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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加快补上 “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

中农发〔2020〕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去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农业农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今年又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

降幅持续扩大，给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持续增收带来较大影响，也与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

不相适应。为切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突出短

板，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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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

精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对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围绕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实施一批牵引性强、有利于生产消费“双升级”的现代农

业农村重大工程项目，千方百计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规模，健全投入机制，拓宽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环

境，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推动农业优结构、增后劲，

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为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二、加快农业农村领域补短板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重点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开展整治田块、建设灌排设施、整修田间道路等工程，支持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提高建设质

量，确保2020年完成8000万亩、到2022年建成10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

的高标准农田。

（二）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支持建设一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在蔬菜、水

果、畜产品、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重点建设一批分拣包装、冷藏保鲜、仓储运

输、初加工等设施，大幅度提升果蔬预冷和肉类、水产品冷藏保鲜能力和冷链流通率，减少产后损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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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产品品质。

（三）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程。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加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开展现代农业生产

性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农业重大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

（四）动植物保护建设工程。强化动物疫病、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设施、应急防控和物资储备等

工程建设。

（五）沿海现代渔港建设工程。鼓励沿海地区新建和改扩建一批中心渔港、一级渔港和相关公益性

设施，打造一批渔港经济区。开展现代海洋牧场建设。

（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分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有序实施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积极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因地制宜建设资源化处理设施。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开展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建设一批适用的工程设施。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开展村庄清洁和

绿化行动，推进“美丽家园”建设。

（七）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

研究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开展城市管网向农村延伸工程建设。开展大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建设。

（八）乡镇污水处理工程。优先在人口密度较大的乡镇所在地，重点建设一批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

网等设施，提高乡镇污水处理水平。    

（九）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工程。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工程建设，开展农业物联网、大数据、

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全面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

（十）农村公路建设工程。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在完成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和通

客车任务基础上，有序推进撤并建制村等具备条件的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等通硬化路建设。

（十一）农村电网建设工程。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持续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三、多渠道加大农业农村投资力度

（一）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规模。地方政府应通过一般债券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乡村振

兴项目建设。各地区要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增加用于农业农村的投入，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重

大项目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符合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条件的高标准农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现

代农业设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镇污水治理等领域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地方可按规定将抗疫特别国

债资金用于有一定收益保障的农林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保障财政支农投入。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强“三农”投入保障，优化支出结构，突出保障重点。中

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三农”补短板重大工程项目倾斜。扎实开展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调剂收益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乡村振兴。优化涉农资金使用

结构，继续按规定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加强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

动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重点项目。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逐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比例。扩大以工代赈规模，重点支持农村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引导农民投工投劳，增加就地就近

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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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金融服务“三农”力度。抓紧出台普惠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举措，创新

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全面推行温室大棚、养殖圈舍、大型农机、土地经营权依法合规抵

押融资。依法合规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业务。鼓励开展县域农户、中小企

业信用等级评价，持续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鼓励开发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模

式。大力发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贷、首贷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符合条

件的涉农企业和主体，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合作，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业农村部门要协助提供项目推介。切实发挥好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

稳步做大政策性业务规模。充分运用支农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扩大涉农信贷投放。完善农业大灾保险试

点，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完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政策，

优化“保险+期货”试点模式。

（四）积极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各地区要制定出台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指导意见，

加强指导和服务，明确支持的重点领域，细化落实用地、环评等具体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和发挥政府投资

基金的作用，支持孵化型、成长型、创新型社会资本投资项目。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污水垃

圾处理等方面实施一批PPP项目。积极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公司信用类债券和涉农中小企业集合债、

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的发行。扩大公司信用类债券支持乡村振兴的规模。加大农业企业在公开市场股票

发行支持力度。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将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作为推动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任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地区要抓紧出台扩大农业农村投资的政策措施，

确保中央关于增加专项债券对农业农村投入、持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要求落地落实。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协同配合，切实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进度，主动推进。发展改革部门要积极指导各地区

在2020年增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加大对农业农村项目的支持力度。财政部门要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做好

农业农村领域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有关工作。金融部门要依法合规加大对农业农村的金融信贷支持力度。

严禁新增隐性债务。农业农村、水利、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大业务培训指导，总结梳理典

型模式，全力推动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二）严格督导考核。把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纳入中央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和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实绩考核，作为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重要考核内容。建立健全金融机

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制度，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提高对“三农”领域信贷风险的容忍度。各

省级人民政府要及时将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情况向国务院报告。

 （三）扎实做好规划编制和项目储备。各地区要按照加快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要

求，结合编制“十四五”规划，抓紧制定修编农业农村领域重大工程项目专项建设规划，科学合理确定建

设重点和投资方向，做好重大项目储备，高质量开展项目实施前期工作，扎实开展项目可行性论证，加快

建立长短结合的项目储备库，及时推出符合标准要求的项目，选定合格的项目承接主体，支持项目及早实

施落地，形成实物工作量。

（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法依规简化项目审

批程序，加快审批进度，规范行政执法，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涉农企业负担，有效保护各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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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主体合法权益，稳定投资信心，激发投资活力。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等要素改革，保障农业农村重大

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改善农业农村投资环境，强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和环境保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7月9日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退役军人部   银保监会关于深入实施 
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的意见

农产发〔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局、委）、

科技厅（局、委）、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退役军人事务厅（局）、银

保监局：

创新创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动能，人才是创新创业的核心要素。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饱含乡土

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的乡村企业

家。近年来，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涌现了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成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但仍存在总量不大、层次不高、带动力不强等问题，亟需加快培育壮大。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部署，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

育行动，大力发展富民乡村产业，奠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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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和就业优先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紧扣乡村

产业振兴目标，强化创新驱动，加强指导服务，优化创业环境，培育一批扎根乡村、服务农业、带动农民的

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发挥“头雁效应”，以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增收，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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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市场主体、政府引导。尊重市场主体，激活资源要素，激发创造活力，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营造崇尚创新、勇于创业、勤劳致富的氛围。 

产业为基、就业为本。依托农业农村资源，发掘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重价值，发展特色突出、关联

度高、产业链长的产业。推行包容性、共享式发展，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创新驱动、创业带动。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以创新引领

创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创业中实现自身价值，在带动中体现社会价值。 

联农带农、富民兴乡。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加快全

产业链和全价值链建设，把二三产业留在乡村，把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民，实现富裕农民、繁荣乡村。 

（三）总体目标。到2025年，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明显改善，创新创业层次显著提升，创新创业队伍不

断壮大，乡村产业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达到100万以上，农业重点县的行政村基本实

现全覆盖。 

二、明确培育重点 

（四）扶持返乡创业农民工。以乡情感召、政策吸引、事业凝聚，引导有资金积累、技术专长、市场信

息和经营头脑的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创新创业。遴选一批创业激情旺盛的返乡农民工，加强指导服务，重点

发展特色种植业、规模养殖业、加工流通业、乡村服务业、休闲旅游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吸纳更多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五）鼓励入乡创业人员。营造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营商环境，引导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

人、科技人员等入乡创业，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引入智创、文创、农创，丰富乡村产业

发展类型，带动更多农民学技术、闯市场、创品牌，提升乡村产业的层次水平。 

（六）发掘在乡创业能人。挖掘“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乡土人才，以及乡村工匠、文化能

人、手工艺人等能工巧匠，支持创办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创响“乡字号”“土字号”乡土特色产

品，保护传统手工艺，发掘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三、强化政策扶持 

（七）加大财政政策支持。统筹利用好现有创新创业扶持政策，为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和

企业提供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可按规定申领。鼓励地方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农村创新创

业带头人兴办企业、做大产业。允许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园和孵化实训基地中符

合条件的项目建设。对首次创业、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

贴。对入驻创业示范基地、创新创业园区和孵化实训基地的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创办的企业，可对厂房

租金等相关费用给予一定额度减免。 

（八）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引导相关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创

办的企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大力扶持返乡入乡人员创新创业。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等政

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积极为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提供融资担保。引导各类产业发展基金、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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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入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创办的项目。推广“互联网＋返乡创业+信贷”等农村贷款融资模式。 

（九）加大创业用地支持。各地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省级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做好农村

创新创业用地保障。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支持开展县域农村闲置宅基地、农业生

产与村庄建设复合用地、村庄空闲地等土地综合整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复垦腾退建设用地指

标，优先用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返乡入乡创新创业。允许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不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探索创新用地方式，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创办乡村旅游等

新产业新业态。 

（十）加大人才政策支持。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离岗到

乡村创办企业，允许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将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及其所需

人才纳入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政策奖励和住房补贴等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及其共同

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增加优质教育、住房等供给。

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切实为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及其所需人才妥善办理社

保关系转移接续。 

四、加强创业培训 

（十一）加大培训力度。实施返乡入乡创业带头人培养计划，对具有发展潜力和带头示范作用的返乡

入乡创业人员，依托普通高校、职业院校、优质培训机构、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等开展创业培训。将农

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纳入创业培训重点对象，支持有意愿人员参加创业培训。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职

业培训补贴范围，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年）专账资金列支。 

（十二）创新培训方式。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企业深化校企合作，依托大型农业企业、知名村

镇、大中专院校等建设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带头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基础平台。充分利用门户网站、远程视频、云互动平台、微课堂、融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灵活便

捷的在线培训，创新开设产品研发、工艺改造、新型业态、风险防控、5G技术、区块链等前沿课程。 

（十三）提升培训质量。积极探索创业培训+技能培训，创业培训与区域产业相结合的培训模式。根

据返乡入乡创新创业带头人特点，开发一批特色专业和示范培训课程。大力推行互动教学、案例教学和现

场观摩教学，开设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创业经验研讨课。组建专业化、规模化、制度化的创新创业导师队

伍和专家顾问团，建立“一对一”“师带徒”培养机制。 

五、优化创业服务 

（十四）提供优质服务。县乡政府要在政务大厅设立农村创新创业服务窗口，打通部门间信息查询

互认通道，集中提供项目选择、技术支持、政策咨询、注册代办等一站式服务。各级政府在门户网站均应

设立农村创新创业网页专栏，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扶持政策“一键查询”。发挥乡村产业服务指导

机构作用，为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提供政策解读、项目咨询、土地流转、科技推广、用人用工等方面的服

务。 

（十五）聚集服务功能。严格落实园区设立用地审核要求，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产品加工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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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园区等，建设一批乡情浓厚、特色突出、设施齐全的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建设一批集“生产+加工+

科技+营销+品牌+体验”于一体、“预孵化+孵化器+加速器+稳定器”全产业链的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

基地、众创空间和星创天地等，帮助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开展上下游配套创业。 

（十六）拓宽服务渠道。积极培育市场化中介服务机构，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组建农村创新创业

联盟，实现信息共享、抱团创业。建立“互联网+创新创业”模式，推进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在线、实时与

资本、技术、商超和电商对接，利用5G技术、云平台和大数据等创新创业。完善农村信息、交通、寄递、物

流线路及网点等设施，健全以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为支撑的物流网络体系。 

六、强化组织保障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把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稳就业大局中

统筹谋划和推进，建立健全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工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工，落实部

门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聚力抓好落实。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作

为，尽职履责抓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有关工作。 

（十八）选好培育对象。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要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个人信用记录良好，

有能力、有意愿带动农民就业致富。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遴选要公开公平公正，得到社会公认，并经村公

示、乡（镇）审核，报县（市）农业农村部门备案，确定为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 

（十九）推进政策落实。各地要把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的扶持政策列出清单，建立政策明

白卡，逐项抓好落实。结合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的信贷支持力度。 

（二十）开展监测评估。县级要建立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信息档案库，跟踪收集带头人参加培训、创

办企业、实施项目、享受政策扶持等情况，每年进行动态调整。建立调度制度，半年一小结、全年一总结。

建立评估机制，对各地开展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工作进行评估，对成效显著的县（市）推介为“全国

农村创新创业典型案例”。 

（二十一）加强宣传引导。挖掘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鲜活案例，讲好励志创业故事。对创新创业

活跃、联农带农紧密、业绩特别突出的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充分运用

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全媒体资源，宣传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典型事迹，营造激情创新创业、梦圆乡

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退役军人部   银保监会 

202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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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 
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的意见

农机发〔20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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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 

设施种植是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促进农民增收和繁荣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设施装备和机械

化生产是设施种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

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42号）关于设施农业发展有关部署，现就加快推

进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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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科技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加强规划引领和政策支持，优化种植设施区域

布局，大力推广适宜机械化生产的标准化温室，推进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信息化融合，加快设施装备与

设施专用品种和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配套，完善技术装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设施种植机械化全

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加快设施种植现代化步伐，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

支撑。 

（二）发展目标。到2025年，种植设施区域布局更加合理，结构类型更加优化，以塑料大棚、日光温室

和连栋温室为主的种植设施总面积稳定在200万公顷以上；设施结构区域化标准化设计、建设、改造稳步

推进，农机作业条件显著改善，新型设施结构、材料和节能降耗技术装备取得突破；适宜机械化生产的

新品种和新技术新模式加快推广，设施蔬菜、花卉、果树、中药材的主要品种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体

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设施种植机械化水平总体达到50%以上，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化

肥、农药及水资源利用率迈上新台阶。 

二、主要任务 

坚持市场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瞄准设施种植绿色高效发展的机械化需求，补短板、强弱项、

促协调，全面提升设施种植机械化水平，支持设施种植高质量发展。 

（一）推进设施布局标准化。围绕设施种植产业优势区域，推广标准化温室设施。北方以节能日光温

室为主、南方以塑料大棚为主。黄淮海、环渤海和西北暖温带，东北和西北中温带区域，以发展节能日光

温室为主，适度发展大跨度塑料大棚，在能源成本较低地区适度发展连栋玻璃温室和连栋塑料温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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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以发展单栋和连栋塑料大棚为主，适度发展遮阳棚、防雨棚、防虫网室。华南亚热带

多雨区以塑料大棚、遮阳防雨棚为主，有条件的地区适度发展连栋塑料温室。华南和西南热带区以连栋

塑料大棚、遮阳棚为主，适度发展防虫网室和连栋塑料温室。青藏高原气候区以发展节能日光温室为主。 

（二）推进设施建造宜机化。制修订适宜不同地区的标准化温室设施结构与建造的标准，明确满足

农机作业条件的空间结构、出入口、内部通道等方面尺度，提出符合设备安装需要和安全生产要求的结

构强度规范。加快老旧种植设施的宜机化改造，依照农机通行和室内作业条件，改造出入口、骨架、耳

房、缓冲间、室内通道等，优化种植空间布局，创新宜机化种植模式，满足设备安装运转、机械通行作业需

求。积极推广节能型设施建造材料和低能耗电动设施装备，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三）推进生产作业机械化。加大设施种植装备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支持产学研推用协同攻关，突

破精量播种、育苗嫁接、移栽和收获等环节技术装备短板。加快提升环境调控、植保作业的机械化水平，

推广普及土地耕整、灌溉施肥技术装备。推动电动运输、水肥一体化设施以及多功能作业平台等与温室

结构集成配套。加力推广尾菜、植株秸秆、残膜等资源化高效利用技术装备，实现设施种植清洁生产。开

展联合攻关，加快选育、推广宜机化设施专用品种，示范推广宜机化种植技术模式，推进各环节机具装备

的协同配套，积极构建区域化、标准化的设施种植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促使良种、良法、良机配套，为机

械化生产创造良好条件。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设施种植全程机械化。 

（四）推进设施装备智能化。加快信息化和机械化融合，推广环境自动调控、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

和作物生长信息监测等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设施种植机械化水平。加大科技攻关力度，重点突

破设施种植装备专用传感器、自动作业、精准作业和智能运维管理等关键技术装备，研制嫁接、授粉、

巡检、采收等农业机器人和全自动植物工厂，实现信息在线感知、精细生产管控、高效运维管理。 

（五）推进生产服务社会化。引导温室大棚种植户组建设施种植机械服务合作组织，提升生产全过

程机械、设备共享服务能力。加强设施种植机械化社会化服务的支持指导，培育设施种植农机合作社、

生产联合体、综合服务站等社会化专业性服务组织，开展大棚建造、维护保养、机具租赁、种苗供应、作

业托管和加工销售等社会化服务，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等设施种植社会化

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加强对服务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指导，引导服务组织完善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机制，

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发展设施种植机械化纳入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农机化与科技、种植业、种业、农田建设等有关方面密切协作，建立协调机制，加强重大事项

的协调配合，组织调动农机试验鉴定、技术推广、安全监理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等系统的力量，合力推进

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要积极支持行业学会、协会、创新联盟发挥作用，开展设施种植机械化团体标准

制修订、质量监测、信息交流、教育培训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服务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和设施种植

转型升级。 

（二）完善扶持政策。制定设施种植基地建设和改造的宜机化标准和工作指引，积极争取财政、金融

等部门支持，统筹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推进设施大棚宜机化建设、改造。加大农机购置补贴

支持力度，将更多设施种植装备纳入补贴范围，扩展标准化大棚骨架补贴试点范围，积极探索成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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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补贴路径。落实设施农用地管理政策，完善设施建设和改造标准。推动金融机构对权属清晰的温室

大棚设施装备开展抵押贷款，探索对购买大型设施农业装备贷款进行贴息，推广“大棚贷”“大棚险”等

农业信贷保险模式。积极引导各类民间资本投入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加快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三）推进科技创新。发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的作用，围绕设施种植智能化、绿色化关

键薄弱环节，开展技术装备研发示范推广。瞄准重大需求，及时提出设施装备技术创新建议，争取科技、

财政部门立项支持，推动有关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加大对设施种植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装备研发支持力

度，增强新技术新装备的供给能力。积极支持引导，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设施种植工程技术创新体系，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四）强化示范引导。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园、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等平台的作用，开展

先进适用设施设备、专用品种、高效生产管理和种苗生产、环境调控、采后处理等技术的示范集成。支持

有条件的地区建设设施种植数字农业基地，推广高端智能设施装备。通过项目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充分调动设施装备企业、种植户、合作社和科研院校、社会团体参与技术推广的积极性，创新体验

式、参与式推广方式，提升示范推广效果，加快设施种植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及时总结好典型好经验，

加强宣传推广，为加快提升机械化水平、促进设施种植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五）加强公共服务。加强设施种植装备及配套技术标准制修订，补齐短板，完善标准体系。加强设

施种植装备试验鉴定能力建设，制修订一批试验鉴定大纲，积极开展专项鉴定，支持新设施新机具新技

术加快转化推广应用。选取典型地区，开展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情况动态监测，加强发展指导。加强设

施种植装备使用安全监管，督促指导生产主体安全生产。建设人才队伍，支持建立一批设施种植机械化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推广在线学习平台及手机App，为人员培训提供有力支撑。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27日 

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进一步提高农村改厕工作实效的通知

农社发〔202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厅、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

去年以来，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切实提高农村改厕工作质量的通知》（中农发〔2019〕15号），坚

持问题导向，严把改厕“十关”，扎实提高工作质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从2019年国务院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大检查和媒体反映的情况来看，一些地方农村改厕工作仍存在不尊重群众意愿、工作衔接不到

位、技术模式选择不合理、施工质量不达标、脱离实际等问题。今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收官

决胜之年，农村改厕任务艰巨，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在坚持严把改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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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厕所改不改，农民说了算，决不能为改而改，决不能为了完成任务、片面追求

卫生厕所普及率而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要注重发挥农民作为改厕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的主体作

用，切实做好宣传发动，通过发放明白纸、入户讲解、实地参观、党员干部示范带动等方式，充分调动农

民参与改厕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三年内有搬迁计划的农户、空挂户、举家外出以及犹豫观望、

暂时不愿改的农户，可以缓一缓，不能替农民做主、搞强迫命令。要科学安排建设时序，做好工作衔接，避

免“先拆后建、拆建脱节”、半拉子工程，最大程度减少改厕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 

二、找准适用技术模式。要坚持宜水则水、宜旱则旱，通过实地调研、技术论证、模式比较、试点示范

等方式，科学选择适合本地区的改厕技术模式，不能简单照搬照抄，不能把改厕简单当作改水冲式厕所。

对一时拿不准的技术模式，要先开展试点示范，至少经过一个周期的测试验证之后再决定是否推广应

用。对因选用技术模式不当出现问题的厕所，要及时研究提出改进、补救措施。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厕

所污水和生活杂排水共治模式。要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农村厕所革命技术支撑服务体系，组建专家技术

服务队伍，通过线上互动、线下指导等方式解决基层改厕难题。 

三、严格执行标准规范。要坚持标准化引领，把标准规范应用贯穿于农村改厕全过程。近期，市场

监管总局（标准委）批准发布了《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农

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3项国家标准，各地要强化宣传贯彻和执行力度，组织专题学习培

训，提高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改厕企业等标准化意识。各省（区、市）要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推动农村厕

所建设验收、管理管护以及非水冲式厕所等方面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将

农村改厕产品列为重点监管，加大质量监管力度。 

四、公开透明实施奖补工作。要严格落实信息公开、村务公开的有关要求，建立完善公示制度，对奖

补政策、奖补标准、资金使用情况等及时公开，提高透明度，确保群众知情权。要准确掌握基础数据，定

期调度工作进展，适时组织实地抽检，防止信息失真、搞“数字改厕”，避免“把没改完的当改完了”。要

严格落实“先建后补、以奖代补”，不能简单以“发钱”或“发厕具”代替改户厕，不能大包大揽过度承诺、

片面追求农户“零费用”改厕，不能脱离实际简单压低改厕成本、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要按合同约定及时

组织验收，不得拖欠、克扣或挪用工程资金。要提高资金执行进度和资金使用效益，强化绩效结果应用，

避免出现资金闲置等问题。 

五、建立健全运行维护机制。要坚持建管并重，农村改厕到哪里，运行维护体系就覆盖到哪里。要通

过现有渠道，安排适当资金支持改厕后期运维管护，保障厕所建成后持续正常使用。做好改厕与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有机衔接、统筹推进，没有解决好厕所粪污收集和利用去向问题、没有落实好维修服务措施，

宁可不开工不建设。要积极研究厕所粪污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宜肥则肥、应排则排。要加

快探索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管护方式，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将保洁维护与公益性岗位相结合，做到

管护有制度、有经费、有人员。鼓励开展厕所使用率、群众满意度等数据调查，及时查找问题，不断提升

保障和服务水平。要强化农民群众对户厕管护的主体责任，结合村庄清洁行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爱国

卫生运动等，加强文明如厕、卫生防疫、厕所日常管护等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群众文明卫生意识。 

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2020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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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举办2020年全国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农人发〔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农机、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总工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地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进一步加快培养和选拔农业行业高技能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根据《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30号）部署，农业农村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联合举办“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

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项目

动物检疫检验员、动物疫病防治员、农机修理工、农作物植保员、茶叶加工工（精制）。

二、组织领导

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大赛，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

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实施，成立大赛组委会，负责大赛的组织领导工作；大赛组委会下设秘书处，负责大赛

的沟通协调、技术保障等工作。根据比赛项目按行业成立项目组委会，负责相关项目比赛的组织实施工

作，具体实施方案另行发布。

三、参赛选手

大赛选手主要面向从事动物检疫检验员、动物疫病防治员、农机修理工、农作物植保员、茶叶加工工

等职业的广大农业农村技能人才和农业企事业单位的一线职工。

各项目组委会要认真做好选手信息审核工作，对选手身份与实际不符的，应取消该选手参赛成绩和

相关荣誉。已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荣誉及在2019年国家级一类大

赛获得前５名（双人赛项前３名、三人赛项前２名）、国家级二类竞赛获得前３名（双人赛项前２名、三人

赛项第１名）且为职工身份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加大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

工身份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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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赛形式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由项目组委会负责组织协调，各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总工会等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实施。

五、时间安排

初赛由各省（区、市）大赛主办单位根据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和对举办大型活动的要求，合理

确定比赛时间、地点，创新比赛方式，各项目初赛原则上应于9月25日之前完成。决赛时间拟定于2020年10

月中旬，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六、大赛内容

大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以各项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

级）以上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基础，适当增加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等内容。

七、大赛奖励

（一）获得各职业决赛前5名的选手，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由农

业农村部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二）获得各职业决赛第6〜20名的选手，由农业农村部颁发“全国农业技术能手”证书和奖牌；由农

业农村部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三）未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职业（工种），不得晋升职业资格等级。晋升职业技能等级的有关

政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另行规定。

（四）对获得各职业第１名并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由选手所在省（区、市）总工会在次年度五一集中

表彰时按程序优先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五）获得各职业决赛第21〜50名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选手”证书。

（六）每个比赛项目评选出３名优秀裁判员，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裁判员”证书。

（七）团体成绩前５名的代表队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团体奖”奖牌。

（八）对主要承担大赛工作的协办单位由大赛组委会颁发“突出贡献奖”奖牌。

（九）对参加决赛的所有选手，由大赛组委会秘书处颁发参赛证书。

（十）各大赛组织单位要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的有关规定，兑现

相应奖励政策，不得以大赛组委会名义设立颁发大赛正式发文以外的奖项。

八、有关要求

（一）各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总工会要高度重视，加强沟通、密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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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把组织本次大赛作为加强农业农村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做好初赛组织工作。要严格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勤俭办赛，务求实效，确保大赛健康有序进行。

（二）各大赛组织单位要切实发挥大赛对技能人才培养、评价的促进作用，高质量组织开展赛后技

术点评，注重大赛成果和经验的交流，推动各职业领域技术创新和技术水平提升。

（三）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政策要求，各有关单位应将选手赛前培训纳入职业提升行动范

围，落实有关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四）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大赛活动的宣传推广，初赛阶段宣传工作由各地组织实施，决赛阶段宣

传工作由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实施。要把大赛宣传推广作为宣传技能人才政策、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

就、增强社会各界对农业农村技能人才认同的重要内容。要统筹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通过制作动

漫、短视频、宣传画等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方式，做好大赛宣传推广。各项目组委会要及时向大赛组委

会秘书处提供新闻通稿、比赛花絮、背景资料等文字、图片、视频宣传素材。

（五）在大赛组织过程中，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求，创新方式方法，避免

不必要的人员聚集，切实消除风险隐患，在确保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有序有效开展各项工作。

九、联系方式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联系人：邢培林  电话：010-5919436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

联系人：李乐苗  电话：010-84208443

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全国委员会

联系人：王秀生  电话：010-68591048

附件：1.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

2.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2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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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蛙类保护管理的通知

农渔发〔202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内蒙古森

工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大兴安岭林业集团：

为切实解决部分蛙类交叉管理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护管理主体，落实执法监管责任，加强蛙类资源

保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管理责任，完善名录调整

根据专家研究论证意见，对于目前存在交叉管理、养殖历史较长、人工繁育规模较大的黑斑蛙、棘

胸蛙、棘腹蛙、中国林蛙（东北林蛙）、黑龙江林蛙等相关蛙类（以下简称“相关蛙类”），由渔业主管部

门按照水生动物管理。对其他蛙类，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将本着科学性优先和兼顾管理可操作性的

总体原则，共同确定分类划分方案，适时调整相关名录。各地渔业主管部门、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依法

