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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关于通报表扬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典型地区的通知

中农发〔2020〕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农办、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保证，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

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李克强总理对此高度重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抓紧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4年中央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会同司法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档案局组织

开展了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推进，通过5年集

中攻坚和1年“回头看”，2838个县（市、区）、3.4万个乡镇、55万多个行政村将15亿亩承包地确权给2亿农

户并颁发了证书，提升了农村承包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为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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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充分肯定各地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效，进一步调动做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工作的积极性，

经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组织各地推荐了一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先行先试、工作扎实、成效显著，资金使用规范、档案齐全、信息化水平高的典型地区。经全国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审核同意，现对安徽省六安市等27个地级市（州、盟）和

四川省简阳市等200个县（市、区）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到通报表扬的地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中再立新功。各地要主动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扎实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和深化农村改革各项工作，为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典型地区名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19日



通知决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附件

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典型地区名单

北京市：房山区

天津市：武清区

河北省：沧州市、灵寿县、康保县、平泉市、青龙满族自治县、迁安市、三河市、涞水县、定州市、邱县

山西省：长治市、左云县、陵川县、昔阳县、孝义市、吉县、长治市潞城区、右玉县、垣曲县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开鲁县、武川县、包头市九原区、五原县、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辽宁省：大连市、沈阳市苏家屯区、本溪县、凤城市、开原市、凌源市、兴城市

吉林省：白城市、敦化市、伊通满族自治县、通化县、东丰县、靖宇县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安市、大庆市大同区、桦南县、穆棱市、兰西县、富裕县、方正县、

                  哈尔滨市阿城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

江苏省：苏州市、宜兴市、东海县、盐城市盐都区、扬州市邗江区、泰兴市、沭阳县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临安区、德清县、海盐县、兰溪市、江山市、舟山市普陀区

安徽省：六安市、阜阳市颍泉区、界首市、淮北市相山区、明光市、寿县、铜陵市义安区、

              芜湖市湾沚区、青阳县、怀宁县、歙县

福建省：福州市、福鼎市、永安市、仙游县、龙岩市新罗区、武夷山市、永春县

江西省：九江市、宁都县、余干县、乐安县、南昌县、铜鼓县、新余市渝水区、吉水县、鹰潭市余江区

山东省：滨州市、济南市长清区、莱西市、沂源县、东营市垦利区、莱阳市、昌邑市、肥城市、

              威海市环翠区、莒县、沂水县、武城县、临清市、曹县

河南省：信阳市、新郑市、通许县、卢氏县、郏县、安阳县、淇县、原阳县、温县、南乐县、西峡县、

               确山县、兰考县

湖北省：恩施州、沙洋县、咸宁市咸安区、丹江口市、安陆市、谷城县、麻城市、公安县

湖南省：常德市、双峰县、醴陵市、湘潭县、武冈市、汨罗市、衡阳县、龙山县、道县、通道县、浏阳市

广东省：江门市、广州市从化区、江门市新会区、乳源瑶族自治县、佛山市三水区、南雄市、蕉岭县、

              陆河县、德庆县、连平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上林县、灵川县、北海市海城区、北流市、田东县、贵港市覃塘区、

                              天峨县、合山市

海南省：海口市、白沙黎族自治县、文昌市

重庆市：万州区、綦江区

四川省：广元市、简阳市、达州市通川区、巴中市巴州区、什邡市、绵阳市涪城区、宜宾市叙州区、

              雅江县、眉山市东坡区、米易县、射洪市、井研县、荣县、叙永县、雅安市雨城区

贵州省：贵阳市、福泉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遵义市汇川区、剑河县、开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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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表彰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农政改发〔202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部有关直属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勇于创新、锐意进取，顺利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

证，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有力保障了承包农户合法权益，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支撑农业农村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农业农村系统干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工作，农业农村部决定，授予山西省孝义市农村经济发展中心等50个单位“全国农村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李红梅等150人“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再接再厉，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努力在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工作中再立新功。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奋发作为，进一步完善农村承包地“三

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不断开创农村承包地管理与改革新局面。

 

附件：1.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2.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22日

