液  （5）1瓶50头份疫苗

+1瓶100mL稀释液  （6）10瓶50头份疫苗+10瓶

100mL稀释液  （7）1瓶100头份疫苗+1瓶200mL

稀释液  （8）10瓶100头份疫苗+10瓶200mL稀释

液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

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地址：29, Avenue Tony Garnier, 69007 Lyon,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株）内包装

标签

兽用

猪克伪®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株）

附件3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株）等3种兽药产品 
说明书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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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50、100）头份/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号：

有效期至：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猪伪狂犬病。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

个月。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鸡传染性鼻炎灭活疫苗（A
型+C型）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鸡传染性鼻炎灭活疫苗（A型+C型）说

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鸡传染性鼻炎灭活疫苗（A型+C型）

商品名   无

英文名  Coryza Vaccine,Inactivated（Serotype 

A+Serotype C）

汉语拼音  Ji Chuanranxingbiyan Miehuoyimiao

（A Xing+C Xing）

【主要成分与含量】  含灭活的副鸡嗜血杆菌

A型（Japan221株）和C型（Modesto株）。

【性状】  本品静置后，上层为澄明液体，下层

为沉淀物，振摇后呈白色均匀混悬液。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传染性鼻炎。

【用法与用量】   皮下或 肌肉注 射。每只

0.3mL。

【不良反应】  在接种部位可见短时间的轻微

肿胀。

【注意事项】  （1）疫苗用前应摇匀。

（2）仅用于接种健康鸡。

（3）接种时，应执行常规无菌操作。

（4）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

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5）如误将疫苗注入人体，特别是高压注射

在手指及手腕部位时，可能会产生剧烈的局部炎

症反应，应立即采取下列措施：A.用消毒剂消毒

或用肥皂水清洗注射部位，B.冰敷该部位，C.紧急

就医（同时向医生出示标签、说明书或疫苗等）。

对医生的提示：

该疫苗为灭活产品，且不会导致任何人畜共

患病，对就诊者应采取下列措施：A.仔细清洁创

面;B.检查破伤风免疫是否在有效保护期内;C.如

果是高压注射在手指或手腕部位，在采取进一步

医疗措施前，应征询手部外科医生的意见;D.如必

要，应采取相应治疗措施，如给予止痛、消炎及抗

组胺药等。E.每日进行临床观察。

（6）用于肉鸡时，屠宰前21日内禁用。

【规格】  （1）150mL/瓶  （2）300mL/瓶

【包装】  10瓶/盒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

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France）      

 地址：29，Avenue Tony Garnier 69007 Lyon，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鸡传染性鼻炎灭活疫苗（A型+C型）内

包装标签

兽用  

鸡传染性鼻炎灭活疫苗（A型+C型）

150（300）mL/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有效期至：

 生产批号：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传染性鼻炎。

【用法与用量】   皮下或 肌肉注 射。每只

0.3mL。

【注意事项】  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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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

个月。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三、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支
气管败血波氏杆菌833CER株+D
型多杀性巴氏杆菌毒素）说明书和
内包装标签

（一）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支气管败血

波氏杆菌833CER株+D型多杀性巴氏杆菌毒素）

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支气管败血

波氏杆菌833CER株+D型多杀性巴氏杆菌毒素）

商品名  瑞立胜

英文名  Inact ivated vaccine  to  prevent 

progressive and non-progressive atrophic rhinitis in 

pigs

汉语拼音 Zhu Weisuoxingbiyan Miehuoyimiao 

(Zhiqiguanbaixueboshiganjun 833CER Zhu+D xing 

Duoshaxingbashiganjundusu)

【主要成分和含量】   每头份（2mL）含灭

活的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833CER株9.62～9.98 

BbCC，含重组D型多杀性巴氏杆菌毒素至少1个鼠

有效剂量（1MED70）。

BbCC：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计数（Log10对数

转化值）

1MED70：对小鼠皮下接种5倍稀释的疫苗

0.2mL，可以使至少70%的小鼠出现血清阳转。

【性状】  静置后，上层为灰白色至淡黄色液

体，下层为白色至淡黄色沉淀，振荡后呈均匀混悬

液。  

【作用与用途】  用于接种母猪和后备母猪，

预防所产仔猪由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和多杀性巴

氏杆菌引起的进行性和非进行性猪萎缩性鼻炎。

【用法与用量】  用于母猪和后备母猪，颈部

肌肉注射，每头每次接种1头份（2mL）。推荐采用

下列接种程序：

基础免疫  未曾接种过该疫苗的母猪和后备

母猪需进行2次接种，在预产期前6～8周首免，间

隔3～4周再接种1次。

加强免疫  以后每次分娩前3～4周再接种1

次。

【不良反应】  疫苗接种后，注射位点可能会

出现一过性轻度肿胀；直肠温度升高偶尔达到

1.5℃，不需处理，24h内可恢复正常。

【注意事项】 （1）仅用于接种健康猪。

（2）严禁冻结，避光保存。

（3）用 前 应 充 分 摇 匀，并 恢 复 至 室 温

（15～25℃）。

（4）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

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5）接种时，应按常规的无菌操作方法进

行。

【规格】  （1）10头份（20mL）/瓶  （2）25头

份（50mL）/瓶  （3）50头份（100mL）/瓶  

（4）125头份（250mL）/瓶

【包装】   玻璃瓶：（1）1瓶/盒  （2）10瓶/盒

塑料瓶：（1）1瓶/盒  （2）10瓶/盒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

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药厂

（LABORATORIOS HIPRA, S.A.）

地址  Avda. La Selva, 135. 17170 －Amer 

(Girona) Spain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支气管败血

波氏杆菌833CER株+D型多杀性巴氏杆菌毒素）

内包装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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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用

瑞立胜

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支气管败血波氏杆

菌833CER株+D型多杀性巴氏杆菌毒素）

10（25、50、125）头份/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作用与用途】  用于接种母猪和后备母猪，

预防所产仔猪由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和多杀性巴

氏杆菌引起的进行性和非进行性猪萎缩性鼻炎。

【用法与用量】  颈部肌肉注射，每头每次接

种1头份（2mL）。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

个月。

【生产企业】   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药厂

（LABORATORIOS HIPRA, S.A.）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6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世德来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生产的复方

季铵盐戊二醛溶液等2种兽药产品在我国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产品质量标准、说明

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生产的狂犬病灭活疫苗（G52株）等4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核

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上述产品修订后的质量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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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托曲珠利混悬液修改兽药质量标准内容变更注册；批准法国威

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波沙星片修改制剂的原料药产地内容变更注册，并发布上述产品修订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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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

3.说明书和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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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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季铵盐
戊二醛溶液

Compound Quaternary Ammonium 
Salts and Glutaral Solution

 

世德来有限公司
CID LINES N.V.

比利时
（2019）

外兽药证字
69号

2019.9.12  
—

2024. 9.11 
注册

双羟萘酸噻嘧啶
吡喹酮片

Pyrantel Pamoate and Praziquantel 
Tablet 

KVP Kiel
有限责任公司

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德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70号

2019.9.12  
—

2024. 9.11 
注册

狂犬病灭活疫苗
（G52株）

Rabies 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G52)                                      

梅里亚有限公司
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France
法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71号

2019.9.12  
—

2024. 9.11 
再注册

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
法氏囊病三联灭活疫苗

（Ulster 2C株+M41株+VNJO株）
Newcastle Disease, Infectious 

Bronchitis and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Ulster 2C+ Strain M41+ Strain 
VNJO）

梅里亚有限公司
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France
法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72号

2019.9.12  
—

2024. 9.11 
再注册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Ulster 2C株）
Newcastle Disease Vaccine，Inactivated

（Strain Ulster 2C）

梅里亚有限公司
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France
法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73号

2019.9.12  
—

2024. 9.11 

再注册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灭活疫苗

（VNJO株）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VNJO）

梅里亚有限公司
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France
法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74号

2019.9.12  
—

2024. 9.11 

再注册

托曲珠利混悬液
Toltrazuril Suspension

KVP Kiel
有限责任公司

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德国
（2014）

外兽药证字
52号

2014.10  
—

2019. 9

变更注册：
修改质量标准

马波沙星片
Marbofloxacin Tablets

法国威隆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Vetoquinol S.A.

法国
（2015）

外兽药证字
51号

2015.11  
—

2020. 10

变更注册：
修改兽药制剂的原材
料产地，由日本的UBE 

INDUSTRIES，LTD变更
为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

司。

附件2:（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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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复方季铵盐戊二醛溶液等8种兽药产品 
说明书和标签

一、复方季铵盐戊二醛溶液说
明书和标签

（一）复方季铵盐戊二醛溶液说明书

兽用  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复方季铵盐戊二醛溶液

商品名称：裴塞斯（VIROCID®） 

英文名称：Compound Quaternary Ammonium 

Salts and Glutaral Solution 

汉语拼音：FuFang Ji’anyan Wu’erquan 

Rongye

【主要成分】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烷基二

甲基苄基氯化铵和戊二醛

【性状】 本品为棕色澄清液体。

【药理作用】 消毒剂。双链季铵盐为阳离子

表面活性剂，具有亲脂性，可溶解细菌细胞壁、细

胞膜及病毒的囊膜，导致生物膜的渗透性改变及

组分外流。戊二醛具有亲水性，可与病毒的衣壳

蛋白及微生物的酶结合，使蛋白凝固；戊二醛还可

以与微生物的核酸结合，使核酸变性而杀灭微生

物。在亲脂消毒剂季铵盐的协助下，戊二醛能进

入微生物细胞内快速发挥效力。

【用途】 用于牧场及畜禽栏舍的日常环境消

毒。

【用法与用量】 以本品计。浸泡或喷雾：用于

病毒消毒时，以1∶200稀释；用于细菌、真菌、霉

菌和酵母菌消毒时，以1∶400稀释；用于农场入口

消毒池消毒时，以1∶200稀释，应参考农场的日常

消毒程序，并根据消毒池人员及车辆等进出的频

率和清洁程度，建议每2～3日更换一次消毒液。

【不良反应】 按推荐剂量使用，未见不良反

应。

【注意事项】 

1. 避免意外吞食。

2. 避免眼睛或皮肤接触消毒液，当使用消毒

液时要穿戴防护服，如手套、面具和护目镜等。

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消毒液，要立刻用清水冲

洗。

3. 本品为环境消毒剂，勿用于食品动物体表

或带畜消毒。

4. 本品对水生环境有毒，禁止向下水道排放

或者向环境直接排放。

【休药期】 无须制定。

【规格】 1000m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

170.6g+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78.0g+戊二醛107.25g

【包装】 1L、5L、10L、20L

【贮藏】 密封，阴凉处保存。

【有效期】 36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世德来有限公司（CID LINES 

N.V.）

地 址：Water poor s t ra a t  2 ,  Ieper,  West-

Vlaanderen, B-8900, Belgium

（二）复方季铵盐戊二醛溶液标签

兽用  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复方季铵盐戊二醛溶液

商品名称：裴塞斯（VIROCID®） 

英文名称：Compound Quaternary Ammonium 

Salts and Glutaral Solution 

汉语拼音：FuFang Ji’anyan Wu’er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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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ye