依规推进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调整。

二、加强协调配合，做好工作衔接

各地渔业主管部门、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制定工作方案，确保相关蛙类管理

调整工作交接到位；要做好相关证件撤回注销和档案资料移交，主动告知从业者相关管理政策，优化办

事流程；对于情况复杂、短时间内难以完全交接到位的，可协商通过设立一定过渡期等措施，确保有关调

整工作平稳有序，避免出现管理真空。

三、加大保护力度，打击违法活动

各地渔业主管部门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加大相关蛙类野生资源保护力度，利用活动仅限于增养殖

群体。除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等特殊需要外，禁止捕捞相关蛙类野生资源；确需捕捞的，要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报经相关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内，按照限额捕捞。各地渔业主管部门、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把蛙类保护与当地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严禁在自

然保护区开展捕捞利用活动；积极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出

售、购买、利用相关蛙类野生资源的行为。

四、规范养殖管理，科学增殖放流

各地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相关蛙类的养殖管理，强化苗种生产审批和监管。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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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颁布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确定的养殖区和限养区内从事养殖生产的，要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

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各地渔业主管部门、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相互配

合，科学合理安排蛙类野外增殖放流，扩大种群规模，加强放流效果跟踪评估，保护种质资源。

五、加强科学监测，强化保护宣传

各地渔业主管部门、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加强本底调查，准确掌握蛙类野生资源状况，建立健全

监测网络和保护体系，全方位提升野生蛙类保护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对蛙类分布的自然保护区域、重要

栖息地等生态环境的监测和保护，严防破坏野外生境等违法行为发生；要建立信息发布和有奖举报机

制，主动公开蛙类野生资源和栖息地状况，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开展蛙类保护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

蛙类保护的良好氛围。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0年5月28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建设的指导意见

农办科〔2020〕12号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员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业农村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有关农业大学，各省级农业科

学院: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深度推进产学

研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是科学配置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支撑引领乡村振兴的

重要平台和载体。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要

求，进一步加快联盟建设，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确保联盟围绕农业节本增效、质量安全、生态环保

需求高质量发展和规范化运行，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一）推进联盟建设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乡村振兴离不开科技

支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农业科技创新瞄准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优先，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推进改革创新、科技创新和工作创新。推进联盟建设，有利于把握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改革发展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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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机遇，通过高效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面向乡村振兴主战场，聚焦乡村产

业发展、生态宜居和人才培养等重点需求，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人才强的通道，加速先进适

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决策支撑。 

（二）推进联盟建设是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重要探索 

联盟是在现有科技管理体制下，探索农业科技协同攻关的重大机制创新。大力推进联盟建设，有利

于打破各专业、学科、区域和单位界限，形成科学合理的协同创新布局，培育多元创新主体，构建一流的

学科和团队，建成有利于调动各主体积极性的共建共享共赢平台，最大限度激发涉农企业以及中央、省、

地市各级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热情，加快解决事关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

农业重大科技和产业问题。 

（三）推进联盟建设是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途径 

联盟通过创新任务牵引、资源共享、实体运维、市场驱动等机制，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

术开发和产业化的通道，补上科技成果集成孵化、转移转化的短板，有利于加快解决科技与产业“两张

皮”、创新链与产业链价值链脱节等问题，促进科技、产业、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深度融合，助力构建与

农业科研特点和规律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相衔接、与建设农业科技强国目标相匹配的新

时代中国特色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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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区域重大需求和现代农业产业重大需求为导向，以实现农业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目标，坚持把联盟

建设作为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集聚各类创新资源，激活各类创新要素，构建高效创新机制，突

破关键技术瓶颈，形成协同创新合力，加快构建一批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有

力带动全国农业科技整体跃升，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基本原则 

——产研深度融合，市场导向驱动。以产业问题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产业链布局联盟创新链，以

联盟实体化、一体化等方式集聚科研院校、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力量，形成全产业链、全要素、全过程集

成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格局，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质量效益并重，主攻目标聚焦。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要求，围绕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现实需求，聚焦专业性、产业性、区域性重大关键问题，为产业或区域发展提

供综合解决方案，着力提升产业质量效益竞争力。 

——协同创新发展，多方齐力参与。充分发挥企业在联盟主攻目标、组织实施、研发投入、成果转

化等各环节的主导作用，充分依托科研院校源头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平台和人才智力支撑，积极鼓励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成果推广应用，形成各方面支持、多学科协同、全链条联合的产业科技协同创新机

制。 

——加强引导激励，促进内生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专项投入的撬动效应和社会金融资本的拉动作

用，在联盟内部积极推动落实放活机构、放活成果、放活人才等激励政策，引导科技人员在院校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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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自由流动、兼职兼薪，促进最新研发成果在联盟内部快速转移、优先转化，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机制，打造有利于联盟健康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总体目标 

建设一批产业特色明显、发展方式绿色、各类要素集聚、机制创新鲜明、示范带动有力的联盟，基本

形成层级分明、布局合理、梯次推进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框架。力争联盟建设覆盖农业领域的各个

专业、产业以及全国各生态区域，形成创新效率明显提升、产业带动效果显著、区域问题有效解决、协同

机制运行高效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发展格局。 

——农业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推动实现农业产学研深度融合，充分激发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

用，做大做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带动相应产业集群的质量效益竞争力显著增强。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形成华北、东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区域农

业重大问题的科技综合解决方案和技术体系，并在不同农业生态区域、不同优势农产品生产区示范和推

广，有效解决区域性重大产业科技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科技资源共建共享效率显著提升。全面建成农业科技文献和农业基础性科学数据等农业

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服务平台，全面提升农作物种质资源、畜禽资源和农业微生物资源等农业生物资源

要素共享效率，全面实现联盟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仪器设备、服务单元及试验示范基地的共用共

享。 

三、重点任务 

（一）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实现产业质量效益提升 

集成熟化一批质量兴农、效益兴农的重大关键技术，瞄准优质农产品、绿色投入品、智能农机装备

与智慧生产、现代渔业等领域，开展提质增效技术研发与应用，形成一系列技术、产品、标准和品牌，加

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联盟，助力提升产业质量效益竞争力。 

（二）聚焦绿色发展难题，实现区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面向东北平原区、华北黄淮麦区、长江流域稻区、西北旱作区、华南热区及西南喀斯特区等不同生态

区域的农业发展需求和生产问题，着力创建不同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加快构建区域重大问题一

揽子综合解决方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并进行定点示范与推广应用，实现区域农业农村

可持续发展。 

（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乡村振兴科技支撑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共建共享机制，打造共建共享平台，提升农业种质、信息、大数据等科技资源全国“一盘棋”的

共建共享效率。鼓励联盟以企业为主体，吸引科研院校优势团队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打造新型研发机

构或实体化联合体。围绕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的瓶颈制约和共性难题，充分发挥联盟学科交叉、成果

集成、人才集中的优势，提供“一体化”综合技术解决方案。 

四、联盟的建设与管理 

（一）联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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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实行分类建设与管理制度，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框架包括专业性联盟、产业性联盟和区域性

联盟。 

专业性联盟是指围绕科技资源共建共享、解决专业领域重大共性问题的创新联盟。产业性联盟是指

解决重大产业发展问题、实现产业链上中下游紧密衔接的创新联盟。区域性联盟是指通过协同解决区域

重大关键问题，促进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联盟，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组

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创新机构开展协同攻关而成立的省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二）联盟创建 

除政府部门外，凡承认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章程，认可联盟定位、职责及义务，并符合相应条件的

农业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均可提出创建联盟的申请。 

 1.建设条件 

（1）专业性联盟一般由中央或地方科研单位、涉农高校、新型研发机构等牵头组建。牵头单位应在

基础前沿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或在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或在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

作方面具有深厚积累。 

（2）产业性联盟一般由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央或地方科研单位、涉农高校，新型研发机

构等牵头组建。牵头单位在研发投入、研发团队、条件平台及发明专利等方面，在全国具有显著优势，或

在本产业领域具有领先的市场竞争优势、显著的品牌影响力或国际竞争力。 

（3）区域性联盟一般由中央或地方科研单位、涉农高校牵头组建。牵头单位应在我国主要农业生态

或生产区域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省级联盟以省级农业（农牧、农林）科学院、涉农高校牵头

组建，重点解决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发展重大科技问题。 

2.建设申请 

（1）各拟组建联盟牵头单位严格对照建盟条件，向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办公室（以下简称“联盟

办”）提交联盟创建申请，通过联盟办形式审查后提交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处审核。 

（2）通过审核的联盟与联盟办签订联盟创建协议后开展试运行。创建协议应有明确的创新任务、创

新目标、创新团队、创新资金和考核机制，并提出核心任务评估指标。创建协议及相关材料须报农业农村

部相关司局备案。 

（3）各联盟要建立有效的决策、咨询与执行机制，明确其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联盟执行机构应配

备专职人员，负责有关日常事务。 

（4）试运行期间的联盟，可使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的名称和标识开展相关活动，但须

严格遵守创建协议相关条款。 

（三）联盟管理 

联盟办按照创建协议，对各联盟的组织建设与运行管理进行监督考核。 

1.联盟评估 

（1）联盟办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联盟章程和创建协议等，对各联盟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评估。 

（2）试运行联盟组建两年内须参加评估。评估结果分为认定、整改和退出三类，并报国家农业科技

创新联盟理事会审议。无故不参加评估的联盟将视为自动退出。 

（3）通过评估的联盟，由农业农村部发文予以认定，并纳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序列正式运行，

可使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的名称和标识开展相关活动。认定联盟原则上每三年评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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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底须向联盟办提交建设运行进展报告。 

（4）经评估退出的联盟，不得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名义开展任何活动，不得使用“国家×××农

业科技创新联盟”名称和标识。  

（5）经评估需整改的联盟，一年后须参加下次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予以认定或退出。 

2.联盟机制 

（1）运行发展机制。联盟应根据其不同类型特点，以强化深度协同协作、提高共建共享效率、推进

联盟实体化运行、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为核心目标，大胆探索、积极创新联盟高效运行机制。 

（2）利益保障机制。联盟协同创新产生的成果（技术、产品和模式等知识产权）应按照联盟章程或

协议约定的权利归属、使用许可和收益分配办法执行，要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保护联盟成员的合法权

益。 

（3）开放合作机制。联盟应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及时吸纳新成员，定期开展与外部组织的交流与合

作，并将联盟通过协同攻关形成的各类成果向联盟外扩散。 

五、保障和支持 

（一）加强组织领导 

农业农村部负责牵头统筹推进联盟建设工作，研究解决联盟建设中的重要事项，建立健全联盟建设

各类管理规章制度。联盟牵头单位所在地方或单位要健全联盟建设工作协调机制，把联盟建设作为推动

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产业质量效益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与本地本单位相关工作统筹推进。 

（二）加强支持保障 

鼓励联盟根据其定位与使命，通过牵头单位或主要依托单位联合申报、或成立实体化机构（新型研

发机构）等方式，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或地方科技专项支持，或承担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委托任务。引导和

鼓励联盟内企业加大研发、孵化、推广投入力度，发挥主导作用，并吸引其他社会力量、金融资本共同参

与联盟建设发展。 

（三）加强典型引领 

及时总结、积极推广联盟建设发展的新成效、新进展和新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营造联盟

建设发展的良好创新创业生态。培育壮大一批联盟发展的新标杆、好样板，认真总结提升，加强观摩交

流，广泛宣传推广，充分发挥联盟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带动产业或区域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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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

农法发〔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福建省海洋与渔

业局，青岛市、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提出的“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完善执法体系，提高执法能力”的要求，全面落实中办、国办关于

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着力提高农业行政执法水平，农业农村部决定实施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能力提升行动（以下简称“能力提升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能力提升行动的重要意义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中办、国办专门印发指导

意见对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最近国办又印发了关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推进农业综合

行政执行作出具体安排。目前，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省级改革基本完成，市县改革

加快推进，但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与全面履行农业行政执法职责任务相比，各地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少数地方对改革工作重视不够，对改革要求理解有偏差，队伍整合不

到位、职能整合不准确；一些地方仅完成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挂牌工作，“三定”规定尚未印发，人

员划转尚未到位；基层普遍存在执法经费不足、装备条件保障不足；大量新进执法人员为非法律专业或

改革前未从事过执法工作，不敢、不会、不愿执法办案。实施能力提升行动，对全面准确落实中央部署的

改革任务，确保农业农村领域法律法规严格实施、农业农村部门法定职责全面履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准确把握能力提升行动的目标要求

实施能力提升行动，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加快构建权责明晰、上下贯

通、指挥顺畅、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系，打造一支政治信念坚定、业务技能娴熟、

执法行为规范、人民群众满意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实施能力提升行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实现依法治农、依法护农、依法兴

农。要聚焦执法办案主业，全面履行执法职责，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执法

人员素质不够强、执法办案水平不够高、执法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执法条件保障不够有力等问题，加快补

齐办案短板、筑牢制度基础、强化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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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能力提升行动，经过3〜5年努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含相对独立设置的渔政执法队

伍，下同）实现执法人员素质普遍提高，执法制度机制更加完善，执法保障措施基本落实，执法办案能力

明显增强，为农业农村农民保驾护航的能力水平显著提升。

三、全面完成能力提升行动的主要任务

（一）整合队伍，完善执法体系。严格按照中央要求整合执法队伍和执法职能，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市、县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基本完成挂牌，2020年底前全部印发“三定”规

定，由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职能，以农业农村部门的名义统

一执法。按照执法力量与执法职能、执法任务相适应的要求合理确定机构编制，并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

走的原则及时划转现有执法人员，保持队伍稳定，坚决防止因改革出现执法“空档期”。厘清省市县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职责分工和执法重点，明确执法责任。

（二）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贯彻落实国办函〔2020〕34号文件要求，进一步细化、完善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行政执法案例指导、

行政执法案卷管理、行政执法投诉举报以及行政执法评价和考核监督等制度。全面落实农业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制定行政执法工作规程和操

作手册。严格执行农业行政执法“六条禁令”，完善农业行政执法内部、层级和外部监督机制，建立领导

干部违法违规干预执法活动或插手具体案件查处责任追究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监督员制度、责任追究和

尽职免责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三）落实政策，保障执法条件。贯彻中办、国办指导意见要求，强化执法保障，建立执法经费财政保

障机制，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运行经费、执法装备建设经费、罚没有毒有害及其他物品处置经费等纳入同

级财政预算，确保满足执法工作需要，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落实国办发〔2018〕118

号文件关于保障经费投入的有关要求，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参照《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尽快制定本地农业行政执法装备配备标准、装备配备规划、设施建设规划

和年度实施计划，确保执法装备配备到位。充分利用全国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等执法信息系统和

数据资源，提高执法信息化水平。

（四）加大培训，提升执法水平。制定执法人员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在编在岗执法人员每年培

训时间不少于30学时，新进执法人员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60学时。省、市两级执法培训覆盖面分别不低

于本行政区域执法人员总数的10％和50%，把培训考试情况作为执法证件核发的基本条件，使执法人员

尤其是新进人员尽快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组织开展执法技能竞赛、“执法标兵”评选、执法大比

武活动，加快提升办案能力，培养执法能手。继续组织开展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活动，对命名

的窗口和单位进行跟踪监测和动态管理，以创建促提升，以示范带发展。

（五）强化办案，加大执法力度。把执法办案成效作为衡量改革成果和执法工作的主要标准。探索

建立执法办案成效指标评价体系。坚持有案必查、查必见效，省级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要对重大违法案件

挂牌督办。及时公布有影响力、有震慑力的典型案例，发布农业行政执法优秀案卷和文书。在抓好日常执

法工作的同时，要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资、动植物卫生、渔业（长江禁捕）等领域违法行为的查处力

度。建立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农业执法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协查配合、案件移交移送。以省级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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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探索抽调执法骨干组建执法办案指导小组，协助指导实地办案，发挥传帮带作用。完善联合执法机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坚决防止有案不移、以罚代刑。

（六）加强党建，铸就执法之魂。建立健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党组织，把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

穿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党建与执法工作互融互促，做到

“两手抓、两手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

到本职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建铸魂补钙、强身健体重要作用，为执法工作提供政治思想和纪律作风保障。

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坚持正风肃纪，奋力担当作为，严抓政风行风建设，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四、切实强化能力提升行动的措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把能力提升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点工作，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目标思路、重点任务、进度安排、责任分工和保障措施，确保能力提

升行动取得实效。

（二）加强统筹推进。坚持上下联动、相互配合，将能力提升行动的目标和内容渗透到本地区本部门

深化执法改革、完善执法体系、提高执法能力、强化执法办案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同向发力，同步推进，

常抓不懈。

（三）加强创新实践。拓展工作思路，不断创新执法体制机制和执法模式。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探

索创新执法机制和执法方式，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将能力提升行动引向深入。

（四）加强宣传引导。及时总结宣传推广各地实施能力提升行动的好经验、好做法，采用多种方式，

深入报道实施能力提升行动的丰富实践、先进典型，引导各地互学互促，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农业农村部

                                 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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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主体责任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的通知

农种发〔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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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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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畜牧总站、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其

他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9〕56号，以

下简称《意见》）精神，切实落实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主体责任，推进农业种质资源登记与大数据平台

构建等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压实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主体责任

（一）坚持科学布局。健全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实施国家和省级两级管理，是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要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以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单位确定为抓手，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统筹、分级负责、有机衔接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与保护机制。

（二）强化分类分级管理。农业农村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作，保护单

位确定应当符合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总体规划布局。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全国畜

牧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分别设立农业农村部作物、畜禽、农业微生物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作为牵头组织实施单位，分别负责国家作物、畜禽、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

定工作。申请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按照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实施方案（见附件1），

向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初审、牵头组织实施单位组织专家评估后，由农业农村部公

告确定并授牌；承担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申请材料直接提交至相关牵头组织

实施单位。国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的具体工作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与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分别牵头组织实施，按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资格验收与复查

办法》办理（已公告的无需再确定）。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辖区内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

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指定牵头单位组织实施，并与各地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相衔

接。

（三）严格条件保障。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应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条件、专业人才队伍、专业技术

规范和管理制度，有明确的任务分工，依法有序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收集、登记、保存、鉴定、评价等工作，

能够提供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持续稳定开展的经费保障。保护单位确定名称沿用种子法、畜牧法、渔

业法及配套法规规定名称。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主要负责人，由具有法人资格的依托单位主要负责

人兼任。根据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工，在全国一级农业生态区，择优设立国家

作物、畜禽、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区域中心、分中心，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组织开展农业种质

资源表型精准鉴定、基因型高通量鉴定、功能基因深度发掘。保护单位总体布局、管理规定等由牵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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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提出，分别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渔业渔政管理局批准后公布。

（四）落实主体责任。各牵头组织实施单位要切实做好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作，严格

按照国家、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系规划布局对申请单位进行审查。各保护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的第一责任人，要建立与保护目标任务相一致的管理制度，明确岗位分工，细化岗位责任，规

范技术要求，完善档案管理，做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确保农业种质资源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交

流顺畅、运转高效。

（五）规范管理考核。要建立健全考核评估制度，强化绩效考核，在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年度自评

基础上，由牵头组织实施单位对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管理情况、运行情况与工作质量进行抽查与评

估，形成年度工作报告报农业农村部。对管理混乱、运行不良、工作质量较差，或者造成资源丢失的予以

摘牌处理，并追究有关机构和主要管理人员的责任，摘牌后3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二、组织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

（六）建立分级登记制度。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实行统一身份信息管理，是保障农业种质资源

安全、推进共享交流与创新利用的基础性工作，是贯彻落实《意见》的重要任务。农业种质资源登记要坚

持统分结合、分级分类、共享交流、推进利用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省级两级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制

度。

（七）明确任务分工。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分别负责国家和省级保护单位的农业种质资

源登记工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全国畜牧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

究所分别牵头组织实施国家作物、畜禽、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登记工作，制定发布分物种登记细则。水产

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与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实施。省级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

作，由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指定的技术支撑单位牵头组织实施。

（八）规范登记要求。登记工作优先从国家和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等登记主体开展，逐步向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其他登记主体延伸，力争3年内完成现有农业种质资源登

记工作。要按照国家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实施方案（见附件2）要求，依据全国农业种质资源登记总则（见

附件3）与分物种登记细则，对现有库存种质资源、创新种质、改良种质、携带新基因的优异种质、具有突

出性状的优异种质，以及新收集、引进、鉴定、创制、汇交的种质资源等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包括保护单

位、种质资源信息等，实现农业种质资源身份信息可查询可追溯，促进共享利用。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

根据各地实际，及时组织制定省级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实施方案，有序开展登记工作。

（九）推进共享利用。农业种质资源登记信息实时汇入国家种业大数据平台，推进国家与省级之间、

保护单位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与共享、查询。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分别定期发布农业种质资

源登记信息、公布可供利用的农业种质资源目录，相关单位免费交流共享利用。由公共财政科技项目支持

形成的农业种质资源成果，要及时汇交相应登记平台，并依约定交流共享。对登记主体享有知识产权的

创新种质、改良种质等，有关单位可通过签订种质资源共享交流协议等方式，依法进行交流交换与有条件

共享利用。鼓励有条件的保护单位探索开展农业种质资源代储藏保管、代登记业务。

（十）强化责任落实。各登记主体要对登记资源的来源和真实性负责。对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登记记

载事项出现错误、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种质资源灭失的，要及时变更登记。对于提供非法或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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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的，予以撤销登记。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登记专业培训，强化技术支撑，稳定壮大专业人才队伍。

三、加快构建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

（十一）加快信息汇交。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是推进数字化动态监测、促进资

源信息交流共享的重要手段。依托现有作物、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信息化平台等，加快互通

互联形成国家农业种质资源管理系统，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与国家种业大数据平

台相衔接。国家和省级农业种质资源登记、保护单位确定、资源信息汇交、共享利用、监管等信息统一纳

入平台管理。

（十二）加强组织协调。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做好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使用、管理及培

训等工作，积极创造条件，指导督促保护单位配备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实时上传数据和信息，及时反

馈、协助解决平台运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四、强化责任落实与指导

（十三）落实各方责任。要切实将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市县政府、保护单位等各方责任落到实处，健

全督导调度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纳入相关工作考核。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

积极争取支持，加强沟通协调，狠抓工作落实，在抓好以上重点工作的同时，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

索有利于农业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交流和共享利用的利益分享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推

动落实《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加快建成系统完整、科学高效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显著提

升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水平。

（十四）强化责任考核。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主体多、领

域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意见》落实情况和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考核督导，对工作推进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地区、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对不作为、乱作为造成

资源流失、灭绝等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意见》有关要

求，对在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于今年11月底前，将贯彻落实《意见》有关情况报送我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畜禽种业处   孙雯，电话：010-59193186，邮箱：zysxzc@

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养殖处   朱健祥，电话：010-59192918，邮箱：aqucfish@agri.gov.cn。

附件：1.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实施方案

2.国家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实施方案

3.全国农业种质资源登记总则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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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精神，加强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单位统一管理，进一步健全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体系，提升保护能力，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分别确定国

家、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先期对已有的

国家、省级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进行确

定，逐步延伸到具备农业种质资源保存条件、管

理能力的相关单位，加快建成系统完整、科学高

效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二、规范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
位确定名称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名称，沿用种子

法、畜牧法及配套法规等规定名称。

在全国一级农业生态区，择优设立的国家作

物、畜禽、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区域中

心、分中心，按照牵头组织实施单位提出的命名规

定，规范名称并挂牌。

三、主要任务

（一）开展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

作。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负责国家作物种质资

源长期库、复份库、中期库、资源圃等确定工作。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牵头组织实施

（联系人：鲁玉清，联系电话：010-82105923，通

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邮政

编码：100081），相关单位配合，在省级初审基础

上，组织专家对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种质资

源保存量、保存设施条件、专职人员队伍、操作规

范、相关制度、共享利用能力、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等进行评估，确定保护单位并挂牌。在统筹规

划、科学布局作物种质资源库（区、圃）基础上，

对原农业部农垦局支持、命名的热带作物种质资

源库（圃），由牵头组织实施单位商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农业农村部南亚热带作物中心，开展确

定挂牌工作。

（二）开展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

作。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负责国家畜禽种质资

源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等确定工作。由全国

畜牧总站牵头组织实施（联系人：于福清，联系电

话：010-59194754，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

店街20号，邮政编码：100125），在省级初审基础

上，组织专家对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单品种种用

畜禽数量（保种群、基因材料数量）和质量、保存

设施条件、专职人员队伍、操作规范、相关制度、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进行评估，确定保护单位并

挂牌。

（三）开展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

定工作。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负责中国农业微

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国家级根瘤菌、乳酸菌、

芽孢杆菌、菌根菌、厌氧菌、农药降解、食用菌以

及生物防治菌种等特色农业微生物资源库等确

定工作。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牵头组织实施（联系人：刘爽，联系电话：

010-82109645，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南大街12号，邮政编码：100081），在省级初审基

础上，组织专家对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种质资源

保存量、保存设施条件、专职人员队伍、操作规

范、相关制度、共享利用能力、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等进行评估，确定保护单位并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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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省级农业种

质资源库（场、区、圃）确定工作。

四、工作内容

（一）确定对象

1.经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批准建

设的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

2.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及地方相关

部门建设的农业种质资源库以及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

3.建有农业种质资源保护设施，具备保护能

力，开展资源保护工作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社

会组织和企业等。

（二）基本条件

申请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的机构应满

足以下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管理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

2.有固定的办公和保护场所，所在地及附近

地区无重大动植物疫病发生史。其中，活体保存

的农业种质资源需设在原产地或与原产地自然生

态条件一致或相近的区域。

3.库（场、区、圃）布局合理，保护场所与办公

区、生活区隔离分开。要配备监测、生理、生化、

遗传及保存技术研究等设施设备，其中畜禽种质

资源保护单位还应设置兽医室、隔离舍、无害化

处理、粪污排放处理等场所，防疫条件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规定。

4.具有稳定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专业团队，

具备相应的农业种质资源保存技术规范。直接从

事保种工作的技术人员需经专业技术培训，掌握

种质资源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根据保护规

模，综合性保护单位总人数应在15人以上，单一

作物、畜禽、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总人

数应在5人以上。其中，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50%

以上，有明确的岗位职责。

5.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主要负责人，由具

有法人资格的依托单位主要负责人兼任。

6.具备较完善的制度规范。申请单位具有较

完善的农业种质资源管理、人员培训与考核、档

案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能够根据全国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工作的统一安排，进行调整、完善和

提升。

7.申请单位能够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正

常开展提供持续稳定的经费保障。

8.相关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国家保护单位确定程序

1.省级初审。符合基本条件要求的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单位均可提出申请。并向省级农业农村

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表（见附表1〜3）；

（2）符合相关规定和条件的证明材料；

（3）畜禽种质资源需要有系谱、选育记录等

材料；

（4）畜禽种质资源保种场和活体保种的基

因库还应当提交《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

件。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对申请单位的资质、

运营情况和农业种质资源保有真实性等进行初

审。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

将初审意见和相关材料报送相应的牵头组织实施

单位。

承担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农业农村部直

属单位，申请材料直接提交至相关牵头组织实施

单位。

2.专家审查。牵头组织实施单位根据初审意

见，必要时组织专家对提出申请的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单位进行现场审查，审查其资源保护的基础