云南省：保山市、富民县、巧家县、曲靖市沾益区、弥勒市、开远市、砚山县、剑川县、腾冲市、

              瑞丽市、丽江市古城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米林县、左贡县、扎囊县

陕西省：汉中市、西安市阎良区、凤县、渭南市华州区、榆林市榆阳区、丹凤县、杨凌示范区杨陵区、

              韩城市

甘肃省：陇南市、永昌县、临夏县、武威市凉州区、甘谷县、会宁县、陇西县

青海省：海西州、西宁市湟中区、海东市乐都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吴忠市利通区、中卫市沙坡头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巩留县、托克逊县、哈巴河县、博湖县、阿克苏市、麦盖提县、洛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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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共50个）

天津市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政策与改革处

河北省

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农村局

山西省

山西省孝义市农村经济发展中心

山西省芮城县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农牧业经营管理站

辽宁省

辽宁省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农村改革处

吉林省

吉林省农村经济管理总站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巴彦县农村经济服务总站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村合作经济服务总站

上海市

上海市奉贤区农村经营管理站

江苏省

江苏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江苏省南通市农业农村局

浙江省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

安徽省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农业农村局

安徽省天长市农业农村局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市农业农村局

江西省

江西省乐平市农业农村局

江西省彭泽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经营管理站

山东省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

山东省聊城市农业农村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农业农村局

河南省

河南省济源市农业经济管理站

河南省获嘉县农业农村局

湖北省

湖北省随县农村经济经营服务中心

湖北省枝江市农村经济经营服务中心

湖南省

湖南省桃江县农业农村局

湖南省宁远县农业农村局

广东省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农业农村局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农业农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农业农村局

海南省

海南省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农业经营管理站

四川省

四川省青神县农业农村局

四川省自贡市农业农村局

四川省农村经营管理总站

贵州省

贵州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贵州省贵阳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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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村经营管理站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农业农村局

陕西省

陕西省延安市农业农村局

陕西省彬州市农业农村局

甘肃省

甘肃省永靖县农业农村局

甘肃省瓜州县农业农村局

青海省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农业农村部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遥感与数

字乡村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农村土地经营管理

服务中心 

附件2

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共150名）

北京市 

张建国   北京市顺义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李红梅（女）  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天津市 

刘洪涛   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王少亮   天津市蓟州区邦均镇人民政府

黄伟娜（女） 天津市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河北省 

高    照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村改革处

樊九峰   河北省魏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总站

王增同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农业农村局

周普业（女） 河北省任丘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经营管理总站

霍新广   河北省平乡县农业农村局

山西省

李秀川   山西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王君玉（女） 山西省长治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中心

贺瑞勋   山西省灵石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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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为宁   山西省临汾市农业经营管理站

张   权   山西省左云县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站

内蒙古自治区 

张    蒙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农牧业经营管理站

朱玉龙   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农业经营管理局

吕春荣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农牧局

张树成   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农牧和科技局

辽宁省 

邴大允   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经营管理总站

张庆海（满族） 辽宁省丹东市农业农村局

崔    勇   辽宁省彰武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史新文   辽宁省铁岭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刘建国   辽宁省朝阳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局

吉林省

吴文欣（女） 吉林省长春市农村经营管理总站

刘    筠   吉林省吉林市农村经济管理站

于立辉   吉林省松原市农村经济管理局

王    颖（女） 吉林省梅河口市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杨勋立   吉林省公主岭市农村经济管理总站

黑龙江省

朱华生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

王    忠   黑龙江省方正县农村经济服务总站

周明久   黑龙江省大庆市农业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农村经济服务站

毕朝辉   黑龙江省庆安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服务站

宋宏军   黑龙江省宁安市农业农村局

付立臣   黑龙江省桦南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服务站

上海市

汪文建   上海市闵行区农村经营管理站

吴全明   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经济管理事务中心

陆锦辉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江苏省 

湛中林   江苏省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朱效民   江苏省徐州市委农办政策和改革处

冯科伟   江苏省常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与改革处

殷宏阳   江苏省淮安区农业农村局

何    玫（女） 江苏省扬中市农业农村局

陈乃宽   江苏省泗洪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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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周永亮   浙江省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瞿存伟   浙江省丽水市农业农村局

黄    永   浙江省乐清市农业农村局

金    莉（女） 浙江省平湖市农业农村局

陈    超   浙江省温岭市农村经营总站

安徽省 

梁红华（女） 安徽省合肥市农业经济技术服务管理总站

盛家文   安徽省涡阳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方群力   安徽省宿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刘联洪   安徽省怀远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祖佑军   安徽省当涂县农业农村局