【主要成分】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烷基二

甲基苄基氯化铵和戊二醛

【性状】 本品为棕色澄清液体。

【用途】 用于牧场及畜禽栏舍的日常环境消

毒。

【用法与用量】 以本品计。浸泡或喷雾：用于

病毒消毒时，以1∶200稀释；用于细菌、真菌、霉

菌和酵母菌消毒时，以1∶400稀释；用于农场入口

消毒池消毒时，以1∶200稀释，应参考农场的日常

消毒程序，并根据消毒池人员及车辆等进出的频

率和清洁程度，建议每2～3天更换一次消毒液。

【规格】  10 0 0ml: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

170.6g+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78.0g+戊二醛107.25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休药期】 无须制定。

【贮藏】 密封，阴凉处保存。

【包装】 1L、5L、10L、20L

【生产企业】 世德来有限公司（CID LINES 

N.V.）

地 址：Water poor s t ra a t  2 ,  Ieper,  West-

Vlaanderen, B-8900, Belgium

二、双羟萘酸噻嘧啶吡喹酮片
说明书和标签

（一）双羟萘酸噻嘧啶吡喹酮片说明书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双羟萘酸噻嘧啶吡喹酮片

商品名称：拜宠清（猫用）（Drontal® ） 

英文名称：Pyrantel Pamoate and Praziquantel 

Tablet

汉语拼音：Shuangqiangnaisuan Saimiding 

Bikuitong Pian

【主要成分】 双羟萘酸噻嘧啶、吡喹酮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片。

【药理作用】 抗蠕虫药。药效学  吡喹酮对

猫肠道内主要绦虫的所有发育阶段都有效，如泡

状带绦虫、乔伊绦虫、犬复孔绦虫、中殖孔绦虫属

和多房棘球绦虫。吡喹酮可被寄生虫体表快速吸

收并在寄生虫体内均匀分布，引发寄生虫虫体细

胞膜对钙离子通透性的改变，导致寄生虫代谢异

常，迅速引起寄生虫体壁内外的严重破坏，导致

寄生虫的收缩与麻痹。噻嘧啶为拟胆碱兴奋药，

作用与尼古丁类似，通过神经肌肉阻断作用导致

寄生虫痉挛性麻痹。噻嘧啶为抗蛔虫的特异性成

分，对猫所有线虫均有效，包括猫弓首蛔虫、管形

钩口线虫和巴西钩口线虫。

药动学  在所有研究动物中，吡喹酮口服给药

后非常快速且几乎完全从胃和小肠吸收，在0.3〜

2h后达到血浆峰浓度。吡喹酮非常迅速地分布到

所有器官。在所有研究动物中，C14标记的吡喹酮

及其代谢物的半衰期为2～3h。吡喹酮在肝脏中代

谢迅速，主要代谢物为吡喹酮的4-羟基环己基衍

生物。吡喹酮在48h内以其代谢物的形式完全消

除，其中40%～71%经尿液排出，13%～30%经粪便

排出。在所有研究动物中，噻嘧啶的双羟萘酸盐

几乎不会被胃肠道吸收。

【适应证】 用于治疗猫的线虫和绦虫混合感

染。如猫弓首蛔虫成虫、管形钩口线虫成虫、巴西

钩口线虫成虫、多房棘球绦虫、犬复孔绦虫、泡状

带绦虫、中殖孔绦虫属、乔伊绦虫等。

【用法与用量】 以本品计。内服：一次量，每

4kg体重，猫1片（相当于1kg体重，双羟萘酸噻嘧

啶57.5mg、吡喹酮5mg）。详见下表。
体重（kg） 剂量（片）

1.0~2.0 1/2
2.1~4.0 1
4.1~6.0 1
6.1~8.0 2

可直接吞服或包入肉或香肠中给药，无须禁

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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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猫例行驱虫，每3个月1次。

发生蛔虫感染时，不能保证将蛔虫完全清

除，特别是幼猫。与使用本品的猫接触的猫/人仍

有被感染的可能。因此，幼猫应在首次投药后，每

14日重复给药1次至断奶后2～3周。

【不良反应】 极少数情况下，使用本品后可

能出现轻度和短暂的胃肠道紊乱，如流涎和/或呕

吐增加，以及轻度和短暂的神经损伤，如共济失

调。

【注意事项】  

1.体重低于1kg的幼猫禁用。

2.由于猫最早可能感染绦虫的时间为3周龄，

故本品仅适用于3周龄以上确诊混合感染的猫。

3.勿用于妊娠母猫。

4.对于棘球蚴病，用药、必要的后续检查以及

个人防护应遵守相关规定。必要时可咨询当地兽

医或寄生虫学研究所。

5.经常、反复使用同一类驱虫药，可能会对整

类物质产生耐药性。

6.未使用的兽药产品或该类兽药产品的废弃

物，应按照法规要求处置。如与生活垃圾一同处

理，应注意防止与这些垃圾的不当接触。兽药产

品不得与污水一同或通过污水系统处理。

7.投药后应洗手。

8.置于儿童无法触及处。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规格】  0.339g：双羟萘酸噻嘧啶0.23g+吡

喹酮0.02g

【包装】 （1）2片/盒 （2）4片/盒 （3）6片/盒 

（4）8片/盒 （5）20片/盒 （6）24片/盒 （7）96片/盒 

（8）100片/盒  （8）144片/盒 

【贮藏】 常温保存。

【有效期】 48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 （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ße 324, 24106, Kiel, 

Germany

（二）双羟萘酸噻嘧啶吡喹酮片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双羟萘酸噻嘧啶吡喹酮片

商品名称：拜宠清（猫用）（Drontal® ）

英文名称：Pyrantel Pamoate and Praziquantel 

Tablet

汉语拼音：Shuangqiangnaisuan Saimiding 

Bikuitong Pian

【主要成分】 双羟萘酸噻嘧啶、吡喹酮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片。

【适应证】 用于治疗猫的线虫和绦虫混合感

染。如猫弓首蛔虫成虫、管形钩口线虫成虫、巴西

钩口线虫成虫、多房棘球绦虫、犬复孔绦虫、泡状

带绦虫、中殖孔绦虫属、乔伊绦虫等。

【用法与用量】 以本品计。内服：一次量，每

4kg体重，猫1片（详见说明书）。

【规格】 0.339g：双羟萘酸噻嘧啶0.23g+吡喹

酮0.02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贮藏】 常温保存。

【包装】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 （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ße 324, 24106, Kiel, 

Germany

三、狂犬病灭活疫苗（G52株）
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狂犬病灭活疫苗（G52株）说明书

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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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通用名  狂犬病灭活疫苗（G52株）

商品名  瑞贝康

英文名  Rabies Vaccine，Inactivated（Strain 

G52）

汉语拼音  Kuangquanbing Miehuoyimiao（G52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每头份疫苗中含灭活

的狂犬病病毒至少1IU。

【性状】  乳白色均匀悬液。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犬、猫狂犬病。

【用法与用量】  犬和猫均皮下或肌肉注射，

每只1头份（1mL）。免疫程序如下：未经免疫过疫

苗的母犬或母猫的子代，最早在4周龄时进行首

次免疫；经免疫过疫苗的母犬或母猫的子代，最

早在11周龄时进行首次免疫；以后每年加强免疫1

次。

【不良反应】  铝胶佐剂偶然可在接种部位引

发短暂性的小结节。免疫接种还可能出现超敏反

应，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此时应进行对症治疗。

【注意事项】 （1）使用前充分摇匀。

（2）仅接种健康犬和猫，至少在免疫接种前

10日进行正确驱虫。

（3）执行常规消毒程序。

（4）使用无菌及不含防腐剂的材料进行注射

操作。

（5）建议在完全免疫产生前，不使犬、猫作

剧烈活动。

（6）接种怀孕母犬或猫时，采取相应的防护

措施。

（7）疫苗切勿冻结。

（8）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

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规格】 （1）1mL/瓶  （2）1mL/注射器  （3）

10ml/瓶

【包装】 （1）10瓶/盒  （2）10支注射器/盒  

（3）100瓶/盒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36

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France）

地址：29 Avenue Tony Garnier，69007 Lyon，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狂犬病灭活疫苗（G52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瑞贝康

狂犬病灭活疫苗（G52株）

1（10）mL/瓶（1mL/注射器）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    号：

生产日期：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犬、猫狂犬病。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36

个月。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四、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
炎、传染性法氏囊病三联灭活疫苗

（Ulster 2C株+M41株+VNJO株）说明书和内

包装标签

（一）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

法氏囊病三联灭活疫苗（Ulster 2C株+M41株

+VNJO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

性法氏囊病三联灭活疫苗（Ulster 2C株+M41株

+VNJO株）

商品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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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  Newcastle Disease, Infectious Bronchitis 

and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Ulster 2C+ Strain M41+ Strain VNJO）