条件、技术力量以及种质保存情况。对于不符合

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确定挂牌。经审查符合条件要求的，农业

农村部发布公告，确定保护单位、命名并授牌。

4.摘牌处理。对管理混乱、运行不良、工作质

量较差，或者造成资源丢失的，予以摘牌处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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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相关机构和主要管理人员的责任，摘牌后3年

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五、进度安排

7月底前，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提出书面申

请。

11月底前，完成省级初审、专家审查等工作。

12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单位确定公告，并授牌。

附表：1.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2.国家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3.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

   申请表

附表1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确定名称

依托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传  真

类  型  种质资源库□      种质资源圃□     基因库□

保
护
资
源
总
体
情
况

作物名称 保护方式
规模（单位：个、份数、株数）

资源来源
属 种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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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清单

1.《国家作物种质资源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申请书》                         □

2.保存资源名录详细清单                                                 □

3.《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

4.库圃管理规范、规程、标准、证明等其他相关材料                         □

申请材料

真实性承诺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农业农村部

门初审意见

受理人 受理时间

受理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

审批意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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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国家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确定名称

依托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传  真

类  型  保种场□        保护区□       基因库□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号

保
护
资
源

资源名称 保护方式

规模（单位：         ）

资源来源

合计 公畜 基础母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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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清单

1．申请报告                                                            □

2．现有条件说明                                                        □

3．系谱、选育记录等有关证明材料                                        □

4．《种畜禽生产营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

申请材料

真实性承诺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农业农村部

门初审意见

受理人 受理时间

受理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

审批意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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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确定名称

依托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传  真

类  型  保藏管理中心□           微生物资源库□

相关证件

保
护
资
源

资源名称 保护方式 规模（单位：株、份数） 资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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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清单

1．申请报告                                                          □

2．现有条件说明                                                      □

申请材料

真实性承诺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农业农村部

门初审意见

受理人 受理时间

受理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

审批意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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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家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精神，切实做好农业

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对国家、省级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已

保存的农业种质资源、创新种质、改良种质、明确

携带新基因的优异种质、具有突出性状的优异种

质，以及新收集、引进、鉴定、创制、汇交的农业

种质资源等进行登记，鼓励支持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登记其保存的农业

种质资源，科学掌握资源保存总量，进一步摸清

资源家底，保护种质创新、改良者合法权益，激发

种质资源创新活力。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由农业农村

部种业管理司负总责，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牵头组织实施，对粮食、经济、蔬菜、果

树、牧草等作物种质资源进行登记。

（二）开展畜禽种质资源登记。由农业农村

部种业管理司负总责，全国畜牧总站牵头组织实

施，对符合本品种特征的畜禽及其胚胎、精液、卵

子、基因物质等遗传材料等进行登记。

（三）开展水产种质资源登记。由农业农村

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总责，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与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实施，对鱼类、甲

壳类、贝类、藻类、棘皮动物、两栖爬行类等水生

动植物的群落、种群、物种、细胞、基因等进行登

记。

（四）开展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登记。由农

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负总责，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牵头组织实施，对可持

续利用的、具有一定科学意义或潜在应用价值的

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进行登记。

鼓励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社会组

织和个人等，向农业农村部或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申请登记其保存的种质资源。

三、登记内容

（一）基本信息。主要包括登记主体信息、保

存地点、保存单位（或个人）、保存途径（原位保

存、设施保存）、保存方式（活体、组织培养、超

低温）等。

（二）种质资源信息。包括编号、种质名称、

资源类型、生物学分类信息、产地或来源地信息、

来源或系谱、特征特性、照片、相关链接等。

（三）种质资源共享信息。包括是否共享、共

享方式（公益性共享、有偿共享）、可共享数量、可

利用范围等。

（四）其他相关信息。汇交资源还应包括支

撑项目名称、项目主管部门、农业种质资源相关

研究情况、共享利用相关规定等。

四、登记流程

（一）注册。登记主体在全国统一的农业种质

资源大数据平台上实名申请注册。

（二）信息录入。依据登记总则、分物种登记

细则，录入农业种质资源信息。

（三）技术审核。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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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农业种质资源登记牵头组织实施单位对登记内

容进行审核。

（四）统一编号。对通过技术审核，不存在重

复登记的，赋予全国统一登记编号。

（五）变更登记。对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登记

记载事项出现错误、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种质

资源灭失的，应当在6个月内变更登记。

（六）撤销登记。对于提供非法或虚假信息

登记的，予以撤销登记。

五、进度安排

（一）2020年。组织研发国家农业种质资源管

理系统，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平

台，制定全国农业种质资源登记总则、分物种登

记细则，适时启动全国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

（二）2021—2022年。完成已公告确定的国

家、省级保护单位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逐步

开展其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社会组织和

个人等保存的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

（三）2023年及以后。对新收集、引进、鉴

定、创制、汇交的农业种质资源进行登记。

附件3

全国农业种质资源登记总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有关要求，制定本总则。

一、登记范围

国家、省级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已保

存的农业种质资源、创新种质、改良种质、携带新

基因的优异种质、具有突出性状的优异种质，以

及新收集、引进、鉴定、创制、汇交的农业种质资

源等。

二、登记主体

国家、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以及相关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

三、登记机构

国家作物、畜禽、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登记工

作分别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全国

畜牧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牵头组织实施。国家水产种质资源登记工

作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与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组织实施。省级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由其委

托的相关单位牵头组织实施。

四、登记内容

（一）登记主体信息。包括登记主体类型、保

护单位（个人）、依托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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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式等。

（二）种质资源信息。包括编号、种质名称、

资源类型、生物学分类信息、产地或来源地信息、

来源或系谱、特征特性、照片、保存途径（原位保

存、设施保存）、保存方式（活体、组织培养、超

低温）、研究利用情况、相关链接等。畜禽种质资

源还应提供群体数量及变化情况、濒危程度等。

（三）种质资源共享信息。包括是否共享、共

享方式（公益性共享、有偿共享）、可共享数量、可

利用范围等。

（四）其他相关信息。汇交资源还应包括支

撑项目名称、项目主管部门、农业种质资源相关

研究情况、共享利用相关规定等。

五、登记流程

（一）注册。登记主体在全国统一的农业种质

资源大数据平台上实名申请注册。

（二）信息录入。依据登记总则、分物种登记

细则，录入农业种质资源信息。

（三）技术审核。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委

托作物、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登记牵

头组织实施单位对登记内容进行审核。

（四）统一编号。对通过技术审核，不存在重

复登记的，赋予全国统一登记编号。

（五）变更登记。对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登记

记载事项出现错误、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种质

资源灭失的，要在6个月内变更登记。

（六）撤销登记。对于提供非法或虚假信息

登记的，予以撤销登记。

六、共享利用

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定期发布农业种质

资源登记信息、公布可供利用的农业种质资源目

录。

对登记主体享有知识产权的创新种质、改良

种质等，未经登记主体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

利用其实物及信息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和新品种培

育等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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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强化动物检疫工作的通知

农牧发〔2020〕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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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要求，我部近日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为规范做好《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所列畜禽的检疫工作，严格监督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明确检疫范围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共列入33种畜禽，包括传统畜禽17种、特种畜禽16种。各地要按照《动物检

疫管理办法》和动物检疫规程要求，规范做好检疫工作。对于水貂、银狐、北极狐、貉等非食用动物，我

部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制定了《水貂等非食用动物检疫规程（试行）》（见附件），请各地严格贯彻执行。

羊驼的产地检疫，依照《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执行，检疫对象暂定为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结核病、

炭疽、小反刍兽疫。马、驴、骆驼、梅花鹿、马鹿、羊驼的屠宰检疫，依照《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NY 

467—2001）执行。其他畜禽的产地检疫、屠宰检疫要按照现行规程规定严格实施。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

物的检疫继续执行现行规程规定，暂不调整范围。 

二、规范开展动物检疫工作 

各地要严格动物检疫申报工作，对于畜禽收购贩运单位和个人代为申报检疫的，严格查验畜禽养殖场

（户）的委托书；要严格动物检疫操作，按照检疫规程要求，认真查验相关资料和畜禽标识，规范开展临

床检查和实验室检测，规范填写动物检疫证明；要坚决查处“隔山开证”、买卖动物检疫证明、开“人情

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检疫失职渎职情况要严肃问责；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探索建

立从养殖到屠宰全链条的动物检疫信息化监督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动物检疫监管效能。 

三、积极做好动物检疫新要求的培训和宣传 

各地要及时组织基层动物检疫人员学习和掌握动物检疫新的要求，确保有关工作有序落实到位；要

做好动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从事养殖、贩运、交易、屠宰等各环节

生产经营者的防疫主体责任意识；要积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各种监督举报渠道，推动形成动物检

疫监管合力。 

附件：水貂等非食用动物检疫规程（试行）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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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水貂等非食用动物检疫规程（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水貂、银狐、北极狐、貉等非食

用动物检疫的对象、合格标准、检疫程序、检疫结

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人工饲养

的水貂、银狐、北极狐、貉及其皮张的检疫。 

2. 检疫对象 

犬瘟热、细小病毒性肠炎、狂犬病、狐狸脑

炎、传染性肝炎、炭疽、水貂阿留申病、伪狂犬

病。 

3. 检疫合格标准 

3.1 动物检疫合格标准 

3.1.1 来自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区域。 

3.1.2  养殖档案相关记录符合规定。 

3.1.3  临床检查健康。 

3.1.4  本规程规定需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

检测结果合格。 

3.2  皮张检疫合格标准 

3.2.1  皮张按有关规定消毒。 

3.2.2  本规程规定需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

检测结果合格。 

4. 检疫程序 

4.1 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检

疫申报后，根据当地相关动物疫情情况，决定是

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派出官方兽医到

现场或到指定地点实施检疫；不予受理的，应说

明理由。 

4.2  查验资料 

4.2.1 查验动物有关资料 

4.2.1.1 官方兽医应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了解生产、免疫、监测、

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等情况，确认饲养场6个

月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病。 

4.2.1.2 官方兽医应了解散养户养殖情况，确

认动物6个月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病。 

4.2.2 查验皮张有关资料：主要查验皮张的消

毒记录。 

4.3  临床检查 

4.3.1 检查方法 

4.3.1.1 群体检查 

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要

检查动物群体精神状况、外貌、呼吸状态、运动

状态、饮水饮食情况及排泄物状态等。 

4.3.1.2 个体检查 

通过视诊和触诊等方法进行检查。主要检查

动物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

视黏膜、胸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

物性状等。 

4.3.2 检查内容 

4.3.2.1 出现体温升高，呈间歇性；有流泪、眼

结膜发红、眼分泌物液状或粘脓性；鼻镜发干，浆

液性鼻液或脓性鼻液；病畜有干咳或湿咳，呼吸

困难。脚垫角化、鼻部角化，严重者有神经性症

状；癫痫、转圈、站立姿势异常、步态不稳、共济

失调、咀嚼肌及四肢出现阵发性抽搐等，怀疑感

染犬瘟热。 

4.3.2.2 出现体温升高(39.4〜40.6℃)和白细胞

减少(由于白细胞进入肠腔而导致的丢失)；呕吐、

腹泻，同时伴有厌食、精神沉郁和迅速的脱水；粪

便呈黄色或褐色，如果有血液则颜色会加深或带

有血色条纹，严重的可能出现拉血，怀疑是细小

病毒性肠炎。 

4.3.2.3 出现特有的狂躁、恐惧不安、怕风怕

水、流涎和咽肌痉挛，最终发生瘫痪而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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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感染狂犬病。 

4.3.2 .4  急性型病初食 欲减退，体温高达

41.5℃以上，渴欲增加、呕吐、高度兴奋、肌肉痉

挛、感觉过敏、共济失调，在阵发性痉挛的间歇期

表现精神萎靡，卧于笼舍一角，后期食欲废绝；亚

急性型精神抑郁，体温呈弛张热，发病期达41℃

以上，病畜躺卧，站立不稳，步态踉跄，后肢软弱

无力，麻痹，截瘫或偏瘫，眼结膜和口腔黏膜苍白

和黄疸，有的病例出现一侧或两侧角膜炎，心跳

100〜200次/min，脉搏无节律，软弱；慢性型病畜

食欲减退或暂时消失，有时出现胃肠道障碍（腹

泻和便秘交替）和进行性消瘦、贫血，结膜炎，怀

疑感染狐狸脑炎。 

4.3.2.5 最急性病例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症

状后数小时内死亡；急性病例出现精神沉郁、寒

战怕冷、体温升高40.5℃左右，食欲废绝、喜喝

水，呕吐、腹泻等症状；亚急性病例，症状反应较

轻；上述急性期症状出现较轻外，还可见贫血、黄

疸、咽炎、扁桃体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症状是

在眼睛上，出现角膜水肿、混浊、角膜变蓝，眼睛

半闭，羞明流泪，有大量浆液性分泌物流出，角膜

混浊特征是由角膜中心向四周扩展，重者导致角

膜穿孔，怀疑感染传染性肝炎。 

4.3.2.6 出现原因不明而突然死亡或可视粘膜

发绀、高热、病情发展急剧，死后天然孔出血、血

凝不良，尸僵不全等，怀疑感染炭疽。 

4.3.2.7 出现急性病例食欲减少或丧失，精神

沉郁，逐渐衰竭，死前出现痉挛，病程2〜3天；慢

性病例主要表现为极度口渴，食欲下降，生长缓

慢，逐渐消瘦，可视粘膜苍白、出血和溃疡，怀疑

感染水貂阿留申病。 

4.3.2.8 水貂出现呕吐、舌头外伸，食欲不振，

被毛良好，后肢瘫痪、拖着身子爬行，严重的四

肢瘫痪，个别咬笼死亡，口腔内大量泡沫黏液；

狐狸、貉表现为咬毛，撕咬身体某个部位，用爪

挠伤脸部、眼部、嘴角，舌头外伸，呕吐，犬坐样

姿势，兴奋性增高，有的鼻子出血，有时在笼内转

圈，有时闯笼咬笼，最后精神沉郁死亡的，怀疑感

染伪狂犬病。 

4.4 实验室检测 

4.4.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

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的，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

行实验室检测。 

4.4.2 实验室检测须由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实验室、

通过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的实验室或经省级兽医

主管部门批准符合条件的实验室承担，并出具检

测报告。 

5. 检疫结果处理 

5.1 经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 

5.2 经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

单》，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5.3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人畜共患等

动物疫病的，应按照《动物防疫法》和《农业农

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医发〔2018〕22号）的有关规定报告和处理。 

5.4 动物装载前和卸载后，畜主或承运人应当

对运载工具进行有效消毒。 

6. 检疫记录 

6.1 检疫申报单。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须指导畜

主填写检疫申报单。 

6.2 检疫工作记录。官方兽医须填写检疫工作

记录，详细登记畜主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检疫

申报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种类、

数量、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并由畜主签

名。 

6.3 记录保存。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应

保存12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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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确认2020年度第四批 
远洋渔业项目的通知

农渔发〔2020〕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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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远洋渔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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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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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5号）的有关规定，现对2020年度第四批远洋渔业项目涉及的12个国家或海域、30家远洋渔业企

业、99艘远洋渔船予以项目确认（见附件）。

 

附件：2020年度第四批远洋渔业项目确认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5月28日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养护 
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通知

农渔发〔2020〕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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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集团有限公司：

鱿鱼是我国远洋渔业主要捕捞利用对象，我国是全球重要的鱿鱼生产国、市场国、消费国。近年来，

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公海鱿鱼资源、渔场分布及消费市场均出现较大波动。为加强公海鱿鱼资源的

科学养护，促进鱿鱼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和我国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养护公海鱿鱼资源的重要意义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家园。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提出“海

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生动实践，体现了我

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的大国担当。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公海鱿鱼资源，是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

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重要举措和体现。

公海鱿鱼资源是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养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国际社会制定了多个渔业

资源养护管理公约并成立了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我国陆续批准加入了一些重要渔业公约和组织，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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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照国际法行使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权利，更要切实全面履行养护公海渔业资源的国际义务。同时，

我国远洋渔业规模居世界前列，我国已成为世界大洋性鱿鱼的主要捕捞国、贸易国和消费国，全球鱿鱼

资源状况与我国远洋渔业和消费市场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养护，也是实现鱿鱼资源

长期可持续利用、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实施公海鱿鱼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

（一）实行公海鱿鱼渔业自主休渔。根据科研监测和专家论证结果，自2020年起，在西南大西

洋、东太平洋等我远洋渔船集中作业的重点渔场，试行以下自主休渔措施：一是每年7月1日至9月30

日，32°S-44°S、48°W-60°W之间的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二是每年9月1日至11月30日，5°N-5°S、

110°W-95°W之间的东太平洋公海海域。在上述海域作业的所有中国籍远洋渔船统一实行自主休渔，休

渔期间停止捕捞作业，以保护鱿鱼资源及其产卵群体。

（二）加强公海鱿鱼捕捞作业管理。远洋渔船应当按照《远洋渔业管理规定》等要求，依法从事鱿鱼

捕捞作业，逐步推行电子渔捞日志、视频监控、观察员制度，严禁违规越界捕捞。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

和南印度洋等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辖的海域，远洋渔船还应当遵守相关组织的管理规定。协调推动

有关部门，开展公海渔业执法，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的鱿鱼捕捞活动。

（三）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动态监测评估。建立科学的公海鱿鱼资源环境监测体系，通过设置生产信

息船、样本采集船等方式，加强对公海鱿鱼资源的监测研究，每年对休渔期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根据监

测、评估研究和评价结果，动态调整自主休渔制度的实施时间和范围。

（四）鼓励发展环境友好型作业方式。引导现有西南大西洋公海拖网渔船逐步更新改造为围网、钓

具作业渔船或转产转场，减少拖网作业方式对鱿鱼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促进西南大西洋海域

鱿鱼资源繁殖生长。鼓励开发应用创新、节能、生态、智慧型鱿鱼捕捞技术与装备。

三、切实加强鱿鱼资源科学研究与应用

（一）积极开展鱿鱼资源调查和评估。组织科研机构和远洋渔业企业加强资源调查和评估，积极开

发鱿鱼新渔场新鱼种。对可能存在丰富鱿鱼资源的中东大西洋、中西太平洋等公海海域，适时开展探捕调

查，做好资源预估分析，对加入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进行可行性研究。

（二）加强中国远洋鱿鱼指数开发与应用。支持中国远洋渔业协会等单位发布“中国远洋鱿鱼指

数”，并加强指数应用与推广，科学预测各大洋鱿鱼资源补充量和产量，引导鱿鱼产品市场定价，为政府管

理和企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全球鱿鱼资源的科学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三）加强鱿鱼全产业链管理制度研究。在自主实行休渔制度基础上，开展鱿鱼捕捞限额制度可行

性研究，探索对我远洋鱿鱼渔船自主实施捕捞限额措施。研究建立进口鱿鱼监管制度，防止非法、不报

告、不管制捕捞的鱿鱼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国际鱿鱼资源。研究制定船上加工鱿鱼和

冻品质量行业标准，建立从渔场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

四、积极开展国际鱿鱼养护管理合作

公海鱿鱼分布广泛，在部分区域尚无国际组织管理。我作为最大的公海捕捞方，在履行勤勉义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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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加强资源养护管理基础上，应当加强国际合作，鼓励开展民间交流、科研合作，协商并推动公海鱿鱼资

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捕捞渔船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捕鱼、市场开拓等促进全球鱿鱼渔业可持续发展的

政策措施，探讨发起成立国际鱿鱼管理组织。加强与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沿岸国合作，在积极履约

的同时，根据我自主休渔实施情况，适时向有关区域渔业组织提出提案，推动在国际层面设立公海鱿鱼

休渔期制度，体现我负责任大国形象。

五、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贯彻落实

加强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自主实行休渔等管理措施，是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海

洋治理、主动承担国际义务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促进和保障我国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请各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加强宣传引导，组织远洋渔业企业切实贯彻执行，特别是强化

公海鱿鱼自主休渔期间渔船管理和监控，严防远洋渔船违规作业。请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会同中国远洋渔

业履约研究中心、中国远洋渔业数据中心以及有关科研机构配合做好有关服务协调、科研监测、数据收

集、分析研究、国际合作交流等工作。

有关问题和建议请与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联系。

联系方式：010-59192952，59192969，bofdwf@126.com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1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 

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

农办牧〔20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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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厅（局、委），新疆生和建设兵团

家业农村、生态环境局：

为推动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殖污染

治理的指导意见》（农办牧〔2019〕84号），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有关标准和要求，全面推进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现将有

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畅通还田利用渠道

（一）鼓励畜禽粪污还田利用。国家支持畜禽养殖场户建设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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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采取粪肥还田、制取沼气、生产有机肥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已获得环评批复的规模养殖场在建

设和运营过程中，如需将粪污处理由达标排放（含按农田灌溉水标准排放）变更为资源化利用（不含商业

化沼气工程和商品有机肥生产），在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变更的，按照非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管理；在竣工环保验收后变更的，按照改建项目依法开展环评。

（二）明确还田利用标准规范。畜禽粪污的处理应根据排放去向或利用方式的不同执行相应的标

准规范。对配套土地充足的养殖场户，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利用具体要求及限量应符合《畜禽粪便

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和《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配套土地面积应达到

《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要求的最小面积。对配套土地不足的养殖场

户，粪污经处理后向环境排放的，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和地方有关排放标

准。用于农田灌溉的，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一）落实养殖场户主体责任。养殖场户应当切实履行粪污利用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采取措施，对

畜禽粪污进行科学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防止污染环境。从事畜禽规模养殖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要求，建设

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或委托第三方代为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对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设施配套不到位，粪污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还田或向环境排放，不符合

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法查处。

（二）强化粪污还田利用过程监管。养殖场户应依法配置粪污贮存设施，设施总容积不得低于当地

农林作物生产用肥的最大间隔时间内产生粪污的总量，配套土地面积不得小于《指南》要求的最小面积；

配套土地面积不足的，应委托第三方代为实现粪污资源化。达不到前述要求且无法证明粪污去向的，视

同超出土地消纳能力。

三、强化保障和支撑

（一）完善粪肥还田管理制度。督促指导规模养殖场制定畜禽粪肥还田利用计划，根据养殖规模明

确配套农田面积、农田类型、种植制度、粪肥使用时间及使用量等。推动建立畜禽粪污处理和粪肥利用台

账，避免施用超量或时间不合理，并作为监督执法的重要依据。加强日常监测，及时掌握粪污养分和有害

物质含量，严防还田环境风险。

（二）加强技术和装备支撑。加快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研发，着力破除粪污资

源化利用过程中的技术和成本障碍。鼓励养殖场户全量收集和利用畜禽粪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

输送和施用方式，不再强制要求固液分离。结合本地实际，推行经济高效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

积极推广全量机械化施用，逐步改进粪肥施用方式。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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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关于推进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 

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办渔〔2020〕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各银保监局，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计划单列市渔业主

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年初，李克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了《关于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报告》。为

加快推进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工作，建立规范发展的渔业风险保障体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精神，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改革方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安全和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根

据《保险法》《农业保险条例》和《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农业农村部会同银保监会研究确定了

“剥离协会保险业务，设立专业保险机构承接”的改革总体思路，形成了渔业互助保险系统整体改革方

案。

（一）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改革方案

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牵头联合有关省（市）渔业互保协会发起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渔业互

助保险机构。该机构为专业性的相互保险组织，初始运营资金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脱钩后和有关省（市）

渔业互保协会以借款方式注入，接受银保监会的监管和农业农村部的行业指导。遵循“互助共济、服务

渔业”的宗旨，开展渔业行业内的财产保险、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再保险等经银保监会核准的保险

业务。

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作为主要发起会员和借款人，参与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的监督管理，履行法

定及章程规定的义务，在符合保险监管规定后可收回借款本息，同时继续开展章程规定的其他业务。

（二）有关省（市）渔业互保协会改革方案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宁波等7省（市）渔业互保协会改革方案参照中国渔业互保协

会制定。银保监会将在统筹考虑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对设立有关省（市）渔业互助保险机构依法进行审

批，具体有两种形式：

1.对于地方协会满足专业性相互保险组织设立条件的，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联合其共同发起设立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市）渔业互助保险机构，接受银保监会的监管、同级渔业主管部门的行业指导和中

国渔业互保协会的业务指导。

2.对于地方协会不具备专业性相互保险组织设立条件的，直接转制成为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的

分支机构，由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负责管理， 接受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的行业指导和银保监会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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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监管。

二、实施步骤

（一）先期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作为主要发起人，牵头完成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的申报、筹建等

工作，经银保监会批准筹建并组织验收后开业，力争2020年内完成。此后，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不再从事保

险业务。

（二）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成立后，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联合地方协会完成有关省（市）渔业互

助保险机构的申报、筹建等工作。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经银保监会批准筹建并组织验收后开业；对不具

备设立条件的，直接转制成为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的分支机构。省（市）渔业互助保险机构改革完

成后，地方协会不再从事保险业务。

三、有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协调推进。开展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是健全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和加强渔业

安全管理的重要举措。各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通力合

作，统筹协调推进体制改革任务。体制改革中，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和地方协会要主动向有关部门汇报，争

取支持。

（二）加强指导，抓好落实。各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在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期间要加强

监督，强化服务，确保渔民风险保障不断档、不弱化。体制改革后，要按照党中央政社脱钩“五脱五不脱”

的原则，认真履行好行业指导职责，在发展方向、产业服务、政策支持、制度建设、行业自律等方面加强指

导，搞好服务。

（三）坚持宗旨，提升能力。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和地方协会要始终坚持“互助共济、服务渔业”的宗

旨，发挥依托渔业部门、支撑渔业管理、扎根渔区基层、服务渔民群众的特点，主动作为，全力协助地方

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做好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加大人才队伍建

设，强化内控管理和合规建设，不断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和地方协会要加强对新

成立的渔业互助保险机构的业务指导，为广大渔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保险服务。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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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的通知

农办政改〔202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为贯彻落实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管

理与改革工作，现就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的重大意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明确发包方、承包方权利义务关系并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是承包方获得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依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

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即承包农户依据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以登记为前提条件，这明显不同

于其他不动产权利，也决定了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的特殊重要性。目前，全国共签订农村土地

承包合同2亿多份，依法加强承包经营合同管理，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对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并长久不变、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二、依法全面履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职责

《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2019年9月，中央编办印发《关于修订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文件的通知》，进

一步明确农业农村部负责指导农村土地(含耕地、水域、滩涂)承包经营及有关合同管理、流转规范，调处

合同纠纷，协同调处权属纠纷等。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依法履行好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要根据履行职

责的需要，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及相关调查成果、申请申报材料等纸质和数字化成果的管理，以确

保维护承包农户合法权益查有实据，推动承包地管理信息化建设有坚实的数据支撑。要建设好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信息数据库和应用平台，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做好农村土地

承包数据的保管、更新和使用等工作。在此前提下，做好土地承包数据与不动产登记机构等有关部门的

信息共享，确保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登记工作的有序衔接。

三、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日常变更工作机制

各地要以县为单位抓紧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日常变更工作机制。土地承包合同一经依法签订，

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记载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依

规按程序及时申请变更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方依法全部或者部分转让、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双方应



通知决定

5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当依法依规按程序及时申请变更土地承包合同。因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导致承包农户土地承