孟超峰   安徽省宣城市农业农村局

朱华丽（女）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福建省 

钟春元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

林文清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站

许毅辉   福建省龙海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经营服务站

廖玉春（女） 福建省漳平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肖长洪   福建省大田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江西省

郑远禄   江西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罗学祥   江西省永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经营管理站

付    勇   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农村局

黄俊英（女） 江西省宁都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经营管理站

汤    锋   江西省宜春市农业农村局

山东省

张    珂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

翟    群   山东省济南市农业农村局

王清芬（女）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农村经济经营与管理指导站

孙    冲   山东省高青县木李镇人民政府

隋振峰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人民政府

刘    锐   山东省肥城市安临站镇农村经营管理站

张    帅   山东省滨州市农业合作经济经营指导站

河南省

许卫平   河南省驻马店市农业经营管理指导站

何明亮   河南省安阳市农业农村局政策与改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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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显峰   河南省固始县农经管理站

李静丽（女） 河南省孟津县农村经济管理站

刘均莹   河南省汝州市农业农村局

朱金芳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

湖北省

陈爱民   湖北省荆门市农业农村局

何双勤   湖北省天门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

王    珊（女） 湖北省襄阳市农业农村局

陈    樱（女） 湖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

陈卫星   湖北省英山县农村财政和经营管理局

孙    权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农村经济经营服务中心

湖南省

戴安华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

戴维新   湖南省娄底市农村经营管理服务站

刘赞勋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农村经营服务站

齐素琴（女） 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农业农村局

李    华（女） 湖南省韶山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李卫芳（土家族） 湖南省慈利县农村经营服务站

广东省

胡学冬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政策法规与改革处

黄志强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胡冬英（女） 广东省连平县农业农村局

陈建光   广东省蕉岭县农业农村局

陈    鹏   广东省惠州市农业农村局

陈子慰   广东省中山市农业农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韦   波（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

黄   欣（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站

明富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农业农村局

利远艺（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柳   晖（瑶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海南省

韦庆容（女）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焦    鹏（女）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

李俭堂   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

重庆市

王    涛   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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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强   重庆市江津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张正有   重庆市綦江区农村经营管理站

周清泉   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四川省

陈    杰（女） 四川省绵阳市农村人居环境和能源发展中心

张远湘（女） 四川省长宁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刘    敏（女） 四川省武胜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郑富亮（女） 四川省隆昌市农村经济发展指导中心

杜    勇   四川省南充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胡仁萍（女） 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陈    芳（女，藏族） 四川省石棉县农业农村局

贵州省

秦兴国   贵州省福泉市农业农村局

肖昌智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经营管理站

姜   华   贵州省黔东南州农业科教与农村人才服务站

吴   昕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经营管理站

云南省

陈德胜   云南省保山市农村经营管理站

李伟周   云南省德宏州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孙伯东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经营管理站

李朴文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澄江市分校

赵   磊   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农村经营管理站

马   源（回族） 云南省大理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西藏自治区 

闫海洋   西藏自治区曲水县农业农村局

旦增贡桑（藏族） 西藏自治区江孜县农业农村局

陕西省 

康晓敏   陕西省宝鸡市农业宣传信息培训中心

张小惠（女） 陕西省宜君县农村经济发展指导中心

马宏涛   陕西省合阳县农村合作经济工作站

朱西平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农村经营工作站

叶   赟   陕西省商洛市农业农村局

甘肃省

张晓峰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服务中心

王军来   甘肃省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

闫学奎   甘肃省古浪县农业资源监测站

徐麟辉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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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姗（女） 甘肃省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指导站

青海省

殷德军（藏族）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

王    鹏    青海省刚察县农牧业经营管理站

边明琴（女，藏族） 青海省兴海县农村牧区合作经营服务站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    云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胡长青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马国栋（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杨    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指导中心

王一洁（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

农业农村部

刘    涛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土地承包处

马    凯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研究室

朱信利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农村土地经营管理服务中心

郭    琳（女）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遥感与数字乡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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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突出贡献农民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农人发〔20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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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农村局；中央农办秘书局，部机关各司局、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

为肯定农业农村系统和农民群众在促进农产品稳产保供、服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局方面取

得的成绩，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和农民群众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任务中更加奋

发作为，经中央批准，农业农村部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评选范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农产品稳产保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农业农村系统的单位（机构）和个人以

及优秀农民代表。

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评选范围：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各级机关（含党委农村工作