汉语拼音  Ji Xinchengyi Chuanranxingzhiqiguanyan 

Chuanranxingfashinangbing Sanlian Miehuoyimiao（Ulster 

2C Zhu+M41 Zhu+VNJO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疫苗中含有灭活的

鸡新城疫病毒Ulster 2C株，灭活前的病毒滴度

至少为108.0 EID50/羽份；含有灭活的鸡传染性

支气管炎病毒M41株，灭活前的病毒滴度至少

为106.7EID50/羽份）；含有灭活的鸡传染性法氏

囊病病毒VNJO株，灭活前的病毒滴度至少为

105.7CCID50/羽份。

【性状】  乳白色乳剂。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新城疫、传染性

支气管炎和传染性法氏囊病。

【用法与用量】  皮下或肌肉注射。开产前

2～4周免疫一次，每只鸡0.3 mL。  

【不良反应】  一般无可见的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仅用于接种健康鸡。

（2）使用前应充分混匀。

（3）稀释和接种时，应执行常规无菌操作。

（4）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

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5）不能使用带有天然橡胶或丁基衍生物制

成的针栓的注射器。

（6）一旦注入人体，应立即就医。

【规格】  （1）500羽份/瓶  （2）1000羽份/瓶  

【包装】  10瓶/盒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18

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地址  29, Avenue Tony Garnier, 69007 Lyon,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

法氏囊病三联灭活疫苗（Ulster 2C株+M41株

+VNJO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法氏囊病

三联灭活疫苗

（Ulster 2C株+M41株+VNJO株）

500（1000）羽份/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新城疫、传染性

支气管炎和传染性法氏囊病。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18

个月。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五、鸡新城疫灭活疫苗（Ulster 
2C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鸡新城疫灭活疫苗（Ulster 2C株）说明

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Ulster 2C株）

商品名  无

英文名  Newcastle Disease 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Ulster 2C）

汉语拼音  Ji Xinchengyi Miehuoyimiao（Ulster 

2C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含灭活的鸡新城疫病

毒（Ulster 2C株），灭活前的病毒滴度至少为108.0 

EID50/羽份。

【性状】  白色均匀乳剂。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新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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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与用量】  开产前2~4周进行免疫，皮

下或肌肉注射，每只0.3mL。

【不良反应】  在接种部位可见短时间的轻微

肿胀。

【注意事项】 （1） 疫苗用前应摇匀。

（2） 仅用于接种健康鸡。

（3） 接种时，应执行常规无菌操作。

（4） 不可用带天然弹力橡胶活塞或丁基衍

生物活塞的注射器。

（5） 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

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6） 如误将疫苗注入人体，特别是高压注

射在手指及手腕部位时，可能会产生剧烈的局部

炎症反应，应立即采取下列措施：①用消毒剂消

毒或用肥皂水清洗注射部位；②冰敷该部位；③

紧急就医（同时向医生出示标签、说明书或疫苗

等）。对医生的提示：该疫苗为灭活产品，且不会

导致任何人畜共患病，对就诊者应采取下列措

施：A.仔细清洁创面；B.检查破伤风免疫是否在有

效保护期内；C.如果是高压注射在手指或手腕部

位，在采取进一步医疗措施前，应征询手部外科

医生的意见；D.如必要，应采取相应治疗措施，如

给予止痛、消炎及抗组胺药等；E.每日进行临床

观察。

（7） 用于肉鸡时，屠宰前21日内禁用。

【规格】  （1）500羽份/瓶  （2）1000羽份/瓶

【包装】  10 瓶/盒

【贮藏与有效期】  2～8℃下避光保存，有效

期为24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地址：29, Avenue Tony Garnier 69007 Lyon,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鸡新城疫灭活疫苗（Ulster 2C株）内包

装标签

兽用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Ulster 2C 株）   

500（1000）羽份/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新城疫。

【用法与用量】  开产前2~4周进行免疫，皮

下或肌肉注射，每只0.3mL。

【注意事项】  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8℃下避光保存，有效

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六、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
（VNJO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VNJO

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VNJO

株）

商品名  无

英 文 名   I n f e c t i o n s  B u r s a l  D i s e a s e 

Vaccine,Inactivated（Strain VNJO）

汉语拼音  Ji Chuanranxingfashinangbing 

Miehuoyimiao（VNJO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含灭活的鸡传染性法

氏囊病病毒（VNJO株），灭活前的病毒滴度至少

为105.7CCID50/羽份。

【性状】  乳白色乳剂。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传染性法氏囊

病。

【用法与用量】  开产前2～4周进行免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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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肌肉注射，每只0.3mＬ。

【不良反应】  在接种部位可见短时间的轻微

肿胀。

【注意事项】  （1）疫苗用前应摇匀。

（2）仅用于接种健康鸡。

（3）接种时，应执行常规无菌操作。

（4）不可用带天然弹力橡胶活塞或丁基衍生

物活塞的注射器。

（5）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

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6）如误将疫苗注入人体，特别是高压注

射在手指及手腕部位时，可能会产生剧烈的局部

炎症反应，应立即采取下列措施：①用消毒剂消

毒或用肥皂水清洗注射部位；②冰敷该部位；③

紧急就医（同时向医生出示标签、说明书或疫苗

等）。对医生的提示：

该疫苗为灭活产品，且不会导致任何人畜共

患病，对就诊者应采取下列措施：A.仔细清洁创

面；B.检查破伤风免疫是否在有效保护期内；C.如

果是高压注射在手指或手腕部位，在采取进一步

医疗措施前，应征询手部外科医生的意见；D.如

必要，应采取相应治疗措施，如给予止痛、消炎及

抗组胺药等；E.每日进行临床观察。

【休药期】  屠宰前21日内禁用。

【规格】 （1）500羽份/瓶  （2）1000羽份/瓶

【包装】  10瓶/盒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

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MERIAL SAS, FRANCE）

地址  29, Avenue Tony Garnier, 69007 Lyon, 

France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VNJO

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VNJO株）

500（1000）羽份/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详见说明书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传染性法氏囊

病。

【用法与用量】  开产前2～4周进行免疫，皮

下或肌肉注射，每只0.3 mＬ。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

个月。

【生产企业】  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七、托曲珠利混悬液说明书和
标签

（一）托曲珠利混悬液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托曲珠利混悬液

商品名称：百球清® 5%（Baycox® 5%）

英文名称：Toltrazuril Suspension

汉语拼音：Tuoquzhuli Hunxuanye

【主要成分】 托曲珠利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混悬液。

【药理作用】 本品属三嗪酮广谱抗球虫药，

其作用机理是干扰球虫细胞核分裂和线粒体，

影响虫体的呼吸和代谢功能，能使细胞内质网膨

大，发生严重空泡化，从而对发育阶段的虫体（滋

养体、裂殖体及配子体）有直接杀灭作用。不影响

免疫力的产生。

犊牛口服用药后120h，血浆中药物浓度达

到最大血药浓度，消除半衰期为154h。仔猪口

服用药后48h血药浓度达最高值，消除半衰期为

148.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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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 用于预防仔猪和犊牛的球虫病。

【用法与用量】 以托曲珠利计。内服，一次

量，犊牛，每公斤体重15mg；3~5日龄的仔猪，每公

斤体重20mg。

【不良反应】 按推荐剂量使用，未见不良反

应。

【注意事项】 1.请勿用于对托曲珠利或辅料

过敏的动物。

2.请勿用体重超过80公斤的牛和育肥期犊

牛。

3.请勿用供人类食用的泌乳期奶牛。

4.使用前应充分摇匀。

5.动物同时接受治疗时，动物称重要准确，并

根据组中最重的动物为基础计算剂量。

6.同栏犊牛建议同时全 部用药，动物临床

症状出现前也就是潜伏期进行治疗可达最佳效

果。

7.频繁、重复地与任一种抗寄生虫药或同活

性成分的抗原虫药使用，会导致耐药性的发生。

8.感染球虫已出现下痢的犊牛，应进行其他

对症性治疗；在疾病爆发期间，由于个体仔猪的

小肠已经受损，治疗效果有限。

9.由于未进行相容性研究，本品请勿与其他

兽药制剂联合使用。

10.避免儿童接触本品。

11.已知对托曲珠利或辅料过敏的人员勿给

药；给药时，不得进食、喝水或抽烟；避免皮肤和

眼睛接触；如不慎溅到皮肤或眼睛，应立即用水

冲洗。

12.托曲珠利的主要代谢产物为托曲珠利砜，

该成分稳定（半衰期>1年）而且能溶于土壤中，该

成分对植物有毒性。对用药后牛的粪便及本品的

废弃物，应用3倍重量的未用药牛粪便进行稀释

后，才能排泄到土壤中。

【休药期】 犊牛63日，仔猪77日。

【规格】 5% 

【包装】 （1）100mＬ/瓶  （2）1L/瓶

【贮藏】 密封保存。

【有效期】  60个月；开瓶后6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βe 324, 24106 Kiel, 

Germany

（二）托曲珠利混悬液标签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托曲珠利混悬液

商品名称：百球清® 5%（Baycox® 5%）

英文名称：Toltrazuril Suspension

汉语拼音：Tuoquzhuli Hunxuanye

【主要成分】 托曲珠利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混悬液。

【适应症】 用于预防犊牛和仔猪的球虫病。

【用法与用量】 以托曲珠利计。内服，一次

量，犊牛，每公斤体重15mg；3~5日龄的仔猪，每公

斤体重20mg。

【休药期】  犊牛63日，仔猪77日。

【规格】 5%

【包装】 100mＬ/瓶，1L/瓶。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贮藏】 密封保存。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βe 324, 24106 Kiel, 

Germany

八、马波沙星片说明书和标签

（一）马波沙星片说明书

宠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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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马波沙星片

商品名称：麻佛美味片®（Marbocyl®P）

英文名称：Marbofloxacin Tablets

汉语拼音：Maboshaxing Pian

【主要成分】 马波沙星

【性状】 本品为淡黄色至淡褐色，略带有斑

点、圆形或椭圆形刻痕片。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马波沙星通过抑制DNA回旋酶的活性，从而抑制