包经营权灭失或部分灭失的，发包方应主动组织承包方依法依规变更土地承包合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建立土地承包合同网签制度，通过信息应用平台对发生变更的合同实行日常变更管理。土地承包合同发

生变更后，应当确保变更信息及时进入土地承包数据库，并按照要求逐级完成数据更新。

四、加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管理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家庭承包经营的延续和发展，属于承包经营合同管理范围。为明确流转

双方权利义务，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制定统一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

同示范文本。对经营主体再流转土地经营权或依法依规设定融资担保权利的，须经承包农户书面同意，

并向发包方书面备案。要加强流转合同日常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或农村产权交易

市场运行机制，规范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咨询、信息发布、合同签订、权益评估、融资担保、档案管

理等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网签制度，通过信息化手段为流转双方提供

便捷服务，并依法实施有效监管。

请各地严格按本通知要求，抓紧组织好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各项工作，并于6月

30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

联系人:刘春明　联系电话:010-59193176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8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2020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办市〔2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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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福

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为贯彻落实2020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题办好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下简

称“丰收节”），推动丰收节成风化俗，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办好今年丰收节的特殊重要意义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今年丰收节的特殊重要性，精心谋划、周密安排，广泛发动、下沉基

层，使其成为“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充分展示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整体消灭绝对贫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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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势、中华农耕文明传承的无限活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光明前景，营造热烈社会氛围，凝聚强大精神

力量，引领亿万农民群众共同见证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历史时刻。 

二、组织黄河流域9省区“庆丰收、迎小康”重点活动 

组织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黄河流域9省区联动庆丰收、迎小康，

作为国家层面的重点活动，呼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展现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坚定

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支持9省区分别打造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深厚文化底蕴的重点节庆活动，组

织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媒体进行网络直播。9省区要积极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组委会”）指导开展的主场重点活动，主要包括乡村发展国际研讨会、黄河流域特色农产品

和贫困地区农产品展销活动，以及乡村歌会、非遗展演、乡村传统艺术品展览等黄河流域传统农耕文化

展示活动。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三、精心组织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 

组委会将联合有关部门发起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推动品牌农产品、民俗文化、生态环境等优质乡

村资源与城乡市场对接，恢复信心、提振消费，带动乡村产业、实现乡村价值、增加农民收入。各地要充分

利用丰收节庆效应，连接国庆节、中秋节等假日市场，结合“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品牌强农战

略、消费扶贫，深化实化节庆内容，创新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共同打造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培育丰收农事

节庆品牌，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组委会办公室将适时推选出一批深受农民欢迎的丰收农事节

庆品牌。 

四、构建丰收节城乡公共文化空间 

组委会办公室将启动丰收历史文化数字保护工程，持续跟踪一批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广泛群众基础

的丰收节庆活动。各地要保护丰收节俗文化多样性，遵循现代节日的表现方式、参与方式、体验方式，不

断丰富节庆内容和形式，吸引更多城乡居民参与塑造共同的社会体验，构建充满活力的丰收节公共文化

空间；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运用节日元素装点城乡主要景观，以及商超、广场等公共场所，推

动节日文化融入城乡群众生活。特别是县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调动基层及民间力量，给予适当资金和政

策支持，引导组织群众喜闻乐见、贴近生产生活、便于广泛参与的节庆活动。 

五、积极参与“市长县长话丰收”主题活动 

组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共同设立“农民丰收”频道，为社会各界搭建了解丰

收节、参与丰收节的权威平台，并将发起“市长县长话丰收”主题活动，邀请市长县长交流扶贫经验、解读

民俗文化、推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讲述丰收故事。各地要充分利用丰收节“三农”宣传窗口效应，发

挥全媒体力量，立体传播党的“三农”政策、展示丰收盛况、分享丰收喜悦、展现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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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进丰收节组织培育工作机制化制度化 

各地要推动丰收节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重要议程，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党农村工作条例》紧密结合。建立丰收节基层联系机制，各级领导要作表率，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群众

共话增收、共谋发展，推动丰收节成为农村地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时点，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鲜活载体，成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生动实践。 

七、推动丰收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 

丰收节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在繁荣乡村文化、拉动乡村产业、推动城乡融合、实现乡村价值，以及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提振信心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各地要注重发挥节日的多重功能，与乡村全面振

兴做好结合文章，将丰收节组织指导工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并积极纳入实绩考核范畴。 

八、严格遵守节日纪律规定 

各地节庆活动要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坚持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严格遵循中央关于“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中央关于庆典活动有关

要求，强化对本地区节庆活动的指导和管理，坚决杜绝办节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避免大拆大

建、铺张浪费、增加基层负担，坚持节俭热烈、求真务实，注重提升农民群众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 

联系电话：010-59192156 

传    真：010-59192101 

电子邮箱：nmfsj@agri.gov.cn 

附件：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方案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23日

附件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2020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以“庆

丰收、迎小康”为主题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喜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丰收节成风化俗，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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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论述、关于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题，广泛发动、普及

基层，引导带动城乡共庆丰收、共享喜悦、传递幸

福，让丰收节成为“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载体，推动各级党委政府把丰收节组织培育工作

纳入“三农”工作重要议程，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紧密结合，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不断

拓展节日载体和媒介功能，使其在繁荣乡村文化、

拉动乡村产业、活跃城乡市场、提升乡村治理、密

切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恢复提振信心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持续打造中

国乡村文化符号，持续推进丰收节成风化俗。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组织优势，提高培育引导力度。各

级党委政府要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机遇，进一步健全组织指导工作机

制，做好结合文章，推动丰收节工作纳入乡村振

兴战略整体部署。

——坚持农民主体，释放乡村多元价值。乡村

是主舞台，振兴是背景乐，市场是推动力，丰收是

落脚点。进一步下沉基层，实化节庆内容，大力培

育节日市场，为农民搭建创业创新的广阔舞台，带

动实现乡村多元价值。

——坚持文化为魂，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保

护乡村文化多样性，不断赋予丰收节历史文化内

涵，充分发挥其对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各地特

色乡村文化的传承提升作用，打造一个充满活力

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夯实文化自信根基。

——坚持开放创新，增强城乡参与互动。遵

循现代节日的表现方式、传播方式、体验方式，探

索创新丰收节庆内容和形式，吸引城乡居民参与

塑造共同的社会体验，传递主流社会价值，推动

城乡深度融合。

二、重点节庆活动

（一）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指导

的重点活动

1.组织黄河流域9省区联动“庆丰收、迎小

康”系列活动。支持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

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黄河流域9省区联动

庆丰收、迎小康，组织系列重点活动，呼应国家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立体展现黄

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重点活动包括：黄河流域9省区各自举办重点节庆

活动；组织乡村发展国际研讨会；组织黄河流域

特色农产品和贫困地区农产品展销活动；举办特

色农产品网络销售擂台赛；组织乡村歌会、非遗

展演、乡村传统艺术品展览等黄河流域传统农耕

文化展示活动。

2.组织2020年度“全国十佳农民”揭晓活动。

揭晓2020年度“全国十佳农民”，展示扎根基层、

深耕农业、服务乡村的先进典型，激发广大农民

的创新创业热情，推动乡村人才振兴。鼓励各地

在丰收节期间推选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实干兴业

的优秀农民代表，推出一批促进产业发展、带动

农民增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广泛宣传新

时代“三农”典型，激发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

3.组织乡村发展国际研讨会。聚焦乡村振兴

路径、模式及国际经验，探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关注中华优秀农耕文明传承发展

提升，发布研讨会征文优秀作品以及丰收节俗历

史文化研究成果。邀请各省区市代表、国内外乡

村发展典型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共同

出席。

4.举办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以“庆丰

收、迎小康”为主题，涵盖多种艺术形式，立体展

现丰收中国的气势、亿万农民的风采、农耕文明

的厚重、乡村振兴的前景、全面小康的喜悦，把更

多受众带入丰收节热烈氛围之中，逐步将其打造

成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文化品牌活动。晚会拟于9月

22日丰收节当晚在CCTV1、CCTV17播出。

5.组织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9月初，联合

相关部门共同发起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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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国庆、中秋以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重要

节点集中发力，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挖掘消费潜

力、推动消费升级。推选“十大农产品网络销售

达人”，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

打造《我的家乡我代言》栏目，充分利用“流量人

物”“流量平台”，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农产品销

售，促进城乡消费，助力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引导

城乡商超、农产品交易市场等主体策划节日营销

活动，广泛使用丰收节标识等节日元素，营造节日

氛围。办好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

6.举办“奔向小康”乡村马拉松赛事。以“奔

向小康”为主题举办“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马

拉松”赛事。赛事路线途径当地主要文化景观、

特色产业景观，比赛兼顾赛事专业性和群众参与

性，鼓励引导广大农民积极参赛，营造热烈活跃

的节日氛围，传递顽强拼搏的精神，逐步将其打

造成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体育品牌活动。

7.举办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歌会。打造

一台有乡村特色、有现代质感、有田园情怀的乡村

歌会，唱丰收、唱家乡，力争推出一批叫得响、传

得开、留得住的乡村歌曲作品，推出一批优秀农民

歌手，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乡村情怀，成为城

乡共庆丰收、共享喜悦、激发情感共鸣的载体。

8.发起“赶农集”“寻乡愁”“嘉年华”等乡

村旅游系列主题活动。推动丰收节与“十一”黄金

周、中秋节等假日市场紧密结合，鼓励各地发布本

地金秋乡村旅游地图、美食地图、赶农集地图、

嘉年华地图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声势，吸引城镇

居民，促进乡村消费，提升乡村价值。支持各地充

分利用节日效应，紧扣人们对乡村田园生活和优

秀传统农耕文化的诉求，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

建、媒体宣传，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组织策划相关

主题活动。

9.组织大中小学生参与丰收节劳动教育、农

耕文化教育实践活动。联合教育部发起大中小学

生丰收节教育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丰收节成为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和农耕文化教育的重要实践课

堂，让学生体验农事、崇尚自然，动手实践、出力

流汗，培养良好的劳动品质，切身体会中华优秀农

耕文化。农业农村部门要为实践活动提供农业基

地、农业专家、农业装备等教学资源。支持发起

少年儿童“劳动美、丰收乐”主题公益活动。

10.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聘请

袁隆平、申纪兰、冯巩、海霞、冯骥才、李子柒等

6人担任首批推广大使，参与丰收节公益宣传活

动，承担在各自领域的公益推广义务，旨在进一步

发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丰收节，提升节日影响力、

凝聚力、号召力，推进成风化俗，引导带动城乡同

庆丰收、共迎小康。

11.设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农民丰收”

频道。在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设立

“农民丰收”频道，以展示分享中国农民丰收节

为切入点，传播党的“三农”政策、营造城乡和谐

氛围、树立“三农”形象、讲好丰收故事，为社会

各界搭建了解丰收节、参与丰收节的权威平台。

发起“市长县长话丰收”活动，邀请市长县长交流

扶贫经验、介绍特色文化、推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

12.征集丰收节系列符号设计，探索构建丰收

节文化空间。联合共青团中央征集丰收节系列符

号设计，对丰收节形象进行提炼和创意设计，充

分融合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符合城乡

主流审美情趣、表达方式、表现方式，借助全媒

体力量策划传播和营销推广，在全社会构建鲜明

的丰收节形象。深入研究各地各民族丰收节俗历

史，探索丰收节国家仪式，既要有强烈仪式感、象

征性，又富有现代感、公共性。

13.组织乡村传统艺术作品主题征集展示活

动。聚焦“小康”“丰收”主题，面向全国征集一批

形式多样、构思巧妙的乡村传统艺术作品，不限类

别和表现形式，最大程度覆盖各地各民族乡村优

秀传统艺术形式，弘扬灿烂的农耕文化，增强丰

收节的文化质感，激发乡村文化发展活力，充分展

示亿万农民在全面小康路上的精神风貌。优秀作

品将参加集中展示活动。

14.启动丰收历史文化数字保护工程。运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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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理念和手段，保护传承各地各民族丰收历史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丰收节

文化内涵和品质，推动优秀农耕文化以鲜活的形

态融入城乡居民生活。持续跟踪一批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广泛群众基础、鲜明节日符号的丰收节

庆活动，建立丰收节庆数据库，动态管理。成立中

国农民丰收节专家委员会，加强研究，支持打造

一批丰收农事节庆品牌。

15.建设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

为推动形成农产品产销对接长效机制，特别是解

决贫困地区产销问题，支持建设全国农产品产销

对接公益服务平台。结合消费扶贫、金秋消费季，

联合大型电商、行业协会等共同发起“帮一把、同

小康”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支持

“三区三州”、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农业农村部

5个定点扶贫县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及庆丰收活

动。

16.组织重要时点系列宣传活动。从春分至秋

分期间的每个节气，陆续推出系列重点活动，包

括发布《致全国农民朋友一封信》，启动全国乡村

传统艺术作品主题征集，举办丰收节文化研讨活

动，启动丰收节符号设计征集，启动乡村发展国

际研讨会征文，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

开通“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农民丰收”频道，召

开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召

开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新闻发布会，启动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和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等。丰

收节后，发布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研究报告，编撰

《庆丰收、迎小康——中国农民丰收节（2020）》

画册。

（二）组织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开展的活

动

1.教育部。引导大中小学组织丰收节农耕文

化教育主题活动。

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动员1652个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以“欢庆丰收感党恩、团结一

心迎小康”为主题，广泛开展文艺展演、农产品展

销、农业技能大赛、乡村大讲坛等形式多样、喜闻

乐见的庆丰收活动。

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2020年全

国大型义诊活动周活动。

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指导各级广播电

视及网络视听媒体围绕丰收节主题，开展全方

位、立体式、持续性的宣传报道。鼓励引导创作播

出丰收主题相关纪录片等。

5.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中国农民篮球赛、舞龙

舞狮展演、丰收节龙舟赛、农民健身活动总决赛

等体育赛事活动。

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

晚会。

7.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指导举办“韩城花椒

节”“左权核桃文化节”“稷山板枣文化节”；引导

各地将经济林节庆活动纳入丰收节。

8.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各省（区、市）总工会

做好农民工走访慰问工作；联合开展农业技能大

赛，提升农业职工的技能水平。

9.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中国农民丰收节形

象符号设计征集活动；组织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庆丰收、迎小康”系列活动；组织青年网络主播

助力消费扶贫活动。

10.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指导各地妇联举办

“庆丰收、迎小康”庆祝活动。

11.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中国（蚌埠）

花鼓灯艺术交流展演周、中国（胶州）秧歌节、中

国舞协·南丰面具舞蹈文化周、中国（葫芦岛）葫

芦文化节、小康电视节目工程、全国农民摄影大

展；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题组织中国文艺家

下乡活动。

12.中国邮政集团。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

题，举办新中国农村题材邮票专题展览，发行“庆

丰收、迎小康”主题明信片。

组织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

能，围绕丰收主题，自行组织特色活动。

（三）农业农村部系统组织开展的活动

1.农村法治宣传活动（农业农村部法规司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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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迹乡村丰收之旅（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

革司负责）。

3.全国农民“小康美景手机拍”作品征集展示

活动（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负责）。

4.美丽宜居村庄短视频擂台赛获奖作品展示

交流活动（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负

责）。

5.美丽乡村健康跑暨全国农民水果采收邀请

赛（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负责）。

6.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蜂舞迎丰收”庆祝活

动（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

7.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

验员）决赛（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

8.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

治员）决赛（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

9.第二十三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农业农村

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

10.江西彭泽农民丰收节活动（农业农村部渔

业渔政管理局负责）。

11.云南元阳稻花鱼丰收节活动（农业农村部

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

12.农垦“喜丰收、奔小康”暨“智慧农垦万里

行”活动（农业农村部农垦局负责）。

13.“种质资源科普开放日”活动（农业农村

部种业管理司负责）。

14.“决胜小康·奋斗有我”农业农村部职工

文艺汇演（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部直属机关工

会负责）。

15.“丰收中国万里行”大型公益宣推活动、

《丰收好“食”节》系列节目、“稻花香里说丰年”

视频挑战赛、第三届“中国农民电影节”等活动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负责）。

16 . 赛诗联 欢 庆丰 收 活 动（农民日报社负

责）。

17.“庆丰收、迎小康”中国村歌大赛（中国农

村杂志社负责）。

18.中国品牌农产品展销庆丰收活动（中国农

产品市场协会负责）。

19.“都市庆丰收、产销促消费”大型农产品线

下体验与推介活动（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

会负责）。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

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长远

规划部署。农业农村部门发挥牵头作用，加强与

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调动各方力量，打造丰收节

庆品牌。

（二）加强统筹谋划。做好结合文章，推动丰

收节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三农”工作重要议

程，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紧密结合，作为农村地区

欢庆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载体。

（三）加强示范引导。加强对各地庆祝活动

的管理指导，确保庆祝活动不走偏、不变味。及

时总结各地各部门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交流互

鉴，共同提高，推动节日活动越办越好。

（四）严守纪律规定。各地节庆活动要严格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坚持科学防控、精

准施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严

格遵循中央关于“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中央关于庆典活动有关要求和减轻

基层负担有关精神，把活动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

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上，避免形式主义和奢靡之

风，严防搭车搞庆典和增加农民负担。



通知决定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基层 
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

农办科〔202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

村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 

2020年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继续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给予支持，按照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20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0〕3号）有

关要求，现就做好任务实施工作通知如下。 

一、紧紧围绕“三农”工作重点，准确把握年度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扣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

领域短板重点任务，以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为抓手，以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为目标，创新体制机

制，强化职责履行，广泛集聚资源壮大农技队伍，激发人员活力提升服务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实现“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实施原则。坚持统筹兼顾，在总体“全覆盖”的基础上，重点支持实施意愿高、已有任务完成

好的农业县（市、区）。坚持创新发展，聚焦农技助力产业扶贫持续发力，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多层次载

体，构建农技指导服务立体化格局。坚持绩效引领，构建全过程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的绩效管理机制，

强化以效果为导向的激励约束。 

（三）年度目标。建设5000个以上集示范展示、指导培训、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一体化的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基地，推广1万项以上优质安全、节本增效、生态环保的主推技术，全国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超过

95%。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全国85%以上农技人员应用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开展在线

指导和服务效果展示。全国基层农技人员普遍接受业务培训，培育1万名以上业务精通、服务优良的农技

推广骨干人才。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在贫困地区、生猪大县全面实施，贫困村农技服务实现精准全覆

盖。 

二、全力推进重点任务落实，提升农技推广体系为农服务效能 

（一）切实提升贫困地区农技服务实效。加大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技术供给，提高技术服务的精准性

和效果持续性。细化任务要求，在贫困地区深入推进特聘计划全覆盖、贫困村农技服务全覆盖，加大对

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县（村）农技帮扶力度，提升特色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完善措施打法，将农技推广

服务与产业扶贫任务紧密衔接，组织农技人员、示范展示基地、示范主体帮扶贫困农户发展产业脱贫致

富。聚焦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县（村）产业扶贫技术服务需求，细化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帮扶任务，强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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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技术服务保障。注重持续发展，围绕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针对性地培养乡土农技人才，加大特

色产业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助力贫困地区产业提质增效，强化产业对脱贫攻坚的持续带动能力。 

（二）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互补、高效协同的农技推广体

系，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提供全程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的指导服务。提升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服

务能力，立足职责履行和发展要求，找准县乡农技推广机构定位，支持有条件地区改善服务能力。对乡镇

农技推广机构与其他机构综合设置的，要确保专门岗位、专门人员履行公益性农技推广职能。支持农技

推广机构与经营组织协同开展农技服务，鼓励农技人员提供技术增值服务并合理取酬。引导科研院校

开展农技服务，支持鼓励农业科研院校发挥人才、成果、平台等优势承担相关任务，开展农技人员培训、

建设试验示范基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放大院（校）地共建、科技驿站等创新模式作用效果。壮大

社会化农技服务力量，引导支持企业、合作社、专业服务组织等开展农技服务。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

等方式，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承担公益性农技服务。遴选推介一批农技社会化服务组织典型案例。 

（三）加大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进一步完善特聘

计划实施思路，创新具体措施，提升服务效果。扩大实施范围，2020年特聘计划在贫困地区、生猪大县

全面实施。拓展实施内容，在贫困地区，特聘计划聚焦产业扶贫，强化特色产业农技指导服务；在生猪大

县，重点围绕加强动物防疫强化指导服务，促进生猪养殖产业健康发展。强化效果显现，通过线上线下协

同方式，对特聘农技员履行服务任务情况进行在线动态管理，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做法成效。遴选推介一

批“最受欢迎特聘农技员”。 

（四）提高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能力。通过分层分类培训、持续提升学历、补充高素质人才、强化激励

约束等措施，将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打造成“一懂两爱”、高效服务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加强农技人员培

训，构建部省加强示范培训、市县注重实地培训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强课程体系和培训师资库建设，融合

理论教学、现场实训、案例讲解、互动交流等培训方式，提高农技人员培训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部省农业农村部门遴选一批业务能力较强、带动影响力较大的农技推广骨干人才，统一组织脱产培训。

鼓励支持基层农技人员通过脱产进修、在职研修等方式，学习专业知识，提升服务能力。加大高素质人

员补充力度，严把人员进入“门槛”，选拔学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进入基层农技推广队

伍。支持有条件地区通过“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培养方式，吸引具有较高素质和专业水平

的青年人才进入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强化指导服务业绩考评激励，明确农技人员的服务区域、服务内容

和服务要求，完善以工作实绩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机制，对长期扎根一线、作出突出贡献

的农技人员，在职称评聘、评先评优、绩效激励等方面予以倾斜。 

（五）打造农业科技示范展示样板。聚焦主导特色产业需求，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示范载体，实现

村有科技示范主体、镇有科技展示样板、县有产业示范基地。精准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按照“选好

一个、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原则，遴选示范作用好、辐射带动强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种养大户、乡

土专家等作为示范主体，完善农技人员对口精准指导服务机制，将示范主体打造成主推技术应用的主力

军、“永久牌”农技服务专家队伍，切实发挥其对周边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的辐射带动能力。增强农业科

技示范展示能力，聚焦县域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和年度主推技术推广任务，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统一树立“2020年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标牌。以基地为载体示范推广主推

技术，开展农技指导和培训服务。支持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打造科技支撑乡村产业示范样

板，以科技助力产业提质升级增效为主要路径，强化科技、人才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驱动和引领作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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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科技强镇、智慧农场、生态循环农场等农业科技展示样板，形成科技要素驱动、可借鉴可复制的农业产

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六）大力示范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副食品供应，构建部抓引领性技术示

范、省抓区域重大技术协同、县抓主推技术落地的立体化格局。开展引领性技术集成示范，完善农业农

村部总体统筹、部属推广单位牵头实施、新型经营主体集成示范的组织实施模式，深入推进玉米籽粒低

破碎机械化收获、基于北斗导航智慧麦作技术等引领性技术集成示范。完善区域重大技术协同推广模

式，继续安排内蒙古、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西、四川等8个省份承担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

试点任务，完善政产学研推用“六位一体”协同推广模式。其他省份结合本地实际整合农技推广资源，

自主开展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工作。提高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完善部省县三级主推技术遴选推介机制，

部、省主推技术强化引领带动，县级主推技术遴选要聚焦主导（特色）产业需求，严控数量、精心遴选，

落地落实。各任务县要以主导（特色）产业为单元，组建主推技术指导团队，形成易懂好用的技术操作规

范，构建“专家+农技人员+示范基地+示范主体+辐射带动户”的链式推广服务模式，实现主推技术精准

进村入户到田。 

（七）加快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工作步伐。全力推进农技推广在线服务，引导推动广大农技人员、专

家教授等，通过App、微信群、QQ群、直播平台等，在线开展问题解答、咨询指导、互动交流、技术普及等

服务。提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覆盖面，建立部地协同高效推进、共建共用共享的平台运行模式。紧紧

围绕用户需求，精准提供政策、技术、信息等资源和配套服务，进一步提高农技人员、专家教授和生产经

营者对平台的认知度和使用率。加强年度任务线上考核和成效展示，完善在线管理数据库，实时展示年

度任务进展动态和取得效果。年度任务支持的示范基地、人员培训、示范主体、协同推广等年度任务，实

行全程线上动态展示。承担年度任务的所有专家、特聘农技员、服务主体等，均须在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

台填报服务做法和具体成效。各地要将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和年度任务线上应用，作为农技人员培训

的基本课程。 

三、创新完善管理机制，为高效组织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一）加强组织实施。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好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对支撑农技推广体

系发展、高效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加大工作力度，紧紧围绕

2020年任务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结合地方实际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好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健全工

作组织协调机制，推动政策衔接配套，实现上下协同联动。分行业组织实施的省份要加强系统内部沟通协

调，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发挥最大效能。要定期开展实施情况调度，准确掌握执行进度，及

时解决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二）加强绩效考评。以农技推广服务实效、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为核心内容，通过集中交流、在线考

评、实地核查、交叉考评等方式开展全过程全覆盖绩效考评，确保考评过程、考评结果更具客观公正性、

更体现财政绩效目标。强化约束激励，考评结果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主推技术到位率”指标、农业农

村部年度评优及年度经费测算等挂钩。2020年，依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对年度任务基本信息、实施

情况、取得成效等实行线上“全覆盖”动态考评。 

（三）加强交流宣传。充分挖掘任务实施中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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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过现场观摩、典型交流等方式和网络、报纸、电视等渠道进行推介宣传。大力总结宣传农技推广体

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保障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和做法等，全方位展示农技推广体系良好形象

和作用发挥情况。组织开展第二届“寻找全国最美农技员”、“互联网+农技推广”服务之星遴选推介等活

动，发掘宣传一批爱岗敬业、勇于担当、业绩突出的典型人物，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农技推广工作的

良好氛围。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5月29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 
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

农办科〔202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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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 

根据今年中央1号文件和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精神，按照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20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的要求，现就做好今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加快培养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今年保供给、保

增收、保小康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思路是，以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满足农民理念知识技

能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关键，深入推进农民教育培训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培育农业经理

人等经营管理型、种养大户等专业生产型和从事生产经营性服务的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100万人，推进

农民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有效衔接，加快形成促进高素质农民全面发展的政策体系。 

二、重点任务 

结合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实际，用足用好财政资金，充分高效统筹使用各类教育培训资源，扎实深入

推进分层分类分模块按周期培养，切实提高教育培训内容的针对性、过程管理的规范性、培育结果的有

效性。 

（一）全面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投入力度、覆盖范围和支持政策只增不减，进一步强化技能培训，

服务扶贫产业发展。面向贫困村培养“一村一名产业脱贫带头人”，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农民掌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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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脱贫技能，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实现52个未摘帽贫

困县和5个定点扶贫县扶贫培训全覆盖，指导各县单独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培训机构送教下乡，结合技术

扶贫、电商扶贫和金融扶贫开展专题培训，开设产业小班，加大实地案例教学，带领农民“走出去”学习脱

贫经验。加大贫困地区师资培训，组织开发专门教材，鼓励发达地区与未摘帽贫困县结对帮扶。 

（二）分类培育现代农业带头人。各省农业农村部门根据乡村人才振兴需求和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统筹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返乡下乡创新创业者和专业种养加能手等培养行动。聚焦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需求，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农业经理人等

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的带头人队伍，提升主体从业者生产经营能力。深入开展返乡下乡创业培训，推动