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使用事业编制）及其内设机构。

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评选范围：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各级机关（含党委农村工作

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使用事业编制）的在职人员。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评选范围：扎根农村，从事农业或为农村各类事业发展提供服务的

农村劳动者。企业负责人不参加评选。

副司局级或相当于副司局级以上单位和干部不参加评选。已获得上一层级和同层级表彰的集体和个

人，原则上不再重复表彰。

（二）表彰名额

表彰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100个、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100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300名。各省（区、市）和农业农村部系统有关单位按推荐名额分

配表（附件1）推荐。

二、评选条件

（一）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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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高度重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稳定农业生产供应工作，紧急行动、快速反应，精准施策、团结协

作，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有效开展指导、协调、联络等工作，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有成效。

3.疫情期间农业农村工作有序开展，推动春耕生产有序进行，及时有效监测防控重大病虫害，维持重

要农产品产销秩序平稳，及时解决群众困难问题，工作成效显著，做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稳产保供

“两手抓、两不误”。

4.工作作风过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守各项纪律规矩，工作得到群众认可，近5年内没有发生违纪

违法事件。

（二）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

2.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模范履行岗位职责，在稳定春耕生产、抓好“菜篮子”产品保供、协

调保障农资供应、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落实农村地区防疫措施、为农民群众服务等工作中，承担重要

任务、取得突出成绩。

3.廉洁自律，作风优良。勇挑重担、不畏艰险、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的模

范带头作用突出。近5年内没有发生违纪违法事件。

（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落实疫情防控决策部署。

2.模范执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在参与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支援捐助抗疫一线，抓农业生产、促进农

产品稳产保供，参与保障农村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3.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品德高尚、诚实守信、事迹感人、催人奋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

先锋模范作用突出，得到群众广泛认可。近5年内没有发生违纪违法事件。

三、组织领导

农业农村部成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部评选领导小组”），负责本

次评选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评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部评选办”），设在农业农村部

人事司，具体负责评选表彰日常工作。各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成立推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地

区的评选推荐工作。

四、评选程序

（一）组织推荐。各省级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听取意见、充分酝酿、组织所在单位公示、集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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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上，按照分配名额提出拟推荐对象，于10月19日前将评选工作联系表、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初审推荐表、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初审推荐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突出贡献农民初审推荐表、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

出贡献农民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2、3、4、5、6）电子版及扫描件报送部评选办。农业农村部系统推

荐工作另行通知。

（二）进行初审。部评选办对拟推荐对象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推荐对象，由推荐单位征求相关部门

意见，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确定正式推荐对象，在全省范围内公示后，于10月26日前将农业农

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推荐审批表、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推荐人选征求意见表、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7、8、9、10、11）连同电子版一并报送部评选办。

（三）确定表彰对象。部评选办组织对推荐对象进行复审，提出拟表彰对象名单，报部评选领导小组

审批后进行全国公示，形成最终表彰对象。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面向基层。重点面向基层单位和成绩突出的一线人员。不评选副厅局级或者相当于副厅局

级及以上单位和干部，县处级干部比例控制在总人数的20%以内。

（二）严格评选标准。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功绩导向，重点考虑评选对象在疫情防控中的贡献，坚

持评选标准，确保选准选好事迹突出、精神感人、催人奋进的典型。坚持“谁推荐、谁负责”，所在地区

（单位）要对拟推荐对象严格把关，确保推荐材料的真实性，拟推荐对象按照管理权限征求有关部门意

见。省级评选机构要采取适当方式深入考察了解推荐对象，坚决杜绝带“病”推荐、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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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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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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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或个人，如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撤销其所获荣誉，并收回奖牌、奖章、证书。

（四）强化疫情防控。在开展推荐评选各项工作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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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人员聚集，切实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不出纰漏。

六、表彰形式

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颁发奖牌、证书；对评

选出的先进个人和突出贡献农民授予“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或“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突出贡献农民”称号，颁发奖章、证书，不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

联系人：顾   鹏  李梓正

联系电话：010-59194212、59193323    

传真：010-5919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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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rlzxrcpjc@.agri.gov.cn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2号楼710室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人才评价处

邮政编码：100125

                                        

附件：1.推荐名额分配表

2.评选工作联系表

3.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初审推荐表

4.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初审推荐表

5.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初审推荐表

6.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

   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

7.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8.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9.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推荐审批表