细菌DNA的复制和转录。马波沙星抗菌谱广，对革

兰氏阳性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和革兰氏阴性菌

（大肠埃希氏菌、鼠伤寒沙门氏菌、弗氏柠檬酸杆

菌、阴沟肠杆菌、黏质沙雷氏菌、摩氏摩根氏菌、

变形杆菌属、克雷伯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巴氏杆

菌属、嗜血杆菌属、莫拉菌属、假单胞菌属、犬布

鲁氏菌等）以及支原体有效。

药动学  犬和猫按2mg/kg体重（以马波沙星

计）内服给药，吸收迅速，2h内血药浓度达峰值，

约为1.5μg/mL。生物利用度接近100%。血浆蛋白

结合率较低（不超过10%），在体内分布广泛，在

大多数组织中（肝脏、肾脏、皮肤、肺、膀胱、消

化道）的浓度高于血浆浓度。在体内消除缓慢，

在犬和猫体内的消除半衰期分别为14h和10h。主

要以原形通过尿（占2/3）和粪便（占1/3）排泄。

药物相互作用  氟喹诺酮类药物会与内服给

药的阳离子（铝、钙、镁、铁）相互作用。在这种情

况下会降低氟喹诺酮类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敏感菌引起的犬皮肤

和软组织感染（如皮肤褶皱脓皮病、脓包性皮炎、

毛囊炎、疖病和蜂窝组织炎等），治疗伴发或未伴

发前列腺炎的尿路感染；用于治疗猫皮肤和软组

织感染（如创伤、脓肿和蜂窝组织炎等）。

【用法与用量】 以马波沙星计。内服：每1kg

体重2mg，每日1次。

小型犬，每2.5kg体重给予5mg规格一片；中

型犬，每10kg体重给予20mg规格一片；大型犬，每

40kg体重给予80mg规格一片；用于治疗皮肤和软

组织感染，至少持续用药5日，根据病程，给药期

最长可延至40日；用于治疗尿路感染，给药期至

少为10日，根据病程，给药期最长可延至28日。

猫，用于治疗皮肤和软组织感染，给药期为

3～5日。

【不良反应】 

1. 按推荐治疗剂量使用时，在犬和猫中未发

现严重不良反应，而且在临床研究中也未出现关

节损伤。

2. 偶尔会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如呕吐、粪便

变软、饮水变化或暂时的活动性增加，这些症状

在治疗结束后会自行消失，无须刻意停止治疗。

3. 氟喹诺酮类药物可能会对幼犬的关节软骨

造成损害，幼犬用药时应准确计算剂量并小心看

护。

4. 氟喹诺酮类药物具有潜在的神经副作用，

对患有癫痫的犬和猫慎用。

【禁忌症】 

1. 禁用于小于12月龄的犬或小于18月龄的大

型犬（如大丹犬、伯瑞犬、伯恩布维耶犬和獒犬

等），不推荐用于小于16周龄的猫。

2. 不适用于由厌氧菌、酵母菌或真菌引起的

感染。

【注意事项】 

1. 请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2. 为防止细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产生耐药或

交叉耐药，必要时，进行药敏试验后选择本品。

3. 尿液的低pH会对马波沙星的活性有抑制作

用。

4. 过量给药会引起急性神经障碍，应进行对

症治疗。

5. 在妊娠大鼠和兔子的试验中，未发现马波

沙星对妊娠动物存在副作用，但妊娠犬和猫尚无

试验研究数据，因此，妊娠期的犬猫慎用本品。

6. 对氟喹诺酮类药物过敏的人群应避免接触

本品，如发生误服，请立即就医并出示产品标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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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明书。

7. 取用或分离药片时请戴手套，使用后洗

手。

8. 请置于儿童不可接触处。

【规格】 （1）5mg    （2）20mg    （3）80mg

【包装】

【贮藏】 遮光，25℃以下保存。

【有效期】 36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生产企业】 法国威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Vetoquinol S.A.）

地址：Magny Vernois, 70200 Lure, France

（二）马波沙星片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马波沙星片

商品名称：麻佛美味片®（Marbocyl®P）

英文名称：Marbofloxacin Tablets

汉语拼音：Maboshaxing Pian

【主要成分】 马波沙星

【性状】 本品为淡黄色至淡褐色，略带有斑

点、圆形或椭圆形刻痕片。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敏感菌引起的犬皮肤

和软组织感染（如皮肤褶皱脓皮病、脓包性皮炎、

毛囊炎、疖病和蜂窝组织炎等），治疗伴发或未伴

发前列腺炎的尿路感染；用于治疗猫皮肤和软组

织感染（如创伤、脓肿和蜂窝组织炎等）。

【用法与用量】 以马波沙星计。内服：每1kg

体重2mg，每日1次。

小型犬，每2.5kg体重给予5mg规格一片；中

型犬，每10kg体重给予20mg规格一片；大型犬，每

40kg体重给予80mg规格一片；用于治疗皮肤和软

组织感染，至少持续用药5日，根据病程，给药期

最长可延至40日；用于治疗尿路感染，给药期至

少为10日，根据病程，给药期最长可延至28日。

猫，用于治疗皮肤和软组织感染，给药期为

3～5日。

【规格】 （1）5mg    （2）20mg    （3）80mg

【贮藏】 遮光，25℃以下保存。

【有效期】 36个月。

【包装】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法国威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Vetoquinol S.A.）

地址：Magny Vernois, 70200 Lur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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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7号

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批准北京生泰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爱迪森（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请的绿原酸（源自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为

新饲料添加剂，并准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和使用（新产品目录见附件1），核发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新产品证书，同时发布产品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见附件2）。产品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

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新产品目录（2019—02）

2. 绿原酸（源自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产品标准、说明书和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23日 

附件1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新产品目录（2019—02）

证书编号 新饲证字（2019）02号

申请单位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爱迪森（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通用名称 绿原酸（源自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

英文名称 Chlorogenic acid (from Lonicerae flos, the original plant is 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Mazz.)

主要成分 绿原酸

产品类别 其他

产品来源
以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Mazz.）为原料，经醇提、浓缩、脱色、
柱层析、萃取、结晶等工艺制得。

适用动物 肉仔鸡

在配合饲料中的推荐添加量 15～30 mg/kg（以绿原酸计）

质量要求

外观与性状 类白色粉末

绿原酸（C16H18O9）/% ≥95.0

水分/% ≤3.0

氯化物（以Cl-计）/% ≤0.2

灼烧残渣/% ≤1.0

总砷（As）/（mg/kg）   ≤0.5

铅（Pb）/（mg/k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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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产品标准

NYSL-1002-2019

饲料添加剂 绿原酸 
（源自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 

Feed additive—Chlorogenic acid (from Lonicerae flos, the original plant is 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Mazz.)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发布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 /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由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草，由国家饲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复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吕慧源、江厚生、王秀敏、严永。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饲料添加剂绿原酸（源自山银

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的技术要求、取样、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

保质期。

本标准适用于以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

冬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Mazz.）为原料，

经醇提、浓缩、脱色、柱层析、萃取、结晶等工艺

制得的饲料添加剂绿原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饲料添加剂 绿原酸（源自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

2019－009－23发布                                                                                                 2019－09－23实施

NY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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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02  化学试剂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

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

制品的制备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

和判定

GB/T 9729  化学试剂氯化物测定通用方法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T 13079  饲料中总砷的测定

GB/T 13080  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

法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3  化学名称、分子式、相对分子质量、CAS登

记号和结构式

化学名称：(1S,3R,4R,5R)-3-[[3-(3,4-二羟基

苯基)-1-氧代-2-丙烯基]氧]-1,4,5-三羟基环己烷

甲酸

分子式：C16H18O9

相对分子质量：354.31（按2014年国际相对原

子质量计）

CAS登记号：327-97-9

结构式：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与性状

类白色粉末，味微苦，色泽一致，无发霉、变

质。

4.2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绿原酸（C16H18O9）/%                     ≥ 95.0

水分 /%                                            ≤ 3.0

氯化物（以Cl- 计）/%                     ≤ 0.2

灼烧残渣 /%                                    ≤ 1.0

总砷（As）/(mg/kg)                           ≤ 0.5

铅（Pb）/(mg/kg)                               ≤ 1.0

        5  取样

按GB/T 14699.1规定执行。

6  试验方法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

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 /T 6682中规定的三级

水；试验中所用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

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GB/T602、GB/

T603的规定制备。试验中所用溶液在未注明用何

种溶剂配制时，均指水溶液。

6.1 感官检验

取适量试样放置于清洁、干燥的白瓷盘内，

于自然光线下用眼观其色泽和状态，用口尝其滋

味。

6.2 鉴别

6.2.1 试剂和材料

6.2.1.1 乙酸丁酯。

6.2.1.2 甲酸。

6.2.1.3 甲醇。

6.2.1.4 绿原酸标准品：含量≥97.0%。

6.2.1.5 展开剂：将乙酸丁酯、甲酸和水按照

体积比7∶2.5∶2.5配成溶液，静置分层，取上层溶

液。

6.2.1.6 微孔滤膜：0.45 μm，有机系。

6.2.2 仪器设备

6.2.2.1 分析天平：感量为0.0001 g。

6.2.2.2 超声波水浴锅。

6.2.2.3 半自动点样仪。

6.2.2.4 层析缸。

o OH

HO

HO

OH

OH

OH

oS

R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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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薄层板：硅胶H。