农村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特别要加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留乡人员培训，帮助其就地就近就业。以

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大户为重点，围绕复工复产、保粮保供，加大专项技术技能培训，提升产

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三）推动农民学历教育提质增效。深入实施“双百计划”，推进100万乡村振兴带头人培养，打造

100所人才培养优质校，探索涉农院校人才培养新机制新模式。加大政策宣传和发动，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网络及新媒体手段开展农民学历教育政策宣介，提高农民知晓度。争取和协调政策，帮助农民减轻学

费、杂费及学习生活负担，支持更多高素质农民提升学历层次。各省创建3〜5所涉农人才培养优质院校，

纳入各类人才培养计划，聚合优势教育资源向农民教育倾斜。推进优质院校涉农专业改革，围绕区域农

业农村发展建设新专业，推行农学结合、弹性学制培养模式，鼓励优质院校在农业生产主体建立实习基

地，提升产教融合育人水平。创新机制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训与职业教育有效衔接，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育

计划举办高端人才培养班，鼓励培训机构组建学历提升班次，组织有学历需求的参训人员与职业院校对

接，建立培训课时与学分转换机制，形成一体化人才培养格局。 

（四）健全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加强系统设计，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统筹用好各类教育培训资

源，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农民参训率和满意度。充分发挥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办学优势，加强组织管理，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提高培训规范性。依托涉农职业院校，围绕地方现

代农业发展和全产业链需要，广泛培养高水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充分依托科研院所、推广机构，鼓励

基层农技人员发挥技术服务优势，开展技术培训与跟踪服务。支持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承

担实习实训任务，鼓励涉农高校、职教中心等发挥资源优势，拓展面向高素质农民的培训服务。引导专业

协会、技术服务公司等主体进课堂，提供专项技术培训服务。巩固管理者队伍，强化支撑队伍，提升师资

队伍，培养一批农民讲师，优化专兼职比例，整体提高师资水平。 

（五）拓宽高素质农民发展路径。以培训为纽带，促进参训农民交流合作，依托协会、联盟等组织协

作发展。持续跟踪农民训后产业发展，开展政策宣讲、项目推介、技术指导等延伸服务，对接金融信贷和

农村电商，加大产业支持力度。举办论坛、展销会、专业技能大赛等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展示新时代高素

质农民风采。 

三、实施要求 

（一）紧密围绕产业需求统筹任务。要统筹制定本地区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省级开展综合型、

复合型、领军型示范培育，建设师资队伍。市县级重点开展主体带头人培育和专项技术技能培训，开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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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师资，遴选建设实习实训基地。要围绕区域产业规划布局解构任务，优先满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培训需求，重点支持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大豆振兴计划、奶业提质增效行动等工作人才需求。

要以县域为单位加大需求调研，围绕2〜3项主导特色产业集中开展全产业链培育，精准遴选培育对象，

紧贴产业人才需求实施培训。 

（二）推行灵活有效的培训方式。鼓励有需求的农民学员连续参加培训，相关要求按培训规范执行。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优化组合集中学习、线上学习、实习实训、案例观摩交流等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

和效率。遵循农民教育培训特点和规律，强化实训实践，组织农民学员到现代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实操演练、观摩交流，在实战环境中提升能力水平，确保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培训

中实训教学不低于总学时的2/3。充分利用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开展在线学习、在线服务和在线管理，运

用好培训形成的大数据，加强在线课程开发和规范化建设，确保线上培训质量。 

（三）加大工作监管与绩效管理。要切实加强对本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加强工作指

导，严格审核开班计划和培训对象，带头落实第一课制度，定期督导培训进度，随机抽查培训执行情况，

对不符合要求、质量把控不严的问题及时提出调整意见，必要时要求停班整改。严格落实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考核，提高参训农民满意度。鼓励各地组织开展第三方考核。农业农村部将另行印发绩效管理指

标。 

（四）实施农民满意度在线评价。依托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和“云上智农”平台对培训教师、

培训基地、培训班组织和培训效果进行线上评价，逐步形成以农民满意度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提高线上

评价覆盖面。加强信息化管理，原则上以县为单位、以培训班为单元，实现培训班次和学员信息100%上

网，确保培训过程全程可追溯。 

（五）加强总结宣传。要加强育训结合，深度挖掘打造好经验、好模式、好典型，特别要注重发挥高

素质农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带动作用，“见物见人”讲好高素质农民成长成才成就故事。夯

实工作基础，一体化推进名师、名课、名教材建设，有步骤、多形式、全方位呈现工作成效。农业农村部将

继续组织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百名优秀学员”资助工作，各地要结合脱贫攻坚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广泛开

展典型选树活动。 

请于2020年6月30日前将省级实施方案、12月31日前将2020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报送农业农村部科技

教育司。 

联系人：高宝祯   电话：010–59193080 

电子信箱：kjsjyc@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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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农办市〔2020〕8号

河北、山西、辽宁、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省（自治

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农市发〔2020〕2

号），进一步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工作，规范过程管理，加大政策支持，注重监督管理，优

化指导服务，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筹推进设施建设 

（一）切实做好实施方案。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准确摸清基层实情，认真编制实施方案，进一步聚焦

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贫困地区，鼓励在产业重点县（市、区）整县推进，满足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建设需要，要将设施建设与信息自动化采集同步部署、同步推进。项目实施县（市、区）根据本

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重点产业、实施区域、操作程序、进度安排、组织管理等重点内容。省级实施

方案务必于6月30日前，县级实施方案经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审定后于7月15日前，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上传

至农业农村部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系统和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信息平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

系统。 

（二）积极开展政策宣贯。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宣传途径，灵活运

用新媒体、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宣传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工作，

提升政策知晓率，营造积极开展设施建设的社会氛围。通过举办培训、开展宣讲、编写实用手册和明白纸

等多种方式，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讲解政策要点，调动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三）尽快启动申报审核工作。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申报系统将于6月15日正式上线运行，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应结合实际确定本省统一申报开始日期。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在申报工作正式启动10个

工作日前，向社会公布申报起止时间、方式内容等相关事宜，指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下载农业农村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直报系统App或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系统App，

及时准确开展申报工作。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及时开展审核，反馈审核结果，公示通过审核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及建设内容等信息。原则上7月31日前完成设施建设申报，8月10日前完成设施建设审核公示。 

二、加强建设过程管理 

（四）全程公开建设信息。加强县级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信息公开，综合运用宣传挂图、报

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式，以及村务公开、益农信息社等多种渠道，公开县域内补贴受益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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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验收结果、补贴资金、咨询投诉举报电话等各类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设施建设公平、公正、公

开。 

（五）加大技术服务力度。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我部制定的《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参

考技术方案（试行）》《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采集服务工作规范（试行）》，编制本地化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技术方案和信息采集方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日常技术服务，有条件的可建立专家服务团

队，开展远程或现场指导，帮助实施主体掌握技术，解决难题，确保设施当年建成、当年使用、当年见效

和实现信息自动采集传输。 

（六）加快建设验收办理。各地在受理建设主体验收申请后，应尽快组织对设施建设的规范性、与

申报内容的一致性、与技术方案的符合性等开展验收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县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验

收，并于15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内完成验收工作。对不符合验收要求的设施，及时通知建设主体进

行整改。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七）统筹用好支持资金。用好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支持资金，集中支持设施建设。鼓励贫困地区创

新扶贫资金投入方式，探索扶贫资金支持形成的项目资产折股量化形式，支持带贫主体开展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设施建设。推进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和相关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

施建设给予信贷支持。鼓励各级政府拓宽资金渠道加大支持力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设施建设贷款给予适当的贴息支持。 

（八）主动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各地要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充分利用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政策工具，支持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等部

门的沟通，积极谋划能够实现融资受益自平衡的项目，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投入，支持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设施建设，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的建设主体提供配套信贷支持。创新农产品仓

储保鲜冷链设施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投入方式，统筹使用专项债与财政资金，加快建立完善农产品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体系。 

（九）落实用电用地政策。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协调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等部门，落实今年中央

1号文件部署，尽快出台本地区落实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优惠政策、用地纳入设施

农业用地管理的具体意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与当地电力部门的沟通，在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给予支持。 

四、强化风险防控机制 

（十）落实风险防控责任。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监管机制，落实

省级及以下部门指导监督责任。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逐项工作、逐一环节梳理查找风险点，有针对性地

制定防控举措。项目实施县（市、区）应选配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作风优良的干部，组建工作专班，明

确职责分工，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内部人员的廉政教育和业务培训，提升政策实施和风险防控能力。 

（十一）切实加强监督管理。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主体申请行为的信用管理，实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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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的自主承诺，一旦发生问题，取消资金支持，情节严重的，不再安排

承担其他农业项目。坚决查处倒卖补助指标、套取补助资金、搭车收费等严重违规违法行为，对发生问题

的要严格查明情况，按规定抄送所在地纪检监察部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所在省

（区、市）核减或取消项目资金。 

附件：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采集服务工作规范（试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9日

  

附件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采集服务工作规范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2020年中央1号文件精

神，实施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

程，更好地开展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采集服

务（以下简称“信息采集服务”）工作，制定本规

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获得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设施建设支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信

息采集服务的有关工作，鼓励其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自愿参与。 

第三条  信息采集服务工作推行信息化管理。

在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上建立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系统，结合《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参考技术方案》，构建自动采

集为主、手工填报为辅的信息采集服务体系，实时

采集农产品产地市场信息，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信息服务。 

第四条  信息采集服务工作以“共建共享、

上下互动、服务增值、多方受益”为原则，以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我管理能力，辅助省市县级

政府部门监督、管理、决策为目标，建立“双向联

动”的长效运营机制。 

第五条  农业农村部统筹推进信息采集服务

工作，负责制定信息的采集、管理、处理、发布等

工作制度和标准。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

责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系统运维管理和农

产品产地市场信息的分析研究。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冷链物流标准化委员会为信息采集服务提供决

策咨询及技术支持，并适时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辖区内信息采集服务

工作，负责制定本地化的信息采集规范、技术方案

等工作。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督促指导推进

各县（市）信息采集服务工作。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负责信息采集服务工作的日常指导、管理维护等工

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信息上报工作，包括信

息自动采集传输设备的购置、管护和更新等。 

第二章  信息采集点选择与建设 

第六条  信息采集点依托建设农产品仓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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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冷链设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选择具有一定

建设规模、运营规范、积极性高的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确保信息采集、电子商务、

服务指导等发挥实效。 

第七条  信息采集点要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和

条件，补充相关设施设备，避免重复建设。 

第八条  信息采集点要在农业农村部重点农

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信息系统

登记注册，纳入统一管理，并享受信息服务。 

第九条  信息采集点要具有采集设备、传输网

络和持续运营能力，使用符合入网要求的设施设

备开展数据采集，能够稳定供电，确保信息传输

安全、规范。 

第十条  每个信息采集点，应至少配备1台仓

储设施环境信息采集设备（多通道采集仪），1台

满足需求、具有信息自动采集和数据传输功能的

称重设备（电子秤/电子地磅）。对于规模较大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配备多

台信息采集设施设备。信息采集设施设备应符合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参考技术方案》

的要求。 

第十一条  信息采集点应具有宽带网络，信息

采集设施设备能够通过互联网传输相关信息；也

可通过蜂窝数据网络（4G/5G）传输信息，网络应

保证持续稳定连接。 

第十二条  信息采集点要开展规范化运营管

理，具有持续运营能力，能够保证数据持续采集，

对信息采集设施设备定期维护。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可委托合格服务商进行信息采集设施设备的安

装、调试和维护服务。 

第三章 信息采集内容和方式 

第十三条  信息采集内容包括农产品产地流

通信息和贮藏环境信息。 

第十四条  农产品产地流通信息包括产地、品

类、重量、价格和流向等。 

第十五条  农产品贮藏环境信息包括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的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等。 

第十六条  信息采集采取自动传输为主、手工

填报为辅的方式。农产品市场流通信息通过称量

设备获取，自动传输农产品产地、品类、重量、价

格、流向等信息。已配备称量设备的采集点，称量

设备如不具有信息采集和数据传输功能，应安装

符合要求的信息采集传输设备。新购置的称量设

备应具备通信功能。贮藏环境信息通过多通道数

据采集仪自动采集传输。信息采集点应保证准确

持续传输各类信息。 

第四章 信息分析与服务 

第十七条  部省市县各级部门可对不同口径

的农产品市场分析进行统计监测和预警信息发

布。农业农村部可分析研究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

信息，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可分析研究所辖区域内

农产品产地市场信息，地市级、县级农业农村部

门可分析研究所辖区域内汇总的农产品产地市场

信息，未经许可不得将个人信息向外发布。 

第十八条  准确持续报送信息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可自愿选择信息服务，主要依托手机App获

取。鼓励各地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将益农信息社

与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相结合。 

第十九条  信息服务包括管理、政策、市场、

科技、电商、品牌、金融七大类服务，可根据市场

需求对服务功能进行拓展。 

管理服务包括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的农产品出

入库管理、货品信息管理、设施储能供需对接、设

施经营成本管理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智

能化管理系统服务，提升科学经营管理能力。 

政策服务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

“三农”相关政策的通知公告，优先推送所在地

的项目申报信息、产业政策信息，帮助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及时了解政策动态。 

市场服务包括主要农产品市场行情、价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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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分析、供需分析、风险预警等，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销售农产品提供决策参考，提升产销对接效

率。 

科技服务包括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信息发

布、权威专家咨询、在线培训等，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随时随地的技术指导，加快科技应用与

推广。 

电商服务包括平台销售、开店入驻、产品营

销、供求发布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快速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平台，拓宽农产品产销对接渠

道。 

品牌服务包括品牌塑造、营销推介、价值评估

等，为农产品提供品牌培育与市场营销指导，提高

产品附加值。 

金融服务包括农业保险、贷款、金融担保等，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资金保障，增强农业抗

风险能力。 

第二十条  鼓励各地在不影响现有服务质量

的前提下，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渠道。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

责对信息采集服务进行监督，采取日常监督或专

项监督的方式实施，并公布监督投诉咨询方式，

便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产品及服务机构违规行

为投诉举报。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对本规范负有最终解

释权和修改权。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发布2020年度超级稻确认品种的通知

农办科〔2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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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　

根据《超级稻品种确认办法》（农办科〔2008〕38号），经各地推荐和专家评审，现确认苏垦118、中组

143等11个品种为2020年度超级稻品种（附件1）。因推广面积未达要求，取消丰优299、两优培九、内2优6

号、淦鑫688、Ⅱ优航2号、荣优3号、扬粳4038、武运粳24号、楚粳28号、金优785等10个品种超级稻冠名资

格。目前，经我部确认的超级稻品种共133个（附件2）。 

请各地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做好超级稻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工作，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附件：1．2020年度超级稻确认品种 

2．超级稻确认品种汇总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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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年度超级稻确认品种

类型 品种 审定编号
生育期
（天）

适宜区域 育种单位

粳型
常规稻

苏垦118 苏审稻201605 150.0 江苏省苏中及宁镇扬丘陵地区种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籼型
常规稻

中组143 浙审稻2018003 112.1 浙江省作早稻种植。 中国水稻研究所

籼型
三系

杂交稻

嘉丰优2号 浙审稻20170012 144.7 浙江省作单季籼稻种植。
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浙江省
嘉兴市农业科学院

华浙优71 浙审稻2017003 136.9 浙江省作单季籼稻种植。
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勿忘农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福农优676 闽审稻20180008 144.0 福建省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种植。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福
建禾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优航1573 赣审稻2015016 119.6 江西省稻瘟病轻发区作晚稻种植。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江
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广东
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泰优871 赣审稻2016029 121.4
江西省等长江中下游双季稻作区稻瘟
病轻发区种植。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龙丰优826 桂审稻20170020 115.4
桂南稻作区和桂中稻作区适宜种植感
光品种的地区作晚稻种植。稻瘟病重
发区不宜种植。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

旌优华珍 国审稻20170012 158.4

四川省平坝丘陵稻区、贵州省（武陵山
区除外）、云南省的中低海拔籼稻区、
重庆市（武陵山区除外）海拔800米以
下地区、陕西省南部稻区作一季中稻
种植。稻瘟病重发区不宜种植。

四川绿丹至诚种业有限公司、四川
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

籼粳
杂交稻

甬优7850 国审稻20170065 154.7
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南部、安徽省
沿江、湖北省沿江粳稻区作单季晚稻
种植。

宁波市种子有限公司

籼型
两系

杂交稻
晶两优1988 国审稻20186061 135.8

湖北省（武陵山区除外）、湖南省（武
陵山区除外）、江西省、安徽省、江苏
省长江流域稻区以及浙江省中稻区、福
建省北部稻区、河南省南部稻区作一
季中稻种植。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
湖南百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1．不同地区不同熟制生育期会有变化；

       2．适宜区域以品种审定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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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超级稻确认品种汇总表
年  份 确认品种

2005年（5个） 中浙优1号、Ⅱ优明86、Ⅱ优602、天优998、吉粳88

2006年（6个） 桂农占、两优287、株两优819、Y优1号、新两优6号、Q优6号

2007年（5个） 辽星1号、楚粳27、玉香油占、新两优6380、丰两优四号（皖稻187号）

2009年（5个） 龙粳21、扬两优6号、陆两优819、丰两优香一号、珞优8号

2010年（6个） 中嘉早17、合美占、桂两优2号、五优308、五丰优T025、天优3301

2011年（5个） 沈农9816、甬优12、陵两优268、徽两优6号、特优582

2012年（10个）
连粳7号、中早35、金农丝苗、准两优608、深两优5814、广两优香66、德香4103、天优华占、宜优673、
深优9516

2013年（12个）
龙粳31、松粳15、镇稻11、扬粳4227、宁粳4号、中早39、Y两优087、天优3618、天优华占、中9优8012、H优518、
甬优15

2014年（17个）
龙粳39、莲稻1号、长白25、南粳5055、武运粳27号、Y两优2号、Y两优5867、两优038、C两优华占、
广两优272、两优6号、两优616、五丰优615、盛泰优722、内5优8015、荣优225、F优498

2015年（11个）
扬育粳2号、南粳9108、镇稻18号、华航31、H两优991、N两优2号、宜香优2115、深优1029、甬优538、春优84、浙
优18

2016年（10个）
吉粳511、南粳52、徽两优996、深两优870、德优4727、丰田优553、五优662、吉优225、五丰优286、
五优航1573

2017年（10个）
南粳0212、楚粳37号、Y两优900、隆两优华占、深两优8386、Y两优1173、宜香4245、吉丰优1002、
五优116、甬优2640

2018年（10个）
隆两优1988、深两优136、晶两优华占、五优369、内香6优9号、蜀优217、泸优727、吉优615、五优1179、甬优
1540

2019年（10个）
宁粳7号、深两优862、隆两优1308、隆两优1377、和两优713、Y两优957、隆两优1212、晶两优1212、
华浙优1号、万太优3185

2020年（11个）
苏垦118、中组143、甬优7850、晶两优1988、嘉丰优2号、华浙优71、福农优676、吉优航1573、泰优871、龙丰优
826、旌优华珍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

农办经〔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加快推进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规范发展，维护好广大农户和服务组织的合法权益，农业农村部制订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附《农作物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推广使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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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

  

                 甲方（接受服务方）：                                              

                 乙方（提供服务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

2.合同当事人可结合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具体情况，根据《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

同，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合同权利。

 

甲方（接受服务方）：                                                                                 

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方式：                                                                                                  

 

乙方（提供服务方）：                                                                                 

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方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就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有关事

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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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服务内容

甲方将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村民小组（居民小组）的          亩          

（作物，如：水稻、玉米、茶叶等）的           （如：生产资料供应、耕种防收等农机作业、烘干仓储或全程

种植技术解决方案）委托给乙方开展生产托管服务。（甲方如托管两个地块以上作物的，可按本款格式补

充。）

第二条  服务标准

甲乙双方就服务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等协商达成约定，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甲乙双方可参照《农作物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附后），就服务事项协商约定相关标准附于本合

同之后。】

第三条   服务期限

乙方根据农时需要和生产技术要求，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完成甲方委托

的              作物            环节的生产托管服务。（如乙方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需在不同时间内进行，甲乙双

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分项约定具体服务时间。）

第四条   服务费用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价格为人民币         元/亩，服务面积        亩，总费用人民币         元

（大写：             ）。（如乙方提供的服务无法按照上述方式计算服务费用，甲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服务过程

中的具体情况协商约定服务费用。）

第五条  支付方式

甲方于本合同签订当日，支付乙方服务费用总额的百分之        （小写：   %）计人民币          元（大

写：              ）作为订金。乙方所有服务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于    日内支付乙方剩余服务费用人

民币        元（大写：               ）。（甲乙双方可约定签订合同之日支付全部服务费用，或约定完成生产托管

服务后一次性支付全部服务费用，或约定从甲方委托乙方销售农作物收益中扣除服务费用。）

    第六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托管服务期间始终享有对托管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托管地块产出品归甲方所有。

2.按照合同约定接受乙方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要求乙方按照《农作物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约定

标准开展服务。对乙方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验收服务成果。

3.有权阻止乙方实施破坏农用地和其他农业资源的行为。若因乙方故意或过失破坏托管地块种植条

件、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4.为乙方开展生产托管服务提供必要条件。（甲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约定甲方应提供必要条件的

具体内容和时间。）

5.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要求甲方在约定时间内提供必要的作业条件，并对服务结果进行验收。

2.按照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符合《农作物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要求的生产托管服务，并向甲方解

读服务内容。

3.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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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逾期未支付服务费用的，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百分之           （小

写：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不超过应付服务费用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二）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服务，造成甲方损失的，应予以赔偿，具体赔偿金额和方式双方协商

确定。

（三）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四）因不可抗力等重大因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可以协商解除本合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

责任。

第八条  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向服务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也可

以向服务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

（一）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未尽或须调整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三）服务所在地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对甲乙双方的托管服务关系予以指导和监督。

（四）本合同（包括附件《农作物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五）其他约定事宜：                                          。

 

附件：农作物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

 

甲方（签字或盖章）：                  

时    间 ：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或盖章）：             

时    间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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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服务
事项

具体内容
约定标准

（由甲乙双方
协商约定）

备注

□备耕（生产
计划制定和农
资农机准备）

□备耕时间 甲乙双方可协商约定备耕时间范围。

□农资采购
根据托管规模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列出种、肥、药等农资采购品种、单价、单位
用量及配给方式，同时注明农资采购完成时间。

□农机选用 每个作业环节所用农机型号及作业能力，同时注明农机保障完成时间。

□……

□耕整地

□作业模式
根据当地耕作制度和生产实际，列出主要耕整地模式，如旋耕、深翻、深耕、
免耕等方式。

□作业时间范围 根据农时，列出耕整地作业起止时间范围及进度安排。

□作业技术要求 作业要求列出所采用机械的作业深度、作业幅宽、作业速度等技术指标。

□作业质量 说明各个作业环节可达到的作业效果。

□……

□种子处理

□种子处理工艺 如包衣等，说明使用的药剂及其成份和用量。

□种子处理时间 根据农时，说明种子处理时间范围和进度安排。

□种子处理要求 说明种子处理应达到的效果。

□……

□种植

□种植方式
按种子品类、耕作制度、地块面积、土壤特性等综合选定不同种植方式。如免
耕播种、常规播种、移栽等。

□种植时间范围 根据农时，注明作业起止时间范围和进度安排。

□作业要求

列出所采用机械的作业幅宽、速度、深度、行距、株距，以及种、肥、药等农资
使用量。非直播水田插秧在本环节说明。播种同时采用机械施底肥的，列出机
械作业方式（如侧施肥）、幅宽、速度、深度、种肥间距等特性并注明用肥品类
品牌、施用方法和施肥量。

□作业效果 说明可达到的作业效果。

□……

□田间管理
□中耕
追肥

□时间范围 说明进行中耕追肥的时间范围。

□作业要求
根据农艺技术要求，确定采用机械的作业幅宽、速度、深度等特性，并注明用
肥品类、施用方法和施肥量。水田不进行中耕，但不同生育期需肥量、品类和
施用方法要注明。

□作业效果 说明中耕追肥需要达到的指标如耕深、培土厚度、精准施肥等。

农作物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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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服务
事项

具体内容
约定标准

（由甲乙双方协
商约定）

备注

□田间管理

□灌溉

□灌溉时间
范围

说明灌溉的时间范围。

□灌溉制度
按作物不同生育期需水量标准，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灌溉制度，如采用
水肥一体化技术。

□灌溉
□灌溉技术
要求及作业

效果

说明采用的灌溉技术要求，如灌溉水源、灌溉量等。说明灌溉应达到什么效
果。

□植保 □植保方案

针对作物不同生育期易发生的病虫草害，制定科学防治预案，注明易爆发的时
间范围、诱发环境和形成灾害的表现，列出对应适用的“农业防治、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防治措施，包括相应的药剂施用方案、设备设施布置
方案、天敌释放数量方案等。本部分难点在于灾害诊断，各服务主体应有专业
的技术人员（或聘任兼职专家）负责防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或将本项工作托
管给专业的植保队伍。

□植保

□植保作业
机具

列出植保方案中的作业机具，如无人机、高地隙植保机等。

□植保作业
效果

说明植保作业的效果。

□……

□作物收获

□收获机机型 按作物品种、收获物、地块面积和地形条件选择收割机机型。

□作业时间范围
按作物成熟度、气象条件、土壤条件等作业条件要求，确定收割时间及作业进
度。

□作业要求
列出所采用收割机的作业宽度、速度、秸秆切碎长度、割茬高度、籽粒损失率、
果穗损失率、籽粒破碎率、秸秆抛撒不均匀率等作业特性。

□作业效果 说明可达到的作业效果。

□……

□秸秆处理

□秸秆处理情况
根据农业生产服务主体实际情况，说明作物秸秆利用时间和利用情况，包括秸
秆离田、秸秆还田。

□秸秆离田农机具
如果秸秆离田，列出所用的打包机、制粒机、运输车辆、装卸搬运机械等机具
的名称、型号、作业效率等。

□秸秆还田方式
如果秸秆还田，说明采用的还田方式，如秸秆全量粉碎还田、秸秆覆盖还田、
翻埋（压）还田等。

□秸秆还田农机具 列出所用机具的名称、型号、作业效率等。

□……

□烘干及仓储

□烘干标准及方式
依据作物用途确定烘干时间、烘干标准和烘干方式，如热风干燥、微波干燥
等。

□烘干机 列出采用的烘干机型号、烘干效率及达到的烘干质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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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甲乙双方根据约定选择服务事项和服务内容，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具体服务内容；

       2.本《农作物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附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之后，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托管服务
事项

具体内容
约定标准

（由甲乙双方协
商约定）

备注

□烘干及
    仓储

□仓储方式及要求
说明仓储时间和方式，一般烘干结束后应将作物按品种分类仓储，保证不混
杂，粮仓保持日常通风干燥，有效保障作物品质。

□……

□销售
□…… 约定销售时间或销售价格等。

□……

□技术集成  
    解决方案

□…… 水肥药托管方案或全程种植技术解决方案等。  

□……

□全程托管
□……

约定亩均农作物产量或亩均农作物收益，如未达到约定产量或收益，双方协商
补偿金额或具体补偿方式等。

□……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时间 ：               年      月      日                                      时间 ：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国家畜禽遗传目录》贯彻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办种〔2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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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有