6.2.2.6 紫外灯。

6.2.3 试验步骤

6.2.3.1 绿原酸标准溶液制备：准确称取绿原

酸标准品（6.2.1.4）约0.02 g（精确至0.0001 g），加

甲醇（6.2.1.3）20 mL，溶解配制成1 mg/mL标准溶

液。

6.2 .3.2  绿原酸试 样溶液制备：准确称取

绿原酸试样约0.1 g（精确至0.0001 g），加甲醇

（6.2.1.3）100 mL，超声处理30 min，经0.45 μm微

孔滤膜（6.2.1.6）过滤。

6.2.3.3 精确移取绿原酸标准溶液和试样溶

液各2 µL，分别使用半自动点样仪点于同一硅胶

H薄层板（6.2.2.5）上，用展开剂（6.2.1.5）展开，展

距10 cm，取出，晾干，置紫外灯（365 nm）下检视。

试样溶液应在与绿原酸标准溶液色谱相应位置

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绿原酸薄层色谱图

参见附录A。

6.3 绿原酸

6.3.1 试剂和材料

6.3.1.1 乙腈：色谱纯。

6.3.1.2 甲醇：色谱纯。

6.3.1.3 磷酸。

6.3.1.4 绿原酸标准品：含量≥97.0%。

6.3.1.5 50%甲醇溶液：甲醇+水=5+5。

6.3.1.6 0.4%磷酸溶液：准确移取磷酸1 mL，

定容至250 mL。

6.3.1.7 微孔滤膜：0.45 μm，有机系。

6.3.2 仪器设备

6.3.2.1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紫外检测器。

6.3.2.2 分析天平：感量为0. 00001 g。

6.3.2.3 超声波水浴锅。

6.3.3 试验步骤

6.3.3.1 标准溶液制备

6.3.3.1.1 绿原酸标准储备溶液：准确称取绿

原酸标准品（6.3.1.4）约0.02 g（精确至0.00001 

g），置于100 mL棕色容量瓶中，加50 mL50%甲醇

溶液（6.3.1.5），超声溶解，冷却至室温后用50%甲

醇溶液（6.3.1.5）定容至刻度，摇匀。该标准储备

溶液浓度为200 μg/mL。于10 ℃以下保存，有效期

为3个月。

6.3.3.1.2 绿原酸标准工作溶液：准确移取绿

原酸标准储备溶液（6.3.3.1.1）5 mL，置于25 mL棕

色容量瓶中，用50%甲醇溶液（6.3.1.5）定容至刻

度，摇匀。该标准工作溶液浓度为40 μg/mL。于10 

℃以下保存，临用现配。

6.3.3.2 试样溶液制备

准确称取试样约0.1 g（精确至0.00001 g）于

250 mL容量瓶中，加入50%甲醇溶液（6.3.1.5）约

200 mL，超声溶解，冷却至室温后用50%甲醇溶

液（6.3.1.5）定容至刻度，摇匀；准确移取上述溶

液5 mL，置于50 mL棕色容量瓶中，用50%甲醇溶

液（6.3.1.5）定容至刻度，摇匀，0.45 μm微孔滤膜

（6.3.1.7）过滤。试样溶液立即测定。

6.3.3.3 液相色谱参考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6.3.3.3.1 液相色谱参考条件

色谱柱：C18柱，长250 mm，内径4.6 mm，粒径

5 μm，或者性能相当色谱柱。

柱温：30℃。

检测波长：327 nm。

流动相：乙腈（6 . 3 .1.1）+ 0 . 4% 磷酸 溶液

（6.3.1.6）=13+87。

流速：1.0 mL/min。

进样量：10 µL。

6.3.3.3.2 系统适用性试验

取绿原酸标准工作溶液（6.3.3.1.2），注入液

相色谱仪，按色谱条件（6.3.3.3.1）进行分析，记

录色谱图。理论板数按绿原酸峰计算应不低于

1000。

6.3.3.4 测定

分别取绿原酸标准工作溶液（6.3.3.1.2）和

试样溶液（6.3.3.2）注入液相色谱仪，按色谱条件

（6.3.3.3.1）进行分析，用外标法计算。绿原酸标

准溶液和试样溶液的液相色谱图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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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试验数据处理

试样中绿原酸含量w1，以质量分数（%）表

示，按式（1）计算：

式中：

A——试样溶液中绿原酸的峰面积；

c——标准工作溶液中绿原酸的浓度，单位为

微克每毫升（μg/mL）；

V —— 试 样 溶 液 定 容 体 积，单 位 为 毫 升

（mL）；

n——试样溶液稀释倍数；

As——标准工作溶液中绿原酸的峰面积；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

留至小数点后一位。

6.3.5 重复性

在重复条件下，两次独立测试结果与其算术

平均值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该算术平均值的2%。

6.4 水分

按GB/T 6435规定执行。

6.5 灼烧残渣

按GB/T 6438规定执行。

6.6 氯化物

按GB/T 9729规定执行。

6.7 总砷

按GB/T 13079规定执行。

6.8 铅

按GB/T 13080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批次

以一次投料、经过一个完整生产过程所获得

的产品为一批。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与性状、水分和绿原酸

含量。产品出厂前应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并且附

具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见附录C）方可出厂。

7.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4章规定的所有项

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1次型式

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投产时；

b) 生产工艺、配方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

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3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

大差异时；

e) 饲料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

合格。

7.4.2 检验结果中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标准

规定时，可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抽样进行复检。

若复检结果仍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则判定该批产

品不合格。

7.4.3 各项目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GB/T 

8170中修约值比较法执行。

8  标签

按GB 10648规定执行，见附录D。

9  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9.1 包装

采用铝箔袋包装，规格为100g/袋。

9.2 运输

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

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共运。

9.3 贮存

贮存于通风、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远离

火源，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9.4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运输、贮存条

件下，原包装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24个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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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绿原酸薄层色谱图

绿原酸薄层色谱图见图A.1。

 

图A.1 绿原酸薄层色谱图

（S1、S2为绿原酸标准品，A1、A2、A3为绿原酸试样）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绿原酸标准溶液和试样溶液的液相色谱图

绿原酸标准溶液和试样溶液的液相色谱图见图B.1和图B.2。

图B.1 绿原酸标准溶液的液相色谱图

图B.2 绿原酸试样溶液的液相色谱图

NYSL-10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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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附录）

产品使用说明书

【新产品证书号】 

【生产许可证号】

【产品批准文号】

【执   行   标  准】 

饲料添加剂  绿原酸（源自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使用说明书

【产品名称】 绿原酸（源自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

【英文名称】 Chlorogenic acid (from Lonicerae flos, the original plant is 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Mazz.)

【有效成分】 绿原酸

【性状】 类白色粉末，味微苦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

【作用功效】 促进肉仔鸡生长，提高饲料转化效率，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改善肠道菌群结构。

【适用范围】 肉仔鸡

【用法与用量】 在肉仔鸡配合饲料中的推荐添加量为15~30 mg/kg（以绿原酸计）

【净含量】 100 g/袋

【保质期】 24个月

【贮运】 产品应贮存于通风、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远离火源，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共运。

【生产企业】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网址                                    邮箱

项目 指标

绿原酸（C16H18O9）/%                     ≥ 95.0

水分 /%                                            ≤ 3.0

氯化物（以Cl- 计）/%                      ≤ 0.2

灼烧残渣 /%                                    ≤ 1.0

总砷（As）/(mg/kg)                           ≤ 0.5

铅（Pb）/(mg/kg)                               ≤ 1.0

NYSL-10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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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规范性附录）

产品标签

【新产品证书号】                               

【生产许可证号】

【执 行 标 准】                                

【产品批准文号】

Chlorogenic acid(from Lonicerae flos, the original plant is 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Mazz.)

【产品名称】 绿原酸（源自山银花，原植物为灰毡毛忍冬）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

【有效成分】 绿原酸

【作用功效】 促进肉仔鸡生长，提高饲料转化效率，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改善肠道菌群结构。

【适用范围】 肉仔鸡

【用法与用量】在肉仔鸡配合饲料中的推荐添加量为15~30 mg/kg（以绿原酸计）

【保质期】 24个月

【贮运】 产品应贮存于通风、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远离火源，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共运。

【净含量】 100 g/袋

【生产企业】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项目 指标

绿原酸（C16H18O9）/%                     ≥ 95.0

水分 /%                                            ≤ 3.0

氯化物（以Cl- 计）/%                      ≤ 0.2

灼烧残渣 /%                                    ≤ 1.0

总砷（As）/(mg/kg)                           ≤ 0.5

铅（Pb）/(mg/kg)                               ≤ 1.0

NYSL-10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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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8号

根据《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批准韩国大象株式会社等52家公司生产的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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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准蒸汽烘干红鱼

粉（三级）（Steam Dried Sterilized Fishmeal（Ⅲ））中外文商品名称和生产地址名称变更，鸡肉＆火鸡肉全

猫配方（T22 NutramNumber Total Cat Food Chicken & Turkey Recipe）等5个产品中文商品名称、通用名称

和产品类别变更，鸡肉＆鲑鱼幼猫配方（S1 NutramNumber Sound Kitten Food Chicken Meal & Salmon Meal 

Recipe）等8个产品中外文商品名称、通用名称和产品类别变更，钙胃能（大、巨型犬用）（SINGENCare 

Calcium Supplement（for Large & Giant Dog））等5个产品通用名称和产品类别变更（见附件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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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9—06） 

2. 换发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9—05）

（附件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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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附件1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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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号

饲料添加剂 L-色
氨酸 

Feed Additive 
L-Tryptophan

饲料级L-色氨酸 
L-Tryptophan Feed 

Grade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韩国大象株式会社 
Daesang Corporation, 

Kore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7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枯草芽孢杆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Bacillus 
subtilis

美饲宝 3PS 
BiOWiSH® MultiBio 

3PS Aquaculture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水产养殖动物
Aquaculture animals

美国宝微科技公司—
Blue Ash工厂 

BiOWiSH Technologies, 
Inc.-Blue Ash, US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78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潘自然，
代码X60-6986  

XTRACT® Nature, code 
X60-6986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瑞士潘可士玛公司  
Pancosma S.A., 

Switzerland

2019.09 
—

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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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Enzymes

特威宝FD 
ALLZYME FD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
Poultry

美国奥特奇公司 
Alltech, Inc., US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0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Enzymes

艾特酶 
ARTE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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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磷酸氢二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Disodium 

Phosphate

奇特磷 
Rotosal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鸽子
Pigeons

（德国）亨森博士动物
制药有限公司 

Dr. Hesse Tierpharma 
GmbH & Co. KG, 

Germany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2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矿物元素 

DL-蛋氨酸 
Feed Additives 

Mixture Minerals 
DL-Methionine

速飞乐  
K+K Protein Dragees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鸽子
Pigeons

（德国）亨森博士动物
制药有限公司

Dr. Hesse Tierpharma 
GmbH & Co. KG, 

Germany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3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氯化胆碱 

DL-蛋氨酸  
Feed Additives 

Mixture Choline 
Chloride DL-
Methionine

肝精 
Sedochol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鸽子
Pigeons

（德国）亨森博士动物
制药有限公司

Dr. Hesse Tierpharma 
GmbH & Co. KG, 

Germany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4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乳酸片球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ediococcus 

acidilactici

肥菌宝 
Bio Nutritio-Piglet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仔猪、母猪
Piglets, Sow