关单位：

为贯彻实施好《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规范畜牧业监督管理，促进畜禽养殖

业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目录》公布的重要意义。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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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目录》已正式公布。《目录》的制

定和实施，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决定》和《畜牧法》的重要举措，对正确处理好资源保

护利用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细化工作举措，狠抓贯彻落实。

二、加快理清各地畜禽品种情况。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将公布与《目录》配套的《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品种名录》，明确33种畜禽的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进品种及配套系，在农业农村部官网公开。各

地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摸清当地的品种分布、种群规模、生产性能、经营主体等情况，为畜禽种业规范管

理、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打牢基础。

三、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与行业监管。要健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强化保护责任落实，

开展畜禽遗传资源登记，规范进出境管理，加强地方特色资源产业化开发。落实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推进

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加快培育突破性畜禽新品种。加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健全良种繁育、饲养管

理、产品加工、疫病防控等体系，严格动物卫生监督，持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强化特种畜禽养殖

管理，健全管理制度，规范技术要求，强化政策规划指导，严禁以食用为目的的毛皮动物胴体经营利用行

为。主动与林草部门做好衔接，确保特种畜禽管理不缺位。

四、加强政策解读与宣传引导。创新方式方法，统筹做好《目录》宣传解读，宣传畜禽在保障畜产品

有效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增进公众对畜禽养殖业的了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开展畜禽

健康养殖、疫病防控专业技术和法律法规等专题培训，推广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提高养殖者饲养管理

水平。

五、积极配合做好禁食野生动物善后处置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地方政府已出台了禁食野生动

物善后处理等相关政策，明确了工作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做好禁食野生动物善后处置和受影响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等工作。

各地于11月30日前，将《目录》贯彻实施情况报我部种业管理司。

联系人：种业管理司畜禽种业处  周晓鹏

联系电话：010-59193287

电子邮箱：zysxzc@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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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农村部 
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考评办法》的通知

农办牧〔2020〕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全国畜牧总站、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2014年我部印发畜牧业统计工作省县考评管理办法，对承担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的省和县开展绩效

考评，2018年修订印发《农业部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考评暂行办法》，进一步推动统计监测工作开展。为

适应畜牧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提高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精准性，近期我部再次组织修订完善，形成了

《农业农村部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考评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8日

农业农村部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考评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

有效调动各方工作积极性，提高统计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及时性、权威性，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担农业农村部畜

牧业统计监测任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

（市、区）。

第二章   工作任务

第三条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统计监测工作

任务主要包括：

（一）组织、管理和协调辖区的畜牧业统计监

测工作，制定本辖区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管理办

法。

（二）汇总、审核辖区畜牧业统计数据。

（三）协助制定定点监测方案，并按要求进

行样本轮换。

（四）督促管理监测数据上报工作，开展数

据审核。

（五）组织开展数据核查工作，每年完成辖区

5%以上监测县（市、区）实地数据核查；配合开展

省际交叉数据核查。

（六）对辖区内各级统计员和信息员建档备

案，并组织开展培训。

（七）定期开展畜牧业生产形势分析会商，适

时预警。

（八）及时调查和反映畜牧业生产新情况和

新问题。

第四条 县级畜牧兽医部门统计监测工作任务

主要包括：

（一）组织实施畜牧业行业统计工作，汇总、

审核、上报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二）定点监测县按要求组织开展养殖场户

备案赋码，并指导养殖场户通过系统直报数据，

负责养殖场户备案赋码信息和动态监测数据审

核、上报工作。每年完成监测点100%实地核查。

（三）及时调查和反映畜牧业生产新情况和



通知决定

8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新问题。

第三章   考评内容

第五条 考评内容包括数据质量、加分项以及

减分项等三个方面。

第六条 省级工作考评为统计监测工作综合

考评。其中，数据质量考评内容包括周报监测、月

报监测和年报统计等；加分项考评内容包括培训

工作、数据质量审核自查、部级抽查、承担监测任

务、省部共建开展情况等；减分项主要考评统计

监测工作履职尽责情况。

第七条 县级工作考评主要为定点监测工作

考评。其中，数据质量考评内容为监测数据及时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加分项考评内容包括统计

员信息备案、养殖场备案赋码、数据质量自查、承

担监测任务、养殖场户直报数据情况等；减分项

主要考评统计监测工作履职尽责情况。

第四章   考评方法

第八条 考评方式采取百分制，其中数据质量

和加分项赋分比例分别为85%和15%。减分项直

接从数据质量和加分项两项合计分值中扣除。

第九条 县级数据质量考评包括动态考评和

年度考评。动态考评为定期对各项监测任务，按

照上报截止日期和数据汇总日期两个时点，对数

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软件自动考

评，赋分比例分别为40%、50%和10%。其中上报

截止日期按统计监测工作日历执行，数据汇总日

期为月报监测上报截止日期后2个自然日、周报监

测上报截止日期后0.5个自然日、年报统计每年4月

30日。生产定点监测县年度考评的数据质量分数

为各项生产监测任务的平均分；市场定点监测县

年度考评的数据质量分数为价格监测和交易量

监测的平均分。

第十条 省级数据质量考评中，月报监测、

周报监测和行业年报统计等的赋分比例分别为

60%、30%和10%。其中生产定点监测、市场定点

监测考评成绩为辖区内各监测县评分的平均分。

第十一条 加分项考评采用省县自评、部级审

核方式。每年1月31日前完成自评并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

第十二条 减分项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会

同全国畜牧总站根据掌握的统计监测工作履职尽

责情况，酌情予以扣分。

第五章   考评结果

第十三条 数据质量动态考评和年度考评成

绩可通过软件系统实时查询，各省（区、市）和监

测县（市、区）要根据考评结果及时开展有针对性

的整改。

第十四条 每半年开展一次省县数据质量大

评比，并通过会议、软件系统等方式通报排名前

20%和后10%的名单及成绩。

第十五条 年度考评排名前10名的省份、排名

前20%的监测县（市、区），以适当方式予以表扬，

工作经费适当倾斜。

第十六条 考评结果将作为各类畜牧业中央

财政项目资金安排、示范试点授牌评选等的重

要依据，对数据不准、工作不实的县实行一票否

决。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考评细则详见附件。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会

同全国畜牧总站实施并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农业

部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考评暂行办法》（农办牧

〔2018〕8号）同时废止。

附件：1.省级畜牧业统计监测工作绩效考评细则

2.生产定点监测县绩效考评细则

3.市场定点监测县绩效考评细则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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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0年第二期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的通知

农办牧〔2020〕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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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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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药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进行了兽药质量监督抽检。现将有关情况公布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4批，全部合格。

2020年第一季度化学药品等兽药产品省级监督抽检691批，不合格8批（见附件1）；化学药品等兽药

产品部级跟踪检验83批，不合格6批（见附件2）。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合格产品相关信息请登录“中国兽药信息网”的“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系统”查阅。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

（一）化学药品等兽药产品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

1．不合格项目：主要包括性状、检查、含量测定等项目。8批不合格产品中，有4批产品1个项目检验不

合格，3批产品2个项目检验不合格，1批产品3个项目检验不合格。

2．抽检环节质量情况：生产环节、经营环节和使用环节的抽检数量分别占抽检总数的17.4%、

75.7%、6.9%，不合格率分别为0、1.3%、2.1%。

3．产品类别质量情况：化学药品类产品、抗生素类产品、中药类产品、其他类产品分别占抽检总数的

37.0%、41.1%、19.4%、2.5%，不合格率分别为1.2%、1.1%、1.5%、0。

兽用抗菌药抽检349批，不合格4批，不合格率为1.1%；水产、蚕、蜂用药抽检36批，不合格2批，不合

格率为5.6%；消毒剂抽检33批，全部合格；进口兽药抽检3批，全部合格。

（二）化学药品等兽药产品部级跟踪检验不合格情况

1．总体情况：本季度共对19个兽药生产企业的83批产品进行了跟踪抽检，其中6个企业的6批产品不

合格，产品不合格率为7.2%。

2．不合格项目：主要包括检查、含量测定、非法添加物检查等。6批不合格产品均为1个项目检验不合格。

3．产品类别质量情况：化学药品类产品、抗生素类产品、中药类产品、其他类产品分别占抽检总数的

39.8%、51.8%、6.0%、2.4%，不合格率分别为6.1%、9.3%、0、0。

三、重点监控企业情况

根据《2020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重点监控企业判定原则，判定以下1家企业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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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监控企业：

许昌市华原药业有限公司（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产品涉嫌违法添加其他药物成分）。

经地方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调查、核实和查处，2020年第一期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通报中列为重点

监控企业的哈尔滨三马兽药业有限公司、四川恒通动物制药有限公司、江西省创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已

完成立案查处并整改合格。

四、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

本期抽检的兽药产品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含量不合格。化学药品类和抗生素类

产品不合格的主要问题在于含量不符合要求，多为含量偏低，存在企业不按生产工艺生产、对质量控制

不严或为降低成本不按处方投料等问题，不排除有些企业生产工艺或产品包装存在问题，无法保证产

品质量稳定性。二是非法添加现象依然存在。本季度抽检活动中有1批化学药品样品检出添加其他兽药

成分。三是其他项目不合格情况。检测发现兽药性状、干燥失重、pH、有关物质等存在不合格现象。不合

格原因与企业设备设施、原材料、产品配方、生产包装工艺、生产过程未按GMP要求进行湿度控制等相

关。

五、有关要求

（一）对被抽样单位的处罚。各地要按照兽药管理有关规定，对从生产企业抽取样品检测结果不合

格的，责令停止生产被抽检产品，立即召回相关售出产品，依法立案查处并监督销毁相关不合格产品；相

关兽药生产企业要经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审核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对从经营企业抽取

样品检测结果不合格的，要依法立案查处并监督销毁经营企业相关库存产品；对不符合《兽药经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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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符合从重处罚情形的，要依法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 

（二）对标称兽药生产企业的处理。从经营企业、使用环节抽取样品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标称生产企

业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标称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强化产品质量管控，针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同时要按要求做好产品入库、出库信息上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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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处罚。符合吊销证书或撤销批准文号条件的，应按有关规定启动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或

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等程序，其中符合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情形的，相关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

及时将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建议及执法办案材料报我部畜牧兽医局。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在案

件查处完成后，依据《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办法》规定，及时公开案件查处信息。 

六、兽药安全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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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企业购买兽药产品并索取保存相关凭证；购买时查看外包装相关标识，通过“国家兽药综合查询”手

机App扫描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重点查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作用用途（适应症）、用法用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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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日期等信息是否齐全，也可登陆中国兽药信息网（www.ivdc.org.cn）的“国家兽药基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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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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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动物健康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附件：1. 2020年第一季度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化学药品等兽药产品汇总表

2. 2020年第一季度部级跟踪检验不合格化学药品等兽药产品汇总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10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强化生猪收购贩运管理的通知

农办牧〔2020〕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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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及时掌握生猪收购贩运情况，切实规范生猪收购贩运行为，加强生猪产地检疫与运输监管的衔

接，降低非洲猪瘟疫情传播风险，现就强化生猪收购贩运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生猪收购贩运主体基础信息管理 

各地要完善产地检疫信息管理，自7月1日起，指导从事生猪收购贩运的单位和个人通过微信小程序

“牧运通”（以下简称“牧运通”）登记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单位地址或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实行全国统一编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生猪产地检疫申报后，要通过动物

检疫证明电子出证系统核对从事生猪收购贩运单位或个人的登记情况，指导做好基础信息登记。从事生

猪收购贩运单位或个人的统一编码和基础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各地要

做好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出证系统开发工作，并与中央系统对接，实现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出证系统和“牧

运通”之间的数据联通。 

二、压实生猪收购贩运环节防疫主体责任 

各地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压实从事生猪收购贩运的单位和个人动物防疫主体责任，督促从事生猪收

购贩运的单位和个人认真学习动物防疫相关法律法规和知识，建立健全贩运、收购台账，核对收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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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二届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名单的通知

农办外〔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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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我部于2014年成立了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业已期满，我部于近期按程序

完成了换届工作。现将第二届专家委员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为我国GIAHS制度建设提供管理咨询及政策建议；为我国GIAHS的发掘、申报、保护和发展提供咨

询和指导；参与GIAHS的相关调研、评审、监测和研究工作；完成我部交办的其他GIAHS相关工作。

二、组成人员

第二届专家委员会共43人，其中顾问4名、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4名、秘书长和协调联络人各1名，

猪是否佩戴合法耳标、是否使用经备案的生猪运输车辆；督促承运人凭检疫证明运输生猪，在装载前和

卸载后及时对运输车辆进行清洗、消毒；在接到从事生猪收购贩运的单位和个人代为申报检疫后，应当严

格查验其信息登记情况、养殖场（户）委托书及申报材料，未取得养殖场（户）检疫申报委托书的，或申报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出具检疫证明。 

三、加强生猪收购贩运风险管理 

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31号）要求，加强生

猪产地检疫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强化生猪收购贩运风险管理，及时将从事生猪收购贩运的单位和个人的

违法违规贩运生猪情况录入“牧运通”系统。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响应期间，从事生猪收购贩运的单位

和个人出现过一次有关违法违规记录的，申报检疫时，涉及的生猪应附具非洲猪瘟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由

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比例不得低于该批次生猪数量的30%；出现过两次及以上有关违法

违规记录的，暂停受理与其相关的检疫申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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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以及相关领域专家32名（名单详见附件）。专家委员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5年。秘书处设在部国际交流服

务中心。

三、其他事项

（一）专家委员会工作由部国际合作司牵头负责，日常协调联络，以及组织开展政策研究与调研、筹

备会议等具体工作由秘书处承担。 

（二）请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按照要求做好秘书处工作。

（三）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按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农业部公告第2283号）有关要求，借助专家委员会的专业优势和实践经

验，做好本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工作，切实推动中华优秀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发扬。

（四）请各专家委员所在单位为其参加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专家委员要切实发挥实践和专业优势，

认真履职尽责，发挥好在GIAHS动态保护与管理方面的支撑作用。  

联系人：吴立峰，010-59192446     徐    明，010-59191832

 

附件：第二届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5月26日 

附件

第二届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名单

姓    名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顾问

李文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农业生态

刘    旭 中国工程院 生物多样性

朱有勇 云南大学 植物保护

李    玉 吉林农业大学 菌物学

主任委员 闵庆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农业遗产管理

副主任委员

骆世明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生态

曹幸穗  中国农业博物馆 农业史

李先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农业经济

苑    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

秘书长 童玉娥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农业遗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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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农业历史与
农业考古领域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史

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史

赵志军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农业考古

徐旺生 中国农业博物馆 畜牧史

柏    芸 中国农业博物馆 农业史

卢    勇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史

田    阡 西南大学 民族学与人类学

孙金荣 山东农业大学 农业历史文化

农村文化与
遗产管理领域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文化与人类学

刘红婴 中国政法大学 自然与文化遗产法

叶明儿 浙江大学 遗产保护与发展

孙    超 安徽农业大学 农村社会发展

杨武云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保护

乔光华 内蒙古农业大学 畜牧业管理

余文权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茶学

唐    议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渔业

农业生态与
农村环境领域

卢    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生态

陈    欣 浙江大学 农业生态

张卫建 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耕作与生态

傅志强 湖南农业大学 稻田生态种养

龙春林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生态

何    宁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栽培体系

谢立勇 沈阳农业大学 气候变化

刘某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生态经济

农村经济与
产业发展领域

田志宏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经济

李    军 中国农业大学 产业经济

周应恒 江西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

赵兴绪 甘肃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

陈     洁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淡水渔业

孙业红 北京联合大学 遗产旅游

付志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产业设计

张德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农产品加工

协调联络员 徐    明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农业遗产管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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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农村部 
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的通知

农办法〔2020〕4号

各有关司局，直属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国办发〔

2019〕51号），建立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我部制定了《农业农村

部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6月25日 

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要求，建立农业农村部

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

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务服务“好差评”，是

指企业和群众（以下简称“评价人”）对农业农村

部以下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效能作出的评价： 

（一）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情况； 

（二）非许可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 

（三）办事指南情况； 

（四）政务服务大厅服务情况。 

第三条 法规司负责“好差评”工作的协调推

进，牵头建立“好差评”考核指标体系及配套制

度，并做好督促总结。 

办公厅负责将评价结果纳入相关单位绩效考

核。 

政务服务承办司局（以下简称“承办司局”）

负责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管理，并做好“好差

评”结果的处理、整改、回访和反馈工作。 

信息中心负责“好差评”系统的建设、对接以

及数据归集和推送工作，并做好相关技术培训。 

第四条 法规司和承办司局应当多渠道开展

宣传，提升公众对“好差评”工作的知晓度、认

可度、参与度，鼓励和引导服务对象积极参与评

价。 

第五条 相关司局及工作人员应当尊重和保障

评价人自愿自主评价的权利，不得强迫或干扰评

价人的评价行为；严格保护评价人个人信息，不得

因评价人提出意见影响其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 

第六条 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平台、移动服务

端开通“好差评”功能并与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实现对接，政务服务大厅设置窗口评价器、监督

电话、意见箱等，方便公众进行线上线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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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评价等级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

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层级。其中，非常

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为好评，不满意、非常不满

意为差评。 

对差评及投诉的问题，按照“谁办理、谁负

责”的原则，由承办司局进行调查核实，确认为有

效评价的，应当整改并反馈。    

第八条 政务服务平台收到差评后，自动生成

待办事项推送至承办司局。承办司局应当在收到

推送后1个工作日内联系评价人，核实相关情况，

并听取工作人员意见。评价内容不属实的，列为

无效评价，并由承办司局填报处理结果。 

第九条 对于有效差评，承办司局应当在5个工

作日内完成整改并通过“好差评”系统反馈评价

人；情况复杂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

反馈。因客观原因15个工作日内仍未能解决的，应

当向评价人说明理由并进一步明确整改期限。 

第十条 对国务院办公厅定期反馈的农业农

村部政务服务情况报告，法规司应当及时通报各

司局，必要时提出督促整改意见。 

法规司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参与评价的企业

和群众，开展回访调查。 

第十一条 “好差评”情况纳入承办司局年度

绩效考核和相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作为评优评

先的重要依据。 

法规司定期通报各承办司局“好 差评”情

况。 

第十二条 对于评价满意度高的承办司局和工

作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和奖励。 

对于被差评、投诉的工作人员，应当加强教

育，经教育无明显改善的，应当调整岗位。 

第十三条 法规司及相关承办司局要跟踪、分

析评价情况，将“好差评”反映的问题作为优化办

事流程、动态调整办事指南的重要参考。 

第十四条 对于好评集中的政务服务事项及

工作人员，应当及时总结、宣传，发挥典型示范作

用。 

对于差评集中、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应当及时调查、限期整改，从源头解决问题。对造

成不良影响的案例，由法规司进行内部通报。 

第十五条 在“好差评”工作中有以下情形之

一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一）反复被差评、投诉的； 

（二）弄虚作假的； 

（三）故意刁难评价人的； 

（四）骚扰、打击报复评价人的； 

（五）其他需要查处的情形。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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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续）

第222号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农业农村部开展“三减一优”行政审批服务便民活动，修订

了“出口农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家重点保护或者国际公约限制进出口的野生植物审批”等30项（含48个小

项）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现予公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农业农村部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

                               农业农村部

                             2019年10月14日

农业农村部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

发布日期：2019年10月14日

实施日期：2019年10月14日

发布机关：农业农村部

项目编码：17044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服务指南

发布日期：2019年10月14日

实施日期：2019年10月14日

发布机关：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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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服务指南

1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

项目编码：17044

2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的审批

依据、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审批事

项。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

织。

3  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4  审批依据

4.1 《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国务院令第216

号发布，2001年国务院令第326号修订，2017年国

务院令第677号修订)。

4.2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

第3号）。

4.3 《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7年第6号）。

4.4《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农业部

公告第2570号）。

4.5《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评审规则》（农业部

公告第2570号）。

4.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

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国办发﹝2015﹞31

号）。

5  受理机构

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

6  决定机构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或者经所在单位法

人授权同意申请并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8.2 具有与申请承担登记试验范围相匹配的

试验场所、环境设施条件、试验设施和仪器设备、

样品及档案保存设施等。

8.3 具有与其确立了合法劳动或者录用关系，

且与其所申请承担登记试验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

术和管理人员。

8.4 建立了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配备机构负

责人、质量保证部门负责人、试验项目负责人、档

案管理员、样品管理员和相应的试验与工作人员

等。

8.5 符合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并制

定了相应的标准操作规程。

8.6 有完成申请试验范围相关的试验经历，

并按照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运行6个月以

上。

9  禁止性要求

9.1 因出具虚假登记试验报告，被农业农村部

除名不足5年的。

9.2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农

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农业农村部不予受理或者

不予批准不足1年的。

9.3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农

药登记试验单位资质，农业农村部撤销其《农药

登记试验单位证书》不足3年的。

9.4 农业农村部所属的事业单位、企业。

9.5 申请人被列入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严重

失信单位名单并限制其取得行政许可的。

10  申请材料

10.1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申请书。

10.2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或者法人授权书。

10.3组织机构设置与职责。

10.3.1 机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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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组织机构设置与职责情况。

10.3.3申请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10.4试验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10.4.1标准操作规程清单。

10.4.2质量保证部门的组成及运行情况。

10.5试验场所、试验设施、实验室等证明材料

以及仪器设备清单。

10.5.1试验设施、试验场所与环境条件。

10.5.2机构主要仪器设备一览表。

10.5.3 检验仪器、仪表、量具、衡器等检定校

准验证情况。

10.5.4 计算机系统运行和管理情况。

10.6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明材

料。

10.6.1机构主要人员情况。

10.6.2 机构人员构成、人员基本情况以及参

加培训情况。

10.7按照农药登记试验质量规范要求运行情

况的说明，典型试验报告及其相关原始记录复印

件。

10.7.1 近几年参加技术能力比对与验证活动

情况。

10.7.2 申请试验范围完整试验报告样本及原

始记录。

10.7.3 农药登记试验研究实施情况。

10.7.4 执行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年

度报告。

10.7.5 既往接受农药登记试验单位监督检查

和整改情况。

11  申请接收

接收单位：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农药窗

口

联系电话：010-59191817/59191803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

传真：010-59191808

网址：http://www.icama.cn

12  办理基本流程

12.1 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农药窗口接收

申请人递交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申请书》

及其相关材料，并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告知申请人补正；申请材

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 

12.2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对受理的申请材

料进行资料审查。

12.3 资料审查符合要求的，农业农村部农药

管理司组织专家开展现场检查；资料审查不符合

要求的，提交综合评审，提出审批意见后按程序

报批。

12.4 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根据资料审查和

现场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审，提出审批意见后按

程序报批。

12.5 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根据部领导签批

文件办理批件、制作《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书》。

12.6流程图

13  办理方式

网上申请或到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申请

均可。

14  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技术审查不超过6个月，其中资

料审查不超过1个月，现场检查不超过5个月）。

15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16  审批结果

准予许可的，颁发《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

书》；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7  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准予许可

的，向申请人制作并颁发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农药审批专用章”的《农药登记试验

单位证书》；不予许可的，向申请人出具加盖“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行政审批专用章”的办

结通知书。根据申请人要求，选择在农业农村部

政务服务大厅现场领取或以邮寄方式送达。

18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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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申请人申请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应

当如实向农业农村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

况，并对其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18.2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申请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的，农业农村部不予

受理或者不予许可，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提出

申请。

18.3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申请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取得农药登记试验

单位资质的，农业农村部撤销其《农药登记试验

单位证书》，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18.4 因出具虚假登记试验报告，被农业农村

部除名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5年内不得再次提

出申请。

18.5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办结通知书（不

予批准）之日起，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在60日内向

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9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农药窗

口

电话咨询：010-59191817/59191803

20  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电话：010-59193385

网上投诉：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政务服

务—行政许可投诉

21  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8：30-11：00

                   下午13：30-16：00

附录：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常见错误示例、常

见问题解答

农
业
农
村
部
农
药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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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审
查
签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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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申请书 

（示范文本）

申请试验机构名称：北京×××测试中心(公章) 

法  人  机  构  名 称：北京×××测试中心(公章) 

申 请 机 构 所 在 地：北京（省、自治区、直辖市）  

 

■首次申请   □重新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编制

填写说明

一、本申请书内容的填写应准确完整，字迹清晰，不得使用没有规定的符号、代码和缩写。除签字外，

可以打印各项内容。

二、上级主管部门名称：填写申请机构法人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无上级主管部门的可以空项。

三、机构类型与机构类别：在对应的“□”内打“√”选择。企业法人机构应在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名

称对应的“□”内打“√”选择。

四、申请类型：在对应的“□”内打“√”选择；重新申请的，应当填写原证书编号或上一次的受理编

号。

五、申请机构人数：填写本机构实际从事农药登记试验的总人数。

六、申请试验范围和项目：在对应的试验范围和项目“□”内打“√” 选择。环境影响试验中未要求

具备全项能力的，应描述具体试验项目。

七、联系电话、传真号码均应填写电话区位号。

八、申请书和其他申请资料应分别装订，使用A4规格纸张打印或复印。

九、申请多项试验范围的，应按试验范围分别提交资料。

十、申请书首页应加盖法人机构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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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试验机构名称

中文 北京×××测试中心（与营业执照一致）

申请试验机构 
通讯地址

中文 北京市朝阳区×××街×××号（与营业执照一致）

机构类型
□事业单位  （□全额   □差额）  √企业（√内资   □外资   □中外合资）

□其他：

机构类别 □科研院所    □学校  √独立第三方    □部队单位    □其他：

法人机构名称
申请机构所在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名称（如不同于申请机构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张×× 电子邮件 Zhang@××××.com

联系电话 0×××-×××××××× 传真 0×××-××××××××

上级主管
部门名称

无

申请类型

√首次申请        

□重新申请（原证书编号：                                   有效期：               至                    

或上次受理编号：                ）

□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农药登记试验

□试验单位机构分设或者合并

□实验室地址发生变化或者设施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试验范围增加

□其他事项

申请机构人数 共  30  人
申请机构按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开始运行的时间

自 2017 年 4 月开始，

共  6  月

试验机构
负责人

姓名 张×× 职称 研究员 所学专业 植物保护

联系电话 0×××-×××××××× 电子邮箱 Zhang××@××××.com

质量保证部门负责人
姓名 李×× 职称 高工 所学专业 农药学

联系电话 0×××-×××××××× 电子邮箱 Li××@××××.com

联系人
姓名 王×× 职称 副研究员 传真 0×××-××××××××

联系电话 0×××-×××××××× 电子邮箱 Wang××@××××.com

申请试验机构负责人（签字）（亲笔签名）      

                                                                                                                             申请试验机构（盖章）       

                                                                                                                           ××××年 ××月××日



公告通报

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申请
农药
登记
试验
范围

√产品化学试验：√（全）组分分析试验 □理化性质测定试验 

   □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

√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调剂□田间杀鼠剂） 

         □卫生用农药试验（□卫生杀虫剂 □杀鼠剂 □白蚁防治剂 

                                             □储粮害虫防治剂 □杀钉螺剂）

□毒理学试验：□急性毒性试验 □重复染毒毒性试验 □特殊毒性试验 

                           □微生物致病性试验 □代谢与毒物动力学试验   □暴露量测试试验

□残留试验：□代谢试验（□动物代谢  □植物代谢）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  □田间试验） □加工农产品残留试验