（台湾）阳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后湖厂 

Yanten Biotech Co., Ltd. 
Houhu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5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甲酸 乳酸 丙酸

硫酸铜
丁酸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ormic Acid
LacticAcid

Propionic Acid 
Copper Sulphate 
Sodium Butyrate

谷饲妥L Cu 
Gustor L Cu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西班牙Norel, S.A.公司
（工厂） 

Norel, S.A., Spain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酸度调节剂 

香味物质 矿物元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Acidity 

Regulators 
Flavouring 

Substances Minerals

伊士曼胃肠益生剂
SF3 

EastmanTM 
ProGIT SF3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荷兰佩蒂公司 
Peti B.V., the Netherlands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7号

鱼用微量元素
预混合饲料 

Trace Mineral 
Premix for Fish

鱼用矿物精
（谊晟生技） 

Mineral Premix for Fish 
Feeds

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 
Feed 

AdditivePremix

鱼
Fish

（台湾）谊晟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工厂） 

MULTI-ADVANCE 
BIOTECHNOLOGY CO., 

LTD

2019.09 
—

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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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号

全价宠物食品
小型犬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Small Adult Dog

维克维优小型、
迷你绝育成年犬粮

VIRBAC HPM SMALL 
& TOY ADULT DOG 

NEU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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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89号

鸽用复合预混合
饲料 

Premix for Pigeon

速霸皇 
Bt-Amin Forte 

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 
Feed 

AdditivePremix

鸽子
Pigeons

（德国）亨森博士动物
制药有限公司 

Dr. Hesse 
TierpharmaGmbH & 

Co.KG, Germany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0号

鱼油 
Fish Oil

瑞海鱼油
（饲料级） 

THUY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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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瑞海水产加工
有限责任公司 

Thuy Hai Sea Products 
Processing Company 

Limited, Vietnam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1号

鸡肉粉 
Poultry By-product 

Meal

宠物级鸡肉粉 
pet food grade poultry 

by-product mea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宠物

（反刍动物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Pet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美国峡谷蛋白公司
（工厂） 

Valley Proteins,
 Inc., US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2号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白鱼粉 三级 
White Fishmeal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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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普列奥布拉热
尼耶拖网船队基地”

公众股份公司
（工船加工，工船名：
科列斯尼科夫船长；
工船号：CH-220） 

Public Joint-
Stock Company 

"Preobrazhenskaya 
Base of Trawling Fleet" 

(Produced on Board 
at Vessel Kapitan 

Kolesnikov, official No. 
CH-220), Russi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3号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白鱼粉 三级 
White Fishmeal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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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普列奥布拉热
尼耶拖网船队基地”

公众股份公司
（工船加工，工船名：
杰米久克船长；工船号：

CH-219） 
Public Joint-

Stock Company 
"Preobrazhenskaya 

Base of Trawling Fleet" 
(Produced on Board 

at Vessel Kapitan 
Demidyuk, official No. 

CH-219), Russia

2019.09 
—

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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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号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白鱼粉 三级 
White Fishmeal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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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普列奥布拉热
尼耶拖网船队基地”

公众股份公司
（工船加工，工船名：
普列奥布拉热尼耶港
湾；工船号：CH-63G） 

Public Joint-
Stock Company 

"Preobrazhenskaya 
Base of Trawling 

Fleet"(Produced on 
Board at Vessel Bukhta 
Preobrazheniya, official 
No. CH-63G), Russi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5号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白鱼粉 三级 
White Fishmeal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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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普列奥布拉热
尼耶拖网船队基地”
公众股份公司（工船加
工，工船名：特罗舍夫将
军；工船号：CH-30M） 

Public Joint-
Stock Company 

"Preobrazhenskaya 
Base of Trawling 

Fleet"(Produced on 
Board at Vessel General 

Troshev, Official No. CH-
30M), Russi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6号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白鱼粉（三级） 
White Fishmeal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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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Polaris有限责任
公司（工船加工，工船名
称“Mys Chuprova”，
工船号：CH-32P） 

Polaris Co.Ltd. (Produced 
on Board at vessel F/V 
Mys Chuprova, official 
No.CH-32P), Russi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7号

鱼粉 
Fishmeal

红鱼粉（三级） 
Red Fishmeal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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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Polaris有限责任
公司（工船加工，工船名
称“Mys Chuprova”，
工船号：CH-32P） 

Polaris Co.Ltd. (Produced 
on Board at vessel F/V 
Mys Chuprova, official 
No.CH-32P), Russi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8号

花生粕 
Peanut Meal

花生粕 
Peanut Mea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动物
Livestock, 

Poultry,Aquaculture 
animals

苏丹ERKY 
INTEGRATED 

SOLUTIONS CO.LTD 
ERKY INTEGRATED 
SOLUTIONS CO.LTD, 

Sudan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299号

花生粕 
Peanut Meal

花生粕 
AL-Tawoos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动物
Livestock, 

Poultry,Aquaculture 
animals

苏丹Al-Tawoos 
Investment Company 

Al-Tawoos Investment 
Company, Sudan

2019.09 
—

2024.09
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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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外
饲准字
300号

鱼油 
Fish Oil

秘鲁鱼油
（饲料级） 

PERU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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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Pesquera Centinela 
S.A.C公司Chancay工厂 

Pesquera Centinela 
S.A.C, Plant Chancay, 

Peru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1号

鱼油 
Fish Oil

秘鲁鱼油
（饲料级） 

PERU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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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Pesquera Centinela 
S.A.C.公司Chimbote工厂 

Pesquera Centinela 
S.A.C., Plant Chimbote, 

Peru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2号

淡水鱼粉 
Freshwater Fishmeal 

鱼粉 
Fish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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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雄鱼水产饲料
股份公司 

HUNG CA AQUAFEED 
CORPORATION, 

Vietnam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3号

高温高压水解羽毛
粉 

Hydrolyzed Poultry 
Feather Meal

羽毛粉 
Feather Mea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动物、
宠物

（反刍动物除外）
Livestock, 

Poultry,Aquaculture 
animals, Pet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美国皮尔格林公司得克
萨斯州芒特普莱

森特工厂 
Pilgrim's Pride 

Corporation, Plant Mt. 
Pleasant, US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4号

仔猪配合饲料 
Piglet Compound 

Feed

妙可优 
PRIMAPIG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仔猪
Piglets

（法国）SOFIVO SAS
公司 

SOFIVO SAS, France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5号

犊牛配合饲料 
Calf Compound 

Feed

普瑞福四号 
Sprayfo Excellent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犊牛
Calves

荷兰司劳特公司 
Sloten B.V., the 

Netherlands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6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味思伴海洋犬粮 
Wishbone Ocean Dog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7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味思伴湖泊犬粮 
Wishbone Lake Dog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8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味思伴饲草犬粮 
Wishbone Pasture Dog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09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野宴含鸭肉&鹿肉配方
犬粮 

Livin' Wild Duck & 
Venison Irish Pot Dog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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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外
饲准字
310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Dog

爱德胜全生命阶段
MEGA 犬粮 

Addiction All Life Stage 
Mega Dog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1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Cat

爱德胜全生命阶段鹿
肉配方猫粮 

Addiction All Life Stage 
Viva La Venison Cat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2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Cat

爱德胜全生命阶段鲑
鱼配方猫粮 

Addiction All Life Stage 
Salmon Bleu Cat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3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Cat

爱德胜全生命阶段含
鸭肉配方猫粮 

Addiction All Life Stage 
Duck Royale Cat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4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ReaLife犬粮 含牛肉羊
肉配方超级食品 

ReaLife Real Beef, 
Lamb and Superfoods 

Dog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物
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5号

宠物配合饲料成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Adult Cat

枫趣奥瑞 猫粮/成年期
/鸡肉配方 

Pronature ORIGINAL 
CAT FOOD/ADULT/
CHICKEN RECIPE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PLB国际公司 
PLB International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6号

宠物配合饲料成年
期犬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Adult Dog

枫趣奥瑞 犬粮/成年期
/全品种/鸡肉燕麦配方 
Pronature ORIGINAL 
DOG FOOD/ADULT/

ALL BREEDS/
CHICKEN

WITH OATMEAL 
RECIPE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PLB国际公司 
PLB International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7号

宠物配合饲料幼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Kitten

枫趣奥瑞 幼猫粮/成长
期/鸡肉配方 

Pronature ORIGINAL 
KITTEN FOOD/

GROWTH/ CHICKEN 
RECIPE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PLB国际公司 
PLB International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8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s

通用型犬粮羊肉大米
鸡肉配方 

General dog food with 
lamb, rice and chicken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斯派特饲料服务
有限公司（工厂） 

Spectrum Feed Services 
Ltd.,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19号

宠物配合饲料幼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

宝比特幼猫粮-鸡肉大
米配方 

Pop'n Bites Kitty Food - 
Chicken&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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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 
—

2024.09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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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外
饲准字
320号

宠物配合饲料幼年
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Puppy Dog

宝比特幼犬粮-鸡肉大
米配方 

Pop'n Bites Puppy Food 
- Chicken&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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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1号

全价幼年期犬粮 
Compound Feed for 

Puppy 

米咖幼年期犬粮 
MIC&FRIENDS 

PUPPY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比利时）菲德氏宠物
食品有限公司 

Fides Petfood N.V., 
Belgium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2号

全价幼年期猫粮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 

米咖幼年期猫粮 
MIC&FRIENDS 

KITTEN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比利时）菲德氏宠物
食品有限公司 

Fides Petfood N.V., 
Belgium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3号

全价成年期猫粮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米咖含鱼肉
成年期猫粮 

MIC&FRIENDS 
ADULT CAT FISH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比利时）菲德氏宠物
食品有限公司 

Fides Petfood N.V., 
Belgium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4号

全价成年期犬粮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米咖成年期犬粮 
MIC&FRIENDS 

ADULT DOG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比利时）菲德氏宠物
食品有限公司 

Fides Petfood N.V., 
Belgium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5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
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比利-玛格三文鱼配方
超级食品 

全价成年犬犬粮 
Billy + Margot Salmon+ 

Superfood Blend 
Complete& Balanced 
Food For Adult Dogs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澳大利亚宠物食品有限
公司 （Ingleburn工厂） 

Australian Pet Brands 
Pty Ltd (Ingleburn) , 

Australi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6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
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比利-玛格羊肉配方超
级食品 

全价成年犬犬粮 
Billy + Margot Lamb+ 

Superfood Blend 
Complete&Balanced 
Food For Adult Dogs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澳大利亚宠物食品
有限公司

（Dubbo工厂） 
Australian Pet Brands Pty 

Ltd(Dubbo), Australi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7号

全价宠物食品幼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

糖狐优质无谷幼猫粮 
Sugar Fox Premium 

Grain Free Cat Food For 
Kitten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美国C.J.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C.J. Foods, Inc., US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8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糖狐优质无谷成猫粮 
Sugar Fox Premium 

Grain Free Cat Food For 
Adult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美国C.J.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C.J. Foods, Inc., US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29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糖狐优质无谷全猫粮 
Sugar Fox Premium 

Grain Free Cat Food For 
All Life Stage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美国C.J.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C.J. Foods, Inc., US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0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糖狐优质无谷全犬粮 
Sugar Fox Premium 

Grain Free Dog Food 
For All Life Stage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美国C.J.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C.J. Foods, Inc., USA

2019.09 
—

2024.09
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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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外
饲准字
331号

宠物配合饲料小型
犬成年期犬粮 
Compound Pet 

Food- Small Dog 
Food Adult

Dog Selection
小型成犬粮 

Dog Selection Breeders 
Adults Small Breeds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阿根廷Pet Foods 
Saladillo S.A.公司 

Pet Foods Saladillo S.A., 
Argentin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2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犬粮 

Compound Pet 
Food- Dog Food 

Adult

Dog Selection
成犬粮牛肉鸡肉味 

Dog Selection Breeders 
Adults Beef and 
Chicken Flavour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阿根廷Pet Foods 
Saladillo S.A.公司 

Pet Foods Saladillo S.A., 
Argentin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3号

全价猫粮 
Complete Feed Cat 

Food

欧恩焙全生活方式无
谷物鸭肉配方全猫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ll life style all life 
stages grain free made 
with deboned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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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Biscuit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4号

全价猫粮 
Complete Feed Cat 

Food

欧恩焙全生活方式无
谷物鱼肉配方全猫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ll life style all life 
stages grain free made 
with fresh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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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Biscuit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5号

全价老年期犬粮 
Complete Feed 

Senior Dog Food

欧恩焙全犬种含鸡肉
配方老年犬减肥粮 

Oven-Baked Tradition 
senior & weight 

management all br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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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Biscuit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6号

全价犬粮 
Complete Feed Dog 

Food

欧恩焙无谷物鱼肉
配方全犬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ll breeds, all life stages 

grain free made with 
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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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Biscuit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7号

全价小型犬成年期
犬粮 

Complete Feed 
Small Breed Adult 

Dog Food

欧恩焙小型犬鸡肉
配方成犬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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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Biscuit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8号

全价小型犬成年期
犬粮 

Complete Feed 
Small Breed Adult 

Dog Food

欧恩焙小型犬羊肉
配方成犬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dult small breed made 
with deboned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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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Biscuit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39号

全价犬粮 
Complete Feed Dog 

Food

欧恩焙无谷物鸭肉
配方全犬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ll breeds, all life stages 

grain free made with 
deboned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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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Biscuit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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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号

全价猫粮 
Complete Feed Cat 

Food

欧恩焙全生活方式无
谷物鸡肉配方全猫粮 
Oven-Baked Tradition 

all life style all life 
stages grain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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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Biscuit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1号

全价宠物食品幼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Baby Cat

维克维优幼猫粮 
VIRBAC HPM BABY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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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2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维克维优绝育及非绝育
成年猫粮含三文鱼 

VIRBAC HPM ADULT 
CAT NEUTERED 

AND ENTIRE WITH 
SAL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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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3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
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维克维优绝育成年
猫粮 

VIRBAC HPM ADULT 
CAT NEU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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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4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
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Adult Dogs

渴望伴侣犬粮 
ORIJEN Fit& Trim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5号

全价宠物食品老年
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Senior Dogs

渴望高龄犬粮 
ORIJEN Senior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6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
期猫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Adult Cats

渴望伴侣猫粮 
ORIJEN Fit &Trim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Cat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7号

全价宠物食品中、
小型犬幼年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Puppy Dogs of 

Small and Medium 
Breeds

渴望幼犬粮 
ORIJEN Puppy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8号

全价宠物食品大型
犬幼年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Puppy Large 

Breeds Dogs

渴望大型幼犬粮 
ORIJEN Puppy Large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49号

全价宠物食品老年
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Senior Dogs

爱肯拿高龄犬粮 
ACANA Senior Formula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50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
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Adult Dogs

爱肯拿经典鸡肉配方
犬粮 

ACANA Prairie Poultry 
Formula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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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Adult Dogs

爱肯拿放养鸭肉
配方犬粮 

ACANA Free-Run 
Duck Singles Formula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52号

全价宠物食品小型
犬幼年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Puppy Small 

Breed Dogs

爱肯拿小型幼犬粮 
ACANA Puppy Small 
Breed Formula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53号

全价宠物食品小型
犬成年期犬粮 

Complete Pet Food 
for Small Breed 

Adult Dogs

爱肯拿小型成犬粮 
ACANA Adult Small 
Breed Formula Dog 

Food

宠物配合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冠军宠物
食品公司 

Champion Petfoods LP, 
Canada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54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克纳禽加 
CRINA® Poultry Plus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
Poultry

荷兰佩蒂公司 
Peti B.V., the Netherlands

2019.09 
—

2024.09
新办

(2019)外
饲准字
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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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瓜多尔Productos 
Pesqueros S.A.公司

PRODUPES 
Productos Pesqueros 
S.A., PRODUPES, 

Ecuador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5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甜菜碱 

Feed Additives 
Mixture Betaine

芬菜碱®S1 
Betafin® S1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芬兰饲料国际有限公司 
Finnfeeds Finland Oy, 

Finland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5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甜菜碱 

Feed Additives 
Mixture Betaine

芬菜碱®S4 
Betafin® S4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芬兰饲料国际有限公司
Finnfeeds Finland Oy, 

Finland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58号

饲料添加剂 核黄素
（维生素B2） 
Feed Additive 

Riboflavin (Vitamin 
B2)

露他维B2 80 
Lutavit B2 SG80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韩国巴斯夫公司 
BASF Company Ltd., 

Korea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59号

饲料添加剂
 D-泛酸钙 

Feed Additive 
D-Calcium 

Pantothenate

露他维 泛酸钙 
Lutavit® Calpan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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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0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潘牛乐 
XTRACT® 7065, code 

X60-7065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反刍动物
Ruminant

瑞士潘可士玛公司 
Pancosma S.A., 

Switzerland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酸度调节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Acidity 

Regulators

利增宝 
Liptosa Hygen Pro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西班牙Lipidos Toledo有
限公司 

Lipidos Toledo S.A., 
Spain

2019.09 
—

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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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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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Tecnologica De 
Alimentos S.A.
公司Atico工厂 

Tecnologica De Alimentos 
S.A., Atico Plant, Peru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3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氯化胆碱 

Feed Additives 
Mixture Choline 

Chloride

科百瑞 
CholiPEARL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奶牛
Cow

意大利Kemin Cavriago 
S.R.L. 

Kemin Cavriago S.R.L., 
Italy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4号

鱼粉 
Fishmeal

红鱼粉（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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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Choke Udom 
Pattana Fishmeal Limited 

Partnership  
Choke Udom Pattana 

Fishmeal Limited 
Partnership, Thailand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5号

鱼粉 
Fishmeal

红鱼粉（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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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Orizon S.A.公司
Coquimbo工厂

Orizon S.A., Plant 
Coquimbo, Chile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Enzymes

乐多仙®MultiGrain
（GT） 

RONOZYME® 
MultiGrain (GT)

混合型饲料添
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仔猪
Poultry, Piglets

丹麦诺维信公司 
Novozymes A/S, Denmark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
（维生素C)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Ascorbic 

Acid (Vitamin C)

罗维素® C-EC 
Rovimix® 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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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有限公司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UK) Ltd., UK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8号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白鱼粉（三级）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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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San Arawa有限
公司（工船加工，工船名
“泰安”，工船号3748）  

San Arawa Sociedad 
Anónima (Produced on 

Board at Vessel "TAI 
AN", Official No.3748), 

Argentina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69号

奶牛维生素预
混合饲料 

Vitamin Premix for 
Cow

维奶康 
Lactation VBTM

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 

Feed 
AdditivePremix

奶牛
Cow

加拿大Jefagro
科技有限公司 

Jefagro Technologies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70号

奶牛维生素预
混合饲料 

Vitamin Premix for 
Cow

维产康 
Transition VBTM

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 

Feed 
AdditivePremix

奶牛
Cow

加拿大Jefagro
科技有限公司 

Jefagro Technologies Inc., 
Canada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71号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丹麦白鱼粉（三级） 
Danish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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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三九鱼蛋白有限公
司Thyborøn工厂 

TripleNine Fish Protein 
A/S, Thyborøn Plant, 

Denmark

2019.09 
—

2024.09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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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19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药厂等2家公司生

产的氟苯尼考注射液等2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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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标准 

3.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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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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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号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丙酸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ropionic 

Acid

露保卫® 
Luprosil® NC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巴斯夫欧洲公司 
BASF SE, Germany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73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dl-α-生育酚乙

酸酯 
Feed Additives 

Mixture dl-alpha-
Tocopherol Acetate

露他维E50 
Lutavit®E50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巴斯夫欧洲公司 
BASF SE, Germany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74号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丹麦白鱼粉（三级） 
Danish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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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三九鱼蛋白有限公
司Esbjerg工厂 

TripleNine Fish Protein 
A/S, Esbjerg Plant, 

Denmark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75号

鱼粉 
Fishmeal

丹麦红鱼粉（三级） 
D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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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三九鱼蛋白有限公
司Esbjerg工厂 

TripleNine Fish Protein 
A/S, Esbjerg Plant, 

Denmark

2019.09 
—

2024.09
续展

(2019)外
饲准字
376号

鸡肉粉 
Poultry Meal 

鸡肉粉 
Poul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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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途康蛋白
有限公司 

Tuakau Proteins Limited, 
New Zealand

2019.09 
—

2024.09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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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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苯尼考注射液Florfenicol 
Injection

（50mL︰15g） 

西班牙海博莱生物
大药厂 Laboratorios 

HIPRA, S.A.
西班牙

（2019）
外兽药证字

75号

2019.9.26  
—

2024. 9.25 
再注册

氟苯尼考注射液Florfenicol 
Injection

（100mL︰30g）

（2019）
外兽药证字

76号

氟苯尼考注射液Florfenicol 
Injection

（250mL︰75g）

（2019）
外兽药证字

77号

碘甘油混合溶液                                               
Iodine and Glycerol Mixed Solution

利拉伐N.V.公司
DeLaval N.V.