√环境影响试验：√生态毒理试验(√A类  √B类 B2  □C类  □D类）

                      □环境归趋试验(□A类  □B类)

□其他试验：                                                             

                              

申
请
资
料
目
录

√1申请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2申请机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3 机构概要

√4 组织机构设置与职责

√5标准操作规程清单

√6质量保证部门的组成及运行情况

√7设施、试验场所与环境条件

√8机构主要仪器设备一览表

√9检验仪器、仪表、量具、衡器等检定校准验证情况

√10计算机系统运行和管理情况

√11机构主要人员情况

√12机构人员构成情况、人员基本情况以及参加培训情况

√13 近几年参加技术能力比对与验证活动情况

√14 申请试验范围完整试验报告样本及原始记录

√15 农药登记试验研究实施情况

√16 执行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年度报告（如有）

√17 既往接受农药登记试验单位监督检查和整改情况（如有）

√18 其他有关资料

法人
机构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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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评审意见
经办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 年 ×× 月 ×× 日

农业农村部
审批意见

经办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 年 ×× 月 ×× 日

常见问题解答

1.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是否

还能申请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   

答：农药登记试验单位需要延续的，应当在

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向农业农村部重新申请。超

过有效期的，也可以向农业农村部提出申请，但在

重新获得资质前，不得从事农药登记试验。

2.如何获得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申请书？ 

答：登录中国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http://

www.icama.cn），在线申请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获批

后，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书电子版。  

3.如何查询已提交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

申请进度？ 

答：登录中国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http://

www.icama.cn），输入本申请单位用户名和密码，

直接进行查询。 

4.申请的试验范围如何填报？

答：对于农药登记试验单位的试验范围，请

参考《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评审规则》附件6进行填

报。其中，环境影响中部分具体试验项目应具备

全项能力。

常见错误示例

1.《申请书》未按规定签字或加盖公章。

2.申请人资质证明或授权书已过期。

3.申请书或附件材料不完整，或内容与申请书

信息不一致，或附件试验报告中未提交相关原始

记录。

4.申请多项试验范围的，资料未按试验范围

分别装订提交。

5.申请机构人员在两家或两家以上农药登记

试验单位任职。

6.组织机构、质量管理体系存在较大缺陷，或

者人员及设施、设备与申请试验范围不匹配，或

者试验报告和原始数据不符合《农药登记试验质

量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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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17047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审批服务指南

发布日期：2019年10月14日

实施日期：2019年10月14日

发布机关：农业农村部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审批服务指南

1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审批

项目编码：17047

2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农业农村部负责的非主要农作

物品种登记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办

理时限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推广

的、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登记审

批。

本事项的审批对象为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

体法人和公民个人。

3  审批类型

前审后批。

4  审批依据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过；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13年6月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修

正；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次修订）。

4.2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农业部

令2017年第1号公布）。

4.3 《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农业

部第2510号公告）。

4.4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指南》（农种发

〔2017〕2号）。

4.5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

年国务院令第304号公布）。

5  受理机构

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

6  决定机构

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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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申请主体为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法

人和公民个人。

8.2 经省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

意。

9  禁止性要求

无。

10  申请材料目录

10.1 对新培育的品种申请登记的，需提供以

下电子材料：

10.1.1 申请表。

10.1.2 品种特性、育种过程等的说明材料。

10.1.3 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报告。

10.1.4 种子、植株及果实等实物彩色照片。

10.1.5 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材料。

10.1.6 品种和申请材料合法性、真实性承诺

书。

10.2 对品种登记制度实施前已审定或者已

销售种植的品种申请登记的，需提供以下电子材

料：

10.2.1 申请表。

10.2.2 品种生产销售应用情况或者品种特异

性、一致性、稳定性说明材料。

11  申请接收

接收单位：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种业窗

口

联系电话：010-59191810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

传真：010-59191808

网址：http: //202 .127.42 .47:8015/ L og in .

aspx?sys=VarietyRegistration

12  办理基本流程

12.1 省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

进行受理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同意/不同意）。

12 . 2  审 查同意的，将意见以正 式 文件 报

送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种业窗口，同时申

请材料的电子文件通 过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 登

记管理系统（http://202.127.42.47:8015/Login.

aspx?sys=VarietyRegistration）上报，并通知申请者

按照登记指南的要求将品种标准样品寄送至农业

农村部指定国家种质库（圃）；需核实相关材料或

内容后予以许可的，可通过专家咨询等形式核实；

审查不同意的，签署“不同意”意见加盖公章后，

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原因。

12.3 国家种质库（圃）对申请者提交的品种

标准样品签收后进行检测。

12.4 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种业窗口对省

级审查文件进行接收初查，符合要求的将审查文

件送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2.5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通过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系统进行复核后，将申请文

件符合规定和样品入库合格的品种登记信息，在

全国农技推广网（https://www.natesc.org.cn/sites/

MainSite/）上进行公示，公示后报农业农村部种

业管理司，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报签后办理批

件。

12.6 流程图 

13  办理方式

网上提交申请材料，纸质审查同意材料同步

报送。

14  办理时限

农业农村部自收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的审查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复

核。

15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16  审批结果

予以许可的，颁发品种登记证书；不予许可

的，作出不予许可书面决定。

17  结果送达

向申请人颁发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

申请人在省级受理审查机构现场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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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8.1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如实向农业农

村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

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8.2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申请行政许可的，农业农村部不予行政许可，并记

入社会诚信档案，向社会公布。

18.3 收到不予办结通知书（不予许可）之日

起，申请人可以在60日内向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19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种业窗

口

电话咨询：010-59194555 / 59194556

20  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电话：010-59193385

网上投诉：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政务服

务—行政许可投诉

21  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08:30-11:00  

                  下午13:30-16:00    

附录：申请表样表、常见错误示例、常见问题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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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申请表样表 
（以马铃薯为例）

品种名称： 中薯18号                                       品种来源：C91.628 × C93.154                        

申  请  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邮政编码： 100081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联  系  人： 张志刚                                                     手机号码：13611354663                                     

固定电话： 010-82109579                                       传真号码：010-62174123                                   

电子邮箱： Zhangzhigang@cass.cn                                                                                        

育  种  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邮政编码： 100081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联  系  人： 金黎平                                                     手机号码：13601238997                                   

固定电话： 010-82109543                                       传真号码：010-62174123                                   

电子邮箱： jinliping@caas.cn                                                                                         

申请日期： 2017-06-22                                                                                                                 

备    注：                                                                                                                                            

注：“品种来源”一栏填写品种亲本（或组合），在生产上已大面积推广的地方品种或来源不明确

的品种要标明。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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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方式：  □自主选育/□合作选育/□境外引进/□其他√

一、育种过程（包括亲本名称、选育过程、选育方法等）

       2002年从国际马铃薯中心引进“C91.628×C93.154”的实生种子，2002年秋在本所南口温室培育实生苗并收获实生薯家系，2003年

在张北我所马铃薯育种基地露地播种实生薯家系并筛选优良单株，经2004-2006年在河北张北进行了多代无性系鉴定、筛选，系谱号

为02162-875的品系表现优良。2007年参加了品系比较试验，平均亩产2156 公斤，比对照品种克新1号增产13.5％以上，达显著水平，商品

薯率达84.5%。薯块干物质含量18.5%，接种鉴定抗马铃薯X病毒、 抗Y病毒。2011年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审定，定名为中薯18号。完成了国

家马铃薯中晚熟华北组2011年-2012年的区域试验和2013年度的生产试验。

二、品种特性

1.品种类型 √鲜食     □淀粉    □全粉     □炸片炸条     □特色

2.产量（kg/亩）

第1生长周期 2297 比对照±% +16.6 对照名称 克新1号 对照产量 1970

第2生长周期 2123 比对照±% +16.2 对照名称 克新1号 对照产量 1827

3.品质

干物质 23.7% 淀粉 15.5% 蛋白质 2.34%

维生素C 17.3毫克/100克 还原糖 0.43%

食味品质描述 优

4.抗病性

晚疫病 室内接种感病；田间抗性高于对照 病毒病 抗PVX；抗PVY

其他

5.转基因成分 √不含有    □含有  

三、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 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中部等北方一季作区春季栽培

四、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主要测试性状

光发芽：形状 粗圆柱 光发芽：基部花青甙显色强度 中 光发芽：基部根尖数量 多

光发芽：基部茸毛多少 中 光发芽：基部花青甙显色蓝色素比重 高

生育期 晚 植株生长习性 直立 小叶：边缘波状程度 中

小叶：顶小叶形状 倒卵形 花冠：形状 近五边形

花冠：内侧花青甙显色强度 弱 花冠：内侧花青甙显色蓝色素比重 无或低

花冠：大小 中 茎：颜色 紫 茎：翼波状程度 强 茎：花青甙显色 弱

块茎：形状 长卵圆 块茎：芽眼深度 浅 块茎：表皮颜色 浅黄色

块茎：肉颜色 浅黄色 其他性状 无

五、栽培技术要点：

1. 华北地区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播种，播前催芽。2.垄作播深15厘米左右，覆土10厘米，垄距70厘米左右，亩保苗3500～4500株。3.适当

增施有机肥、钾肥，合理增施化肥，防治晚疫病

六、注意事项（包括品种主要优点、缺陷、风险及防范措施等）：

丰产性好，感晚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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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请者意见：

同意申请

申请者：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017年 6月 22日

八、育种者意见：

同意申请

育种者：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017 年 6 月22 日

九、真实性承诺：

      中薯18号      为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选育的马铃薯品种，该品种不含有转基因成分。 本单位（本人）知悉该品种登

记申请材料内容，并保证填报的登记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申请者（公章）           

2017 年 6月22 日             

注：

    1.多项选择的，在相应□内划√。

    2.申请者、育种者为两家及以上的，需同时盖章。 

    3.育种者不明的，可不填写育种者意见。

    4.申请表统一用A4纸打印。

常见错误示例

1. 省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明确审

查意见。

2. 申请表内容有空缺项。

3. 申请表内容与证明材料不一致。

4. 属于已审定或已销售品种的证明材料没有

明确指明该品种是已审定或已销售品种。

5. 品种适宜种植区域没有明确到县级以上行

政区域或者试验点数量和布局不能代表拟种植的

区域。

6. 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主要测试性状没

有按DUS测试指南要求描述。

7. 育种者意见一栏没有育种者的签字或盖章

确认。

常见问题解答

1. 哪些作物品种不能申请登记？

答：不在登记目录内的作物不用登记；同一个

品种他人已经申请登记或完成登记的，不能再申

请登记；含转基因成分的品种不予登记。

2. 申请品种登记受理应在哪里办理？

答：申请者应当向公司注册地或个人住所地

所在的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登记

申请。申请者应当在品种登记平台上实名注册。申

请者实名注册时，须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当面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申请注册。注册成

功后，可登录品种登记平台进行网上申请。

3. 哪些登记申请需要组织专家咨询？

答：在关联基因的确定、申请主体或内容存疑

时，需进行专家咨询。例如品种选育过程的合法

性、品种特性存在重大缺陷、申请主体界定存在

问题、相关农艺性状与关联基因的关系等情况。

4. 品种登记审批进度能否在网上查询？

答：可以，网址为http://202.127.42.47:8015/

admin.aspx。

5. 品种登记审批是否收费？

答：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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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 

第256号

为防范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传入，保护我国畜牧业及渔业生产安全、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

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法规，农业

农村部会同海关总署组织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现予

以发布。该《名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2013年11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

（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公告第2013号）同时废止。 

农业农村部和海关总署将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名录》实施动态调整。 

特此公告。 

　　  　　  

农业农村部   海关总署 

2020年1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 
List of Quarantine Diseases for the Animals Importe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类传染病、寄生虫病（16种） 

List A diseases

口蹄疫  Infection with foot and mouth disease virus

猪水泡病  Swine vesicular disease

猪瘟  Infection with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

非洲猪瘟  Infection with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尼帕病  Nipah virus encephalitis

非洲马瘟  Infection with African horse sickness virus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Infection with Mycoplasma mycoides   subsp. mycoides SC

                                  (contagious bovine pleuropneumonia)

牛海绵状脑病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牛结节性皮肤病  Infection with lumpy skin disease virus

痒病  Scrapie

蓝舌病  Infection with bluetongue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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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反刍兽疫  Infection with 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 virus

绵羊痘和山羊痘  Sheep pox and Goat pox

高致病性禽流感  Infection with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新城疫Infection with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埃博拉出血热Ebola haemorrhagic fever

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154种） 
List B diseases

共患病（29种） Multiple species diseases

狂犬病  Infection with rabies virus

布鲁氏菌病  Infection with Brucella abortus， Brucella melit-ensis and Brucella suis

炭疽  Anthrax

伪狂犬病  Aujeszky’s disease（Pseudorabies）

魏氏梭菌感染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infections

副结核病  Paratuberculosis (Johne’s disease)

弓形虫病  Toxoplasmosis

棘球蚴病  Infection with Echinococcus granulosus，Infection with 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

钩端螺旋体病  Leptospirosis

施马伦贝格病  Schmallenberg disease

梨形虫病  Piroplasmosis

日本脑炎  Japanese encephalitis

旋毛虫病  Infection with Trichinella spp.

土拉杆菌病  Tularemia

水泡性口炎  Vesicular stomatitis

西尼罗热  West Nile fever

裂谷热  Infection with Rift Valley fever virus

结核病  Infection with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嗜人锥蝇） New world screwworm （Cochliomyia hominivorax）

旧大陆螺旋蝇蛆病（倍赞氏金蝇）Old world screwworm (Chrysomya bezziana)

Q热  Q Fever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Crimean Congo hemorrhagic fever

伊氏锥虫感染（包括苏拉病）Trypanosoma Evansi infection (including Surra)

利什曼原虫病 Leishmaniasis

巴氏杆菌病 Pasteurellosis

心水病 Heartwater

类鼻疽 Malioid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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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出血病感染 Infection with epizootic haemorrhagicdisease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病 （Yersinia enterocolitica）

牛病（11种） Bovine diseases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传染性脓疱性阴户阴道炎 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Infectious pustular vulvovaginitis

牛恶性卡他热 Malignant catarrhal fever

牛白血病 Enzootic bovine leukosis

牛无浆体病 Bovine anaplasmosis

牛生殖道弯曲杆菌病 Bovine genital campylobacteriosis

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 Bovine viral diarrhoea/Mucosal disease

赤羽病 Akabane disease

牛皮蝇蛆病 Cattle Hypodermosis

牛巴贝斯虫病 Bovine babesiosis

出血性败血症 Haemorrhagic septicaemia

泰勒虫病 Theileriosis

马病（11种）Equine diseases

马传染性贫血 Equine infectious anaemia

马流行性淋巴管炎 Epizootic lymphangitis

马鼻疽 Infection with Burkholderia mallei (Glanders)

马病毒性动脉炎 Infection with equine arteritis virus

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omyelitis

马脑脊髓炎（东部和西部） Equine encephalomyelitis (Eastern and Western)

马传染性子宫炎 Contagious equine metritis

亨德拉病 Hendra virus disease

马腺疫 Equine strangles

溃疡性淋巴管炎 Equine ulcerative lymphangitis

马疱疹病毒-1型感染 Infection with equid herpesvirus-1 (EHV-1)

猪病（16种） Swine diseases

猪繁殖与呼吸道综合征 Infection with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猪细小病毒感染 Porcine parvovirus infection

猪丹毒 Swine erysipelas

猪链球菌病 Swine streptococosis

猪萎缩性鼻炎 Atrophic rhinitis of swine

猪支原体肺炎 Mycoplasmal hyopneumonia

猪圆环病毒感染 Porcine circovirus infection

革拉泽氏病（副猪嗜血杆菌） Glaesser’s disease（Haemophilus parasuis）

猪流行性感冒 Swine influenza

猪传染性胃肠炎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of swine

猪铁士古病毒性脑脊髓炎（原称猪肠病毒脑脊髓炎、捷申或塔尔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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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chovirus encephalomyelitis(previously Enterovirus encephalomyelitis or Teschen/Talfan disease)

猪密螺旋体痢疾 Swine dysentery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 Infectious pleuropneumonia of swine

猪带绦虫感染\猪囊虫病 Infection with Taenia solium (Porcine cysticercosis)

塞内卡病毒病 （Infection with Seneca virus）

猪δ冠状病毒（德尔塔冠状病毒）Porcine deltacorona virus（PDCoV）

禽病（21种）Avian diseases

鸭病毒性肠炎（鸭瘟） Duck virus enteritis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Avian infectious laryngotracheitis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

传染性法氏囊病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马立克氏病 Marek's disease

鸡产蛋下降综合征 Avian egg drop syndrome

禽白血病 Avian leukosis

禽痘 Fowl pox

鸭病毒性肝炎 Duck virus hepatitis

鹅细小病毒感染（小鹅瘟）Goose parvovirus infection

鸡白痢 Pullorum disease

禽伤寒 Fowl typhoid

禽支原体病（鸡败血支原体、滑液囊支原体） Avian mycoplasmosis（Mycoplasma Gallisepticum， M. synoviae）

低致病性禽流感 Infection with Low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症 Reticuloendotheliosis

禽衣原体病（鹦鹉热）Avian chlamydiosis

鸡病毒性关节炎 Avian viral arthritis

禽螺旋体病 Avian spirochaetosis 

住白细胞原虫病（急性白冠病）Leucocytozoonosis

禽副伤寒 Avian paratyphoid

火鸡鼻气管炎（禽偏肺病毒感染）Turkey rhinotracheitis（avian metapneumovirus)

羊病（4种）Sheep and goat diseases

山羊关节炎/脑炎 Caprine arthritis/encephalitis

梅迪-维斯纳病 Maedi-visna

边界病 Border disease

羊传染性脓疱皮炎 Contagious pustular dermertitis （Contagious Echyma）

水生动物病（43种） Aquatic animal diseases

鲤春病毒血症 Infection with spring viraemia of carp virus

流行性造血器官坏死病 Epizootic haematopoietic necrosis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 Infection with infectious haematopoietic necrosis

病毒性出血性败血症 Infection with viral haemorrhagic septicaemia virus



公告通报

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流行性溃疡综合征 Infection with Aphanomyces invadans (epizootic ulcerative syndrome)

鲑鱼三代虫感染 Infection with Gyrodactylus Salaris

真鲷虹彩病毒病 Infection with red sea bream iridovirus

锦鲤疱疹病毒病 Infection with koi herpesvirus

鲑传染性贫血 Infection with HPR-deleted or HPRO infectious salmon anaemia virus

病毒性神经坏死病 Viral nervous necrosis

斑点叉尾鮰病毒病 Channel catfish virus disease

鲍疱疹样病毒感染 Infection with abalone herpesvirus

牡蛎包拉米虫感染 Infection with Bonamia Ostreae

杀蛎包拉米虫感染 Infection with Bonamia Exitiosa

折光马尔太虫感染 Infection with Marteilia Refringens

奥尔森派琴虫感染 Infection with Perkinsus Olseni

海水派琴虫感染 Infection with Perkinsus Marinus

加州立克次体感染 Infection with Xenohaliotis Californiensis

白斑综合征 Infection with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传染性皮下和造血器官坏死病 Infection with infectious hypodermal and haematopoietic necrosis virus

传染性肌肉坏死病 Infection with infectious myonecrosis virus

桃拉综合征 Infection with Taura syndrome virus

罗氏沼虾白尾病 Infection with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nodavirus (white tail disease)

黄头病 Infection with yellow head virus genotype 1

螯虾瘟 Infection with Aphanomyces astaci (crayfish plague)

箭毒蛙壶菌感染 Infection with 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蛙病毒感染 Infection with Ranavirus species

异尖线虫病 Anisakiasis

坏死性肝胰腺炎 Infection with Hepatobacter penaei (necrotising hepatopancreatitis)

传染性脾肾坏死病 Infectious spleen and kidney necrosis

刺激隐核虫病 Cryptocaryoniasis

淡水鱼细菌性败血症 Freshwater fish bacteria septicemia

鮰类肠败血症 Enteric septicaemia of catfish

迟缓爱德华氏菌病 Edwardsiellasis

鱼链球菌病 Fish streptococcosis

蛙脑膜炎败血金黄杆菌病 Chryseobacterium meningsepticum of frog (Rana spp)

鲑鱼甲病毒感染 Infection with salmonid alphavirus

蝾螈壶菌感染 Infection with Batrachochytrium salamandrivorans

鲤浮肿病毒病 Carp edema virus disease

罗非鱼湖病毒病 Tilapia Lake virus disease

细菌性肾病 Bacterial kidney disease

急性肝胰腺坏死 Acute hepatopancreatic necros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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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目虹彩病毒1感染 Infection with Decapod iridescent virus 1

蜂病（6种）Bee diseases

蜜蜂盾螨病 Acarapisosis of honey bees

美洲蜂幼虫腐臭病 Infection of honey bees with Paenibacillus larvae (American foulbrood)

欧洲蜂幼虫腐臭病 Infection of honey bees with Melissococcus plutonius (European foulbrood)

蜜蜂瓦螨病 Varroosis of honey bees

蜂房小甲虫病（蜂窝甲虫）Small hive beetle infestation(Aethina tumida)

蜜蜂亮热厉螨病 Tropilaelaps infestation of honey bees

其他动物病（13种）Diseases of other animals

鹿慢性消耗性疾病 Chronic wasting disease of deer

兔黏液瘤病 Myxomatosis

兔出血症 Rabbit haemorrhagic disease

猴痘 Monkey pox 

猴疱疹病毒 I 型（B病毒）感染症 Cercopithecine Herpesvirus Type I (B virus）infectious diseases

猴病毒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Simian virus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马尔堡出血热 Marburg haemorrhagic fever

犬瘟热 Canine distemper

犬传染性肝炎 Infectious canine hepatitis

犬细小病毒感染 Canine parvovirus infection

水貂阿留申病 Mink aleutian disease

水貂病毒性肠炎 Mink viral enteritis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猫传染性肠炎)Feline panleucopenia (Feline infectious enteritis)

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41种） 
Other diseases

共患病（9种） Multiple species diseases

大肠杆菌病 Colibacillosis

李斯特菌病 Listeriosis

放线菌病 Actinomycosis 

肝片吸虫病 Fasciolasis

丝虫病 Filariasis

附红细胞体病 Eperythrozoonosis

葡萄球菌病 Staphylococcosis

血吸虫病 Schistosomiasis

疥癣 Mange

牛病（5种）Bovi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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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流行热 Bovine ephemeral fever

毛滴虫病 Trichomonosis

中山病 Chuzan disease

茨城病 Ibaraki disease

嗜皮菌病 Dermatophilosis

马病（3种）Equine diseases

马流行性感冒 Equine influenza

马媾疫 Dourine

马副伤寒（马流产沙门氏菌） Equine paratyphoid (Salmonella Abortus Equi.)

猪病（2种）Swine diseases

猪副伤寒Swine salmonellosis

猪流行性腹泻Porcine epizootic diarrhea

禽病（5种）Avian diseases

禽传染性脑脊髓炎Avian infectious encephalomyelitis

传染性鼻炎Infectious coryza

禽肾炎Avian nephritis

鸡球虫病Avian coccidiosis

鸭疫里默氏杆菌感染（鸭浆膜炎）Riemerella anatipestifer infection

绵羊和山羊病（7种）Sheep and goat diseases

羊肺腺瘤病 Ovin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干酪性淋巴结炎 Caseous lymphadenitis

绵羊地方性流产（绵羊衣原体病）Infection with Chlamydophila abortus (Enzootic abortion of ewes， ovine chlamydiosis)

传染性无乳症 Contagious agalactia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Contagious caprine pleuropneumonia

羊沙门氏菌病（流产沙门氏菌） Salmonellosis(S.abortusovis)

内罗毕羊病 Nairobi sheep disease

蜂病（2种）Bee diseases

蜜蜂孢子虫病 Nosemosis of honey bees

蜜蜂白垩病 Chalkbrood of honey bees

其他动物病（8种）Diseases of other animals

兔球虫病 Rabbit coccidiosis

骆驼痘 Camel pox

家蚕微粒子病 Pebrine disease of Chinese silkworm

蚕白僵病 Bombyx mori white muscardine

淋巴细胞性脉络丛脑膜炎 Lymphocytic choriomeningitis

鼠痘 Mouse pox

鼠仙台病毒感染症 Sendai virus infectious disease

小鼠肝炎 Mouse hep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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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69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 促进农药出口贸易，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农药管理条例》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现就不在我国境内使用的出口农药（简称“仅限出口农药”）产品登记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申请仅限出口农药登记的范围

在境外取得农药登记或取得进口国（地区）进口许可的产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农药生产企业可以

申请仅限出口农药登记。

（一）本企业在境内已取得原药登记，申请相同有效成分不同含量的原药登记的。

（二）本企业在境内已取得原药或单制剂登记，申请相同有效成分不同含量、不同剂型单制剂登记

的。

（三）本企业在境内已取得混配制剂登记，申请相同有效成分不同含量、不同配比、不同剂型的混配

制剂登记的。

混配制剂有效成分数量超过《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有关规定的，超过的有效成分应在境内取

得登记。

（四）新农药原药生产企业申请原药及其制剂登记的。

（五）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申请仅限出口非新农药登记的资料要求

（一）农药登记申请表（仅限出口选项）。

（二）有效的境外登记或进口国（地区）同意进口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与申请企业名称不符的，应提

供具有说服力的经营合作关系资料)。

（三）企业不在境内销售使用等承诺书（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四）产品概述、境外登记资料摘要、原药来源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

（五）产品化学资料（产品质量标准、质量检测报告，原药还应提供全组分分析报告）和毒理学试验

资料（急性经口、经皮、吸入毒性试验报告），及中毒症状、急救及治疗措施资料。

（六）与申请产品生产范围相符合的农药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三、申请仅限出口新农药登记的资料要求

申请仅限出口新农药原药登记的，除提供非新农药登记的资料（一）至（五）项要求外，还应当提供下

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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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成分和原药的理化性质资料，以及标准品。

（二）原药的皮肤刺激性、眼睛刺激性、皮肤致敏性、急性神经毒性、亚慢性经口毒性、亚慢（急）性

经皮和吸入毒性、致突变性、致畸性、两代繁殖毒性、慢性和致癌性、代谢和毒物动力学等试验的摘要或

查询资料。

（三）原药的环境影响和安全生产评价批复文件复印件。 

申请仅限出口新农药制剂登记的，按非新农药登记要求提供资料。

四、其他

（一）仅限出口农药按农药登记、登记变更、登记延续申请和审批程序办理，其农药登记证编号代码

为“EX+年份+序列号”，如EX20200001。农药登记证上注明“仅限出口”。

（二）已有相同制剂、相似制剂在境内取得登记的，不再批准该农药产品仅限出口登记，对已批准的

申请登记延续不超过1次。

（三）申请仅限出口母药登记的，应当是该母药的原药生产企业，资料要求与制剂相同。

（四）取得仅限出口新农药原药登记的，取得相应的生产许可后方可生产出口。

（五）仅限出口农药产品只能出口到取得境外登记或同意进口的国家（地区）。

（六）禁止在我国境内销售仅限出口农药产品，违者按照《农药管理条例》未取得境内使用登记有关

规定查处。

（七）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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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83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法国维克有限公司(VIRBAC)等2家公司