德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78号

2019.9.26  
—

2024. 9.25 
再注册

附件3

氟苯尼考注射液等2种兽药产品说明书和标签

一、氟苯尼考注射液说明书和
内包装标签

（一）氟苯尼考注射液说明书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氟苯尼考注射液

商品名称：喜乐坦

英文名称：Florfenicol Injection

汉语拼音：Fubennikao Zhusheye

【主要成分】  氟苯尼考

【性状】 本品为微黄色的澄明溶液。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氟苯尼考属于酰胺醇

类抗生素，对多种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有

较强的抗菌活性。通过竞争性结合细菌70S核糖

体上的50S亚基，抑制肽酰基转移酶，从而抑制肽

链的延伸，干扰细菌蛋白的合成。

药动学  猪首次肌内注射后，血药浓度约2.2

小时达到峰值，为1.9～3.1μg/ml，半衰期为35.5小

时。第二次注射后，血药浓度约1.7小时达到峰值，

为2.0～8.1μg/ml。肺组织中的氟苯尼考浓度与血

药浓度相同。氟苯尼考注射后代谢完全，通过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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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迅速排出体外。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和

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猪细菌性呼吸系统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氟苯尼考计。颈部肌内注

射：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5mg（即每20kg体重用

本品1ml），每48小时一次，连用2次。

【不良反应】 50%猪可能出现短暂的腹泻、

肛门周围或直肠会出现红斑或水肿，持续一周。

同时在注射部位观察到肿胀可持续5日，炎症病变

可达28日。

【注意事项】 1.禁用于已知对氟苯尼考过敏

的猪；禁用于成年种猪；禁用于体重不足2kg的仔

猪；禁用于疫苗接种期或免疫功能严重缺陷猪。

2.体重大于60kg猪注射时，应分次给药以保

证每个注射部位给药体积不超过3ml，并精确称

量体重以避免给药剂量不足。

3.肾功能不全患畜要减量或延长给药间隔时间。

4.氟苯尼考对怀孕母猪生殖安全性尚未进行

研究。

5.本品使用应以药敏试验为依据，并遵守官

方和当地的抗生素使用政策。若不按照说明书使

用可能导致细菌对氟苯尼考耐药性的增加，且潜

在的交叉耐药性会降低其他氯霉素类抗生素的治

疗效果。

6.猪按3倍或以上推荐剂量给药后，可观察到

采食和饮水减少、体重增长变缓、呕吐等症状。

7.对氟苯尼考过敏的使用者避免接触本品。

使用中避免引入污染；避免意外的自我注射；避

免接触眼睛和皮肤。如本品不慎接触眼睛和皮

肤，应立即用清水冲洗。使用本品后应洗手。

8.避免将本品与其他兽药混用。

【休药期】 猪18日。

【规格】 （1）50ml∶15g  （2）100ml∶30g  

（3）250ml∶75g

【包装】 

【贮藏】 遮光，25ºC以下干燥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开启后28日。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 业】  西 班 牙海博 莱生物大 药厂

（Laboratorios HIPRA，S.A.）

地址：Avda.  La Selva，135-17170 Amer

（Girona），Spain

（二）氟苯尼考注射液标签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氟苯尼考注射液

商品名称：喜乐坦

英文名称：Florfenicol Injection

汉语拼音：Fubennikao Zhusheye

【主要成分】 氟苯尼考

【性状】 本品为微黄色的澄明溶液。

【适应证】 用于治疗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和多

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猪细菌性呼吸系统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氟苯尼考计。颈部肌内注

射：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5mg（即每20kg体重用

本品1ml），每48小时一次，连用2次。

【规格】 （1）50ml∶15g  （2）100ml∶30g  

（3）250ml∶75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休药期】 猪18日。

【贮藏】 遮光，25ºC以下干燥保存。

【包装】

【生产企 业】 西 班 牙海博 莱生物大 药厂

（Laboratorios HIPRA，S.A.）

地址：Avda.  La Selva，135-17170 Amer

（Girona），Spain

二、碘甘油混合溶液说明书和
标签

碘甘油混合溶液标签和说明书（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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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用 外用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碘甘油混合溶液

商品名：滴宝（Dipal Conc.）

英文名：Iodine and Glycerol Mixed Solution

汉语拼音：Dian Ganyou Hunhe Rongye

【主要成分】 碘

【性状】 本品为黑褐色液体。

【药理作用】 消毒防腐药。本品主要成分为

碘。碘具有强大的杀菌作用，其原理是碘化和氧

化菌体蛋白的活性基团，并与蛋白的氨基酸结合

而导致蛋白变性或抑制菌体的代谢酶系统。本品

对引起乳房炎的病原体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无乳

链球菌等有较强的杀灭作用。本品中含甘油、山

梨醇等成分，可防止皮肤粗糙或在干燥等特殊环

境中保护皮肤，有效预防奶牛乳房炎。

【用途】 用于泌乳期奶牛的乳头消毒，预防

泌乳期奶牛的乳房炎。

【用法与用量】 外用。按1∶4的比例用水稀释

本品。挤完奶后，立即用稀释液药浴每个乳头，或

对每个乳头进行充分喷雾消毒，确保稀释液覆盖

四分之三的乳头。

【不良反应】 按推荐的用法与用量使用，未

见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 仅限于外用。

2. 勿与其他化学物质混合。

3. 气候寒冷有风时，药浴后等待30秒或待

乳头干燥后，用纸巾吸干乳头上的水分再放开奶

牛。

4. 避免与眼睛接触。如不慎接触，应立即用

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就诊。

5. 如果不慎吞食本品，应立即饮用大量清水

并就诊。

6. 对碘过敏的人操作时应戴手套和防护面

具。

7. 置于儿童无法触及处。

8. 开封使用后应在原容器贮存并注意将盖拧

紧。

9. 如果产品冻结，使用前应放在温暖的室内

解冻，充分摇匀。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规格】 0.75%（g/g）

【包装】  

【贮藏】 遮光，阴凉处保存。

【有效期】 12个月。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利拉伐N.V.公司（DeL ava l 

N.V.）

地址：Industriepark-Drongen 10, B-9031 Gent,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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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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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福建省农药检定所、福建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福州）]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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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全国草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等机构信息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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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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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批）

            农业农村部

             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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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批）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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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验检测中心（福建省农药
检定所、福建省兽药饲料
监察所）[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福州）]

农产品 刘  新
福建省福州市鼓

楼区鼓屏路
183号

350003 0591-87270976
〔2019〕农质检

核（国）字
第0189号

（2019）农
（质监认）

字FC
第1138号

2

上海市林业总站（上海市
林业病虫防治检疫站、上
海市林木种苗管理站）[农
业农村部花卉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上海）]

花卉产品 高翔伟
上海市松江区九
亭镇九新公路

888号
201615 021-57639232

〔2019〕农质检
核（国）字
第0059号

（2019）农
（质监认）

字FC
第11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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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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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北京
市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

北京市南繁指挥部）
 [农业农村部种子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北京）]

农作物种
子、转基因
生物产品

成分

赵山普
北京市海淀区北

太平庄路15号
100088 010-62056470

〔2019〕农质检
核（国）字
第0089号

（2019）农
（质监认）

字FC
第1140号

4

陕西省水产研究与工作总
站（陕西省水产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渔业环境及

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西安）]

水产品及
渔业环境

王  丰
陕西省西安市三
桥南沣惠路2号

710086 029-84521041
〔2019〕农质检

核（国）字
第0096号

（2019）农
（质监认）

字FC
第1141号

5

河北省兽药监察所（河北
省畜产品质量检验监测中
心） [农业农村部畜禽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石家庄）]

畜禽产品 米振杰
河北省石家庄市
裕华区长江大道

19号
050035 0311-67506919

〔2019〕农质检
核（国）字
第0110号

（2019）农
（质监认）

字FC
第1142号

6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
中心）[农业农村部兽医诊

断中心]

动物疫病 陈伟生
北京市大兴区生
物医药基地天贵

大街17号
102618

010-
59198909/8891

〔2019〕农质检
核（国）字
第0188号

——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业
机械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站
[农业农村部棉花机械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棉花机械
及其他
农机具

朱堂忠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新

医路171号
830054 0991-4331001 ——

（2019）农
（质监认）

字FC
第1143号

注：农业农村部种子及转基因生物产品成分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更名为农业农村部种子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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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批）

序号 机构名称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1 农业农村部全国草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承建机构法定代表人 杨振海 王宗礼

2 农业农村部种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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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7月30 日：

任命赵长保为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一级巡视员，免去其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职务；

任命陈友权为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免去其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职务；任命

李书民为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一级巡视员，免去其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职务；任命

彭剑良为农业农村部农垦局一级巡视员，免去其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副局长职务；任命冯广军为农业农村

部离退休干部局一级巡视员，免去其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农业农村部南亚热带作物中心）主任职务；

任命毛德智为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二级巡视员；任命王宾

为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任命方晓华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副司长；任命刘莉

华为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任命魏宏阳为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任命王俊勋为农业

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免去其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职务；任命李尚兰为中国农垦经济

发展中心（农业农村部南亚热带作物中心）主任，免去其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职务；任命崔鹏伟

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免去其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司长职务；任命高士军为中国水稻研究所

党委书记，免去其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