生产的注射用盐酸替来他明盐酸唑拉西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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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发布的前述产品兽药质量标准、说

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批准美国礼蓝动物保健有限公司美国生产厂生产的莫能菌素预混剂在我国再注册，核发《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并发布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以及残留检测方法标准（试行），自发布之日起

执行。此前发布的该产品兽药质量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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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莫能菌素残留检测方法标准（试行）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03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87号

依据《种子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经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复核，对“徽薯6号”等马铃薯、甘薯、谷子、高粱、大麦(青稞)、蚕豆、豌豆、油菜、花生、向日葵、

甘蔗、甜菜、大白菜、结球甘蓝、黄瓜、番茄、辣椒、西瓜、甜瓜、苹果、柑橘、香蕉、梨、桃、茶树等25种作

物1052个品种予以登记，“闽薯2号”等马铃薯、谷子、高粱、蚕豆、油菜、向日葵、结球甘蓝、辣椒、西瓜等

9种作物103个品种予以变更登记。 

现予公告。

附件：1.“徽薯6号” 等1052个登记品种信息 

2.“闽薯2号”等103个登记品种变更信息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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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04号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优化农业农村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审查认可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有关事项的通知》（农质发〔2020〕2号）要求，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 [农业农村

部农业环境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等188家部级质检机构（见附件）的审查认可证书有效期自动

顺延3年，特换发新的农业农村部审查认可证书，准许继续使用部级质检机构印章。  

特此公告。

附件：农业农村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审查认可证书有效期延期名单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05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华威特（江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等6

家单位申报的猪瘟活疫苗（C株，悬浮培养）等2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发布产品

试行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兔病毒性出血症、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二联灭活疫苗(CD85-2株+ 

C51-17 株)变更注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兽药注册目录 

2.试行规程 

3.质量标准 

4.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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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06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应企业申请，注销乾元浩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生物药厂等11家生产企业布氏菌病活疫苗等21个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因《兽药生产许可证》

注销、企业迁址停止兽药生产等原因，注销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生产企业所有兽药产

品批准文号，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注销的相关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目录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8日

附件

注销的相关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目录

一、应企业申请注销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目录

序号 企业名称 通用名称 规格 商品名 批准文号

1
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生物药厂
布氏菌病活疫苗（S2株）

40头份/瓶；80头份/瓶；160头份/瓶；
320头份/瓶；640头份/瓶

无
兽药生字

(2015)100087011

2
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生物药厂
布氏菌病活疫苗（A19株）

2头份/瓶；5头份/瓶；10头份/瓶；20
头份/瓶；40头份/瓶；80头份/瓶

无
兽药生字

(2016)100087010

3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生物药厂
布氏菌病活疫苗（S2株）

40头份/瓶；80头份/瓶；160头份/瓶；
320头份/瓶；640头份/瓶

无
兽药生字

(2016)140407011

4 畜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布氏菌病活疫苗（S2株）
10头份/瓶;20头份/瓶;40头份/瓶;80
头份/瓶;160头份/瓶;240头份/瓶;320
头份/瓶;480头份/瓶;640头份/瓶

无
兽药生字
221277011

5 畜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布氏菌病活疫苗（A19株）
2头份/瓶；5头份/瓶；10头份/瓶；20
头份/瓶；40头份/瓶；80头份/瓶

无
兽药生字
221277010

6
四川海林格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布氏菌病活疫苗（A19株）

2头份/瓶；5头份/瓶；10头份/瓶；20
头份/瓶；40头份/瓶；80头份/瓶

无
兽药生字

(2016)220527010

7
成都天邦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
布氏菌病活疫苗（S2株）

40头份/瓶；80头份/瓶；160头份/瓶；
320头份/瓶；640头份/瓶

无
兽药生字

(2015)22001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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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通用名称 规格 商品名 批准文号

8
山西海森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
布氏菌病活疫苗（S2株）

40头份/瓶；80头份/瓶；160头份/瓶；
320头份/瓶；640头份/瓶

无
兽药生字

(2015)040727011

9
广西普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连蒲双清颗粒 每1ml相当于原生药1g 常普康

兽药字
200075325

10
广西普大动物

保健品有限公司
牛蟾颗粒 每100g相当于原生药121g 无

兽药字
200076725

11
广西普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四黄止痢颗粒 独杆奇美

兽药字
200075045

12
广西普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板青颗粒 独异泰

兽药字
200075096

13
广西普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芪贞增免颗粒 每1g相当于原生药1.2g 无

兽药字
200076732

14
广西容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银黄提取物注射液 10ml 无

兽药字
200455252

15
广西容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穿心莲注射液 10ml（相当于原生药10g） 胃消邦

兽药字
200455122

16
广西容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芩连注射液 10ml（相当于原生药10g） 无

兽药字
200456538

17
广西容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金根注射液 5ml（相当于原生药11.25g） 金峰

兽药字
200455233

18
广西容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黄芪多糖注射液 以葡萄糖（C6H12O6）计100ml：1.0g 无

兽药字
200452244

19
湖南绿亨世源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
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 按C18H34N2O6S计算10ml:0.3g 无

兽药字
180052614

20
郑州威兰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
复方磺胺间甲氧嘧啶
可溶性粉

100g:磺胺间甲氧嘧啶8.3g+甲氧苄啶
1.7g

无
兽药字

162296167

21
宁波三生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氨基丁三醇前列腺素F2α 无

兽药原字
110912946

二、因《兽药生产许可证》注销、企业迁址停止兽药生产等原因注销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目录

1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

按C18H36N4O11计算
10ml:1.0g(100万单位)

无
兽药字

080141211

2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钾

按C16H17KN2O4S计算0.5g(80万单
位)

无
兽药字

080141251

3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安乃近注射液 10ml:3g 无

兽药字
080141152

4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亚硒酸钠维生素E注射液 10ml 无

兽药字
080141115

5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清肺止咳散 　 无

兽药字
080145157

6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按C19H17N5O7S3计算0.5g 无

兽药字
080142020

7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5ml:5mg 无

兽药字
0801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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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苯扎溴铵溶液 5% 无

兽药字
080141232

9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通乳散 　 无

兽药字
080145156

10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银翘散 　 无

兽药字
080145172

11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钾 以C16H17KN2O4S计1.0g(160万单位) 无

兽药字
080141253

12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钠

以C16H17N2NaO4S计0.96g(160万单
位)

无
兽药字

080141248

13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ml:5mg 无

兽药字
080141147

14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盐酸大观霉素盐酸林可霉
素可溶性粉

5g:大观霉素2g(20 0万单位)与林可
霉素1g(以C18H34N2O6S计)；50g:大
观霉素20g(2000万单位)与林可霉素
10g(以C18H34N2O6S计)；10 0g:大
观霉素40g(4000万单位)与林可霉素
20g(以C18H34N2O6S计)

无
兽药字

080141339

15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钠

以C16H17N2NaO4S计2.4g(400万单
位)

无
兽药字

080142659

16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粉 10% 无

兽药字
(2016)080146011

17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氟苯尼考注射液 10ml:1g 无

兽药字
(2016)080142546

18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呋塞米注射液 10ml:0.1g 无

兽药字
(2016)080141182

19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双黄连注射液 10ml(相当于原生药15g) 无

兽药字
(2016)080146120

20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替米考星预混剂 20% 无

兽药字
(2016)080142193

21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黄芪多糖注射液 10ml:0.1g 无

兽药字
(2016)080142711

22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柴胡注射液 10ml(相当于原生药10g) 无

兽药字
(2016)080145137

23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注射用氯唑西林钠 以C19H18ClN3O5S计0.5g 无

兽药字
(2015)080141476

24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 5% 无

兽药字
(2016)080141575

25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维生素B6注射液 10ml:500mg 无

兽药字
(2016)080141401

26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穿心莲注射液 10ml(10ml相当于原生药10g) 无

兽药字
(2016)080145122

27
哈尔滨生物制品二厂

有限责任公司
盐酸沙拉沙星注射液 按沙拉沙星计算10ml：0.1g 无

兽药字
(2015)080142153

28
上海洪菲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碘甘油 　

洪菲
保德安

兽药字
090041551

29
上海洪菲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浓戊二醛溶液 20%（g/g）

洪菲
宝利醛

兽药字
09004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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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海洪菲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 7.5% 无

兽药字
090041576

31
上海洪菲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 2% 无

兽药字
090042739

32
上海洪菲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 1% 无

兽药字
090041574

33
上海洪菲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 100mL:聚维酮碘10g

洪菲
宝维碘

兽药字
090046055

34
上海洪菲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 100mL:聚维酮碘5g 洪菲

宝维碘
兽药字090046054

35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溴氯海因粉 按溴氯海因计算30% 洪菲
宝维碘

兽药字
280092221

36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二氯异氰脲酸钠粉 30%（以有效氯计） 无
兽药字

280096049

37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二氯异氰脲酸钠粉 40%（以有效氯计） 无
兽药字

280096052

38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溴氯海因粉（水产用） 8% 无
兽药字

280099074

39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溴氯海因粉（水产用） 24% 无
兽药字

280099075

40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溴氯海因粉（水产用） 40% 无
兽药字

280099077

41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三氯异氰脲酸粉（水产用） 以有效氯计30% 无
兽药字

280099062

42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三氯异氰脲酸粉（水产用） 以有效氯计50% 无
兽药字

280099063

43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二氯异氰脲酸钠粉 10%（以有效氯计） 无
兽药字

280096050

44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二氯异氰脲酸钠粉 20%（以有效氯计） 无
兽药字

280096051

45 临洮威特药业有限公司 枸橼酸粉 100g:94g 威特格瑞
兽药字

(2015)280092311

46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伊维菌素片 7.5mg 无

兽药字
280066255

47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阿苯达唑片 0.2g 无

兽药字
280061196

48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精制敌百虫粉 33.2% 无

兽药字
280066208

49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阿苯达唑伊维菌素片

0.36g(阿苯达唑350mg+伊维菌素
10mg）

无
兽药字

280066059

50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碘酊 　 无

兽药字
280061552

51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碘甘油 　 无

兽药字
280061551

52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浓碘酊 　 无

兽药字
280061553

续表



公告通报

11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序号 企业名称 通用名称 规格 商品名 批准文号

53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曲麦散 　 无

兽药字
280065067

54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消积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46

55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止痢散 　 无

兽药字
280065037

56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二甲硅油片 50mg 无

兽药字
280061010

57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乙醇 　 无

兽药字
280061007

58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氯化钠注射液 500ml:4.5g 无

兽药字
280061460

59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碳酸氢钠注射液 500ml:25g 无

兽药字
280061569

60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氨苄西林钠 按C16H19N3O4S计算1.0g 无

兽药字
280061305

61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阿维菌素粉 1% 无

兽药字
280062066

62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阿维菌素透皮溶液 以阿维菌素B1计算0.5% 无

兽药字
280062069

63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人工矿泉盐 　 无

兽药字
280064548

64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 以C16H19N3O5S计0.5g 无

兽药字
280066175

65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 以C16H19N3O5S计1g 无

兽药字
280066176

66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稀戊二醛溶液 2% 无

兽药字
280061279

67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500ml:50g 无

兽药字
280061545

68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阿维菌素片 5mg

天马
阿维佳

兽药字
280062061

69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按C19H17N5O7S3计算0.1g 无

兽药字
280062019

70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补中益气散 　 无

兽药字
280065082

71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清肺止咳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57

72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催情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88

73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伤力散 　 无

兽药字
280065060

74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葡萄糖注射液 500ml:50g 无

兽药字
280061535

75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消食平胃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45

76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浓氯化钠注射液 500ml:50g 无

兽药字
28006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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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麻杏石甘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74

78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荆防败毒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27

79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保胎无忧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11

80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消黄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47

81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益母生化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48

82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通肠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55

83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健胃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34

84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温脾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82

85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胃肠活 　 无

兽药字
280065123

86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参苓白术散 　 无

兽药字
280065093

87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催奶灵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87

88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平胃散 　 无

兽药字
280065046

89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氯硝柳胺片 0.5g 无

兽药字
280061483

90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清瘟败毒散 　 无

兽药字
280065165

91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钾

按C16H17KN2O4S计算0.5g(80万单
位)

无
兽药字

280061251

92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磺胺脒片 0.5g 无

兽药字
280061620

93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阿苯达唑片 0.1g 无

兽药字
280062502

94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钠

按C16H17N2NaO4S计算0.96g(160万
单位)

无
兽药字

280061248

95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葡萄糖注射液 500ml:25g 无

兽药字
280061534

96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钾

按C16H17KN2O4S计算2.5g(400万单
位)

无
兽药字

280061254

97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 5% 无

兽药字
280061575

98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苯扎溴铵溶液 5% 无

兽药字
280061232

99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二嗪农溶液 25% 螨净

兽药字
2800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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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500ml:葡萄糖25g与氯化钠4.5g 无

兽药字
280061538

101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钠

按C16H17N2NaO4S计算2.4g(400万单
位)

无
兽药字

280062659

102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扶正解毒散 　 无

兽药字
280065076

103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白头翁散 　 无

兽药字
280065053

104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500ml 无

兽药字
280061464

105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吡喹酮片 0.1g 无

兽药字
280062514

106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按C19H17N5O7S3计算1.0g 无

兽药字
280062021

107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硼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500ml:钙7.6g 无

兽药字
280062226

108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按C19H17N5O7S3计算0.5g 无

兽药字
280062020

109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黄连解毒散 　 /

兽药字
(2015)280065178

110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银翘散 　 /

兽药字
(2015)280065172

111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藿香正气散 　 /

兽药字
(2015)280065200

112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大黄末 　 /

兽药字
(2015)280065013

113
甘肃新天马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三氯苯达唑片 0.1g /

兽药字
(2015)280062006

114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复方磺胺甲噁唑粉
（水产用）

100g:磺胺甲噁唑8.33g+甲氧苄啶
1.67g

菌清
兽药字

010189021

115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山青五黄散 　 败血宁

兽药字
010189201

116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盐酸甜菜碱预混剂
（水产用）

30% 促生宝
兽药字

010189085

117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川楝陈皮散 　 肠虫清

兽药字
010189216

118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百部贯众散 　 孢虫克

兽药字
010189205

119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六味黄龙散 　 红体消

兽药字
010189212

120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驱虫散（水产用） 　 肠虫宁

兽药字
010189241

121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盐酸甜菜碱预混剂
（水产用）

10% 促生宝
兽药字

010189084

122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双黄苦参散 　 无

兽药字
01018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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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精制敌百虫粉（水产用） 80% 无

兽药字
010189037

124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肝胆利康散 　 肝胆平

兽药字
010189200

125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磺胺间甲氧嘧啶钠粉
（水产用）

10% 精威
兽药字

010189033

126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硫酸锌粉（水产用） 60% 纤毛净

兽药字
010189051

127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三黄散（水产用） 　 无

兽药字
010189213

128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水产用） 7.5% 消菌红

兽药字
010189045

129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水产用） 10% 无

兽药字
010189048

130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水产用） 5% 消菌红

兽药字
010189044

131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恩诺沙星粉（水产用） 10% 诺菌素

兽药字
010189107

132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恩诺沙星粉（水产用） 5% 诺菌素

兽药字
010189106

133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扶正解毒散（水产用） 　 无

兽药字
010189237

134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三氯异氰脲酸粉（水产用） 以有效氯计30% 消菌清

兽药字
010189062

135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溴氯海因粉（水产用） 24% 菌杀

兽药字
010189075

136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苯扎溴铵溶液（水产用） 45% 菌消

兽药字
010189005

137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苯扎溴铵溶液（水产用） 10% 白病灵

兽药字
010189003

138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吡喹酮预混剂（水产用） 2% 线虫净

兽药字
010189006

139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溴氯海因粉（水产用） 8% 菌杀

兽药字
010189074

140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板黄散 　 中泓肝泰

兽药字
010189211

141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穿梅三黄散 　 康宝

兽药字
010189245

142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青板黄柏散 　 出血停

兽药字
010189206

143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粉
（水产用）

1% 凝血素
兽药字

010189070

144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浓戊二醛溶液（水产用） 20%（g/g） 无

兽药字
010189073

145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三氯异氰脲酸粉（水产用） 以有效氯计50% 无

兽药字
010189063

146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稀戊二醛溶液
（水产用）

10% 速洁醛
兽药字

01018907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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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通用名称 规格 商品名 批准文号

147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甲苯咪唑溶液(水产用) 100g:10g 指环净

兽药字
010189034

148
北京中泓鑫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维生素C钠粉（水产用） 10% 鑫力维

兽药字
010189068

149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 100g:10g(3亿单位)
速效肠立

清
兽药字

010132758

150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 按C16H19N3O5S计算1g 无
兽药字

010136176

151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氟苯尼考粉 20% 无
兽药字

010132539

152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阿苯达唑伊维菌素粉 100g:阿苯达唑10g+伊维菌素0.2g 无
兽药字

010136042

153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酒石酸泰乐菌素可溶性粉 100g:20g(2000万单位) 呼吸畅
兽药字

010132732

154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硫酸新霉素可溶性粉 100g:20g（2000万单位） 肠舒康
兽药字

010132756

155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粉 10% 无
兽药字

010136011

156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清肺止咳散 　 无
兽药字

010135157

157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桑菊散 　 无
兽药字

010135141

158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按C19H17N5O7S3计算0.5g 无
兽药字

010132020

159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按C19H17N5O7S3计算4.0g 无
兽药字

010132022

160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按C19H17N5O7S3计算1.0g 无
兽药字

010132021

161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肥猪散 　 无
兽药字

010135101

162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戊二醛、苯扎溴铵溶液
（水产用）

100g:戊二醛5g＋苯扎溴铵5g 无
兽药字

010139275

163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延胡索酸泰妙菌素
可溶性粉

45% 无
兽药字

010133008

164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恩诺沙星可溶性粉 10% 无
兽药字

010132526

165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按C19H17N5O7S3计算0.1g 无
兽药字

010132019

166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钠
按C16H17N2NaO4S计算2.4g(400万单
位)

无
兽药字

010132659

167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磺胺间甲氧嘧啶钠
可溶性粉

30% 无
兽药字

010136026

168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维生素C可溶性粉 10% 无
兽药字

010136074

169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替米考星预混剂 20% 无
兽药字

010132193

续表



公告通报

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序号 企业名称 通用名称 规格 商品名 批准文号

170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延胡索酸泰妙菌素预混剂 100g:10g 无
兽药字

010133009

171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延胡索酸泰妙菌素预混剂 100g:80g 枝原灵
兽药字

010133010

172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磺胺氯吡嗪钠可溶性粉 30% 无
兽药字

010131628

173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钾 以C16H17KN2O4S计1.0g(160万单位) 无
兽药字

010131253

174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青霉素钾 以C16H17KN2O4S计2.5g(400万单位) 可兴
兽药字

010131254

175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安乃近注射液 10ml:3g 感欣泰
兽药字

010131152

176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扶正解毒散 　 无
兽药字

010135076

177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卡巴匹林钙可溶性粉 50% 无
兽药字

010132313

178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10% 无
兽药字

(2016)010131199

179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稀戊二醛溶液 2%（g/ml） 无
兽药字

(2016)010131279

180 北京科尔兴药业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溶液 1% 无
兽药字

(2016)010131574

181 内蒙古北奇药械有限公司 恩诺沙星片 5mg 无
兽药字

050141293

182 内蒙古北奇药械有限公司 氯氰碘柳胺钠注射液 100ml:5g 无
兽药字

050141481

183 内蒙古北奇药械有限公司 阿苯达唑片 0.2g 无
兽药字

(2015)050141196

184
哈尔滨乾海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10ml:0.2g（20万单位） 无

兽药字
080571506

185
哈尔滨乾海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伊维菌素注射液

按伊维菌素（H2B1a+H2B1b）计算
10ml:100mg

无
兽药字

080572646

186
哈尔滨乾海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伊维菌素注射液

按伊维菌素（H2B1a+H2B1b）计算
100ml:1000mg

无
兽药字

080571128

187
哈尔滨乾海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恩诺沙星溶液 2.5% 无

兽药字
080571296

188
哈尔滨乾海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精制马拉硫磷溶液 70% 无

兽药字
080572232

189
哈尔滨乾海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稀戊二醛溶液 2% 无

兽药字
080571279

190
哈尔滨乾海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氯氰碘柳胺钠注射液 100ml:5g 无

兽药字
080571481

191
哈尔滨乾海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磺胺间甲氧嘧啶钠注射液 10ml:1g 无

兽药字
08057161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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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07号

为规范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的行为，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按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有

关要求，我部规定如下。

一、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的，应当利用自有设施设备，供自有养殖动物使用。

二、养殖者自行配制的饲料（以下简称“自配料”）不得对外提供；不得以代加工、租赁设施设备以及

其他任何方式对外提供配制服务。

三、养殖者应当遵守我部公布的有关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的限制性使用规定，除当地有传统使用

习惯的天然植物原料（不包括药用植物）及农副产品外，不得使用我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

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物质自行配制饲料。

四、养殖者应当遵守我部公布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有关规定，不得在自配料中超出适用动

物范围和最高限量使用饲料添加剂。严禁在自配料中添加禁用药物、禁用物质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五、自配料使用的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浓缩饲料应为合

法饲料生产企业的合格产品，并按其产品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使用。

六、养殖者在日常生产自配料时，不得添加我部允许在商品饲料中使用的抗球虫和中药类药物以外的

兽药。因养殖动物发生疾病，需要通过混饲给药方式使用兽药进行治疗的，要严格按照兽药使用规定及

法定兽药质量标准、标签和说明书购买使用，兽用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兽医处方购买使用。含有兽药的自配

料要单独存放并加标识，要建立用药记录制度，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接受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监管。

七、自配料原料、半成品、成品等应当与农药、化肥、化工有毒产品以及有可能危害饲料产品安全与养

殖动物健康的其他物质分开存放，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交叉污染。

八、反刍动物自配料的生产设施设备不得与其他动物自配料生产设施设备共用。反刍动物自配料不

得添加乳和乳制品以外的动物源性成分。

九、养殖者违反本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饲料主管部门依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

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规定自2020年8月1日起施行。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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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09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美国礼蓝动物保健有限公司美国生产

厂等5家公司生产的磷酸泰乐菌素预混剂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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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发布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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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11号

根据《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批准爱尔兰马里戈特有限公司（工厂）等22

家公司生产的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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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ior 成犬狗粮（Superior Adult Complete）等3个产品通用名称和中外文商品名称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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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农业农村部通告〔2020〕1号有关要求，对易普威（Eservit AD3EB +Trace Elements）等28个续展产

品有效期延长至2021年3月（见附件3）。疫情结束后，申请人应及时补办续展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附件：1.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 （2020–05） 

2. 换发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 （2020–04） 

3. 延期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 （2020–02）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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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关于2019年全国饲料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的通报

农牧便函〔2020〕3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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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饲料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饲料质量安全监督

抽查检测工作要求及2019年工作方案的通知》（农牧发〔2019〕22号）要求，我局组织开展了全国饲料质量

安全监督抽查工作，现将监督抽查结果通报如下。

一、抽查情况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我局从被监督抽查企业库中随机选取1555家饲料生产企业进行

监督抽查，从监管专家库中随机选取100名饲料质量安全监管专家开展抽样工作。此次监督抽查企业范

围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品监测指标包括卫生、禁限用药物、牛羊源性

成分和质量等4个方面54项指标，产品检验检测工作由我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的27家承检机构完

成，有关省级饲料质检机构对303份样品进行了复核检测。此次监督抽查的样品采集、派样检测、检测报

告、复核检测等全部工作流程均录入全国饲料质量安全监测信息系统，实现监督抽查工作全程可追溯。

在监督抽查中随机选取部分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国家饲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

京）、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和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单位参与完成有关工作。

二、监督抽查结果

（一）总体情况。此次监督抽查共抽检各类商品饲料样品2805批次，总体合格率96.2%。其中，配合饲

料1622批次，合格率95.7%；浓 缩饲料436批次，合格率93.1%；精料补充料76批次，合格率98.7%；宠物饲

料54批次，合格率96.3%；添加剂预混合饲料285批次，合格率99.0%；饲料添加剂95批次，合格率100%；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122批次，合格率100%；动物源性饲料原料52批次，合格率96.2%；植物性饲料原料46

批次，合格率97.8%；微生物发酵类单一饲料17批次，合格率100%。

（二）主要指标检测结果。对2742批次样品进行卫生指标检测，发现41批次不合格产品，不合格率

1.5%；对2201批次样品进行禁限用药物指标检测，发现38批次不合格产品，不合格率1.7%；对30批次样品

进行牛羊源成分指标检测，发现2批次不合格产品，不合格率6.7%；对2429批次样品进行质量指标检测，

发现34批次不合格产品，不合格率1.4%。其中，有5批次产品同时发现禁限用药物和质量指标不合格，2批

次产品同时发现卫生和质量指标不合格。

三、企业现场检查结果

我局委托专家对照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和《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以下简称“管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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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安全生产、许可条件、原料使用、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质量控制、管理规范执行、标签标识等7个方面

33项内容，对202家饲料生产企业（包括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混合型饲

料添加剂生产企业）、17家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和17家单一饲料生产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

结果发现，饲料生产企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生产过程污染风险防控措施不到位，涉及125家企

业，占比61.9%；二是原料查验检验制度落实不到位，涉及97家企业，占比48.0%；三是管理规范有关制度

执行不到位，涉及85家企业，占比42.1%；四是危险操作面防护措施不到位，涉及82家企业，占比40.6%；

五是用电防护措施不到位，涉及67家企业，占比33.2%。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主要存在用电防护措施不到

位、设施设备与许可申报不一致、留样观察制度未落实等3个问题，各涉及4家企业，占比均为23.5%。单一

饲料生产企业主要存在劳动保护不到位、未严格执行产品出厂检验、留样观察制度不落实等3个问题，涉

及企业分别为6家、5家、4家，占比分别为35.3%、29.4%、23.5%。现场检查专家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分别提

出了整改意见建议。

四、有关要求

各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饲料质量安全问题，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快运用“互联网+

监管”等新工作机制，提高监管工作质量和效率，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

一是按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规定，严肃处理监督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企

业，督促指导有关企业进行对照整改。有关查处和整改落实情况请于2020年7月30日前报送我局。

二是根据全国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和地方抽查结果，对产品连续出现不合格情况的企业实施重

点监控，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抽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采取约谈、限期整改、行政处罚等措施，督促落实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请各省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登录全国饲料质量安全监测信息系统，查看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有关企业被监督抽查情况及结果。

三是加大辖区内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管力度，以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和管理规范执行情况为

重点开展现场检查，对管理混乱、存在严重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的企业，依法依规处理。

附件：1.2019年全国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列表（卫生指标）      

2.2019年全国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列表（禁限用药物指标）

3.2019年全国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列表（牛羊源成分指标）

4.2019年全国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列表（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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