10.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推荐人选

    征求意见表

11.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

     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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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确认2020年度 
第八批远洋渔业项目的通知

农渔发〔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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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八批远洋渔业项目涉及的12个国家或海域、19家远洋渔业企

业、115艘远洋渔船予以项目确认（见附件）。

 

附件：2020年度第八批远洋渔业项目确认表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14日

附件       

2020年度第八批远洋渔业项目确认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执行
单位

作业
船数

作业
渔船

作业
类型

起始
日期

截止
日期

备注

1 摩洛哥 　 　 　 　 　 　 　

　 　
上海蒂尔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
8

沪渔853、855、856、
1203、1204、1205、1206、

1207
拖网 2020-10-1 2021-3-31 　

2 毛里塔尼亚 　 　 　 　 　 　 　

　 　
上海蒂尔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
5

沪渔849、850、851、852、
854

拖网 2020-10-1 2021-3-31 　

　 　 　 9
沪渔1705、1706、1707、

1708、1709、1710、1711、
1712、1713

拖网 2020-6-29 2021-3-31 　

3 喀麦隆 　 　 　 　 　 　 　

　 　
大连海陆丰远洋

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3 海陆丰13、15、16 拖网 2020-10-1 20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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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执行
单位

作业
船数

作业
渔船

作业
类型

起始
日期

截止
日期

备注

4 乌拉圭 　 　 　 　 　 　 　

　 　
舟山海得利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2 千联1号、2号 拖网 2020-9-30 2021-3-31 　

5 几内亚 　 　 　 　 　 　 　

　 　
大连瑞泰丰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2 瑞泰丰15、16 拖网 2020-9-13 2021-3-31 　

6 几内亚比绍 　 　 　 　 　 　 　

　 　
福建世海渔业

有限公司
6

福远渔125、126、127、
128、129、130

拖网 2020-10-1 2020-12-31

渔获需经
邻近的塞
内加尔达
喀尔港进
行转运

　 　 　 6
福远渔9801、9802、

9803、9805、9806、9807
拖网 2020-10-1 2020-12-31

　 　 　 6
福远渔9808、9809、

9810、9811、9812、9813
拖网 2020-10-1 2020-12-31

　 　 　 4 福远渔118、119、120、123 拖网 2020-10-1 2020-12-31

　 　 　 1 福远渔运67 冷藏运输船 2020-10-1 2020-12-31

7 印度洋公海围网项目　 　 　 　 　

　 　
领航（福建）渔业

有限公司
2 福远渔817、818 围网 2020-10-1 2021-3-31 　

　 　
福建正冠渔业开发

有限公司
2 福远渔8502、8506 灯光围网 2020-8-31 2021-3-31 　

8 太平洋海域金枪鱼项目　 　 　 　 　

　 　
舟山太平洋金枪鱼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7
新世纪201、202、203、

205、206、215、216
金枪鱼延绳钓 2020-10-1 2021-3-31 　

　 　
威海市恒源渔业

有限公司
1 鲁乳远渔669 金枪鱼延绳钓 2020-9-17 2021-3-31 　

　 　 　 2 鲁乳远渔118、138 金枪鱼延绳钓 2020-9-15 2021-3-31 　

9 北太平洋、东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公海（含阿根廷）鱿鱼钓项目　 　 　 　 　

　 　
舟山市金海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1 金海771 鱿鱼钓 2020-10-1 2020-12-31 　

　 　
福建省平潭县远洋
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5
福远渔7620、7621、7622、

7624、7625
鱿鱼钓 2020-9-14 2021-3-31 　

　 　 　 5
福远渔7626、7627、7628、

7629、7630
鱿鱼钓 2020-9-14 2021-3-31 　

　 　
舟山市弘普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2 弘普1、57 鱿鱼钓 2020-10-1 2021-3-3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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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执行
单位

作业
船数

作业
渔船

作业
类型

起始
日期

截止
日期

备注

　 　
浙江舟山顺泽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1 顺泽836 鱿鱼钓 2020-9-23 2021-3-31 　

　 　 　 4 顺泽6、77、85、811 鱿鱼钓 2020-9-30 2021-3-31 　

　 　
舟山宁泰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
4 宁泰8、59、71、85 鱿鱼钓 2020-10-1 2020-12-31 　

　 　 　 1 宁泰56 鱿鱼钓 2020-10-1 2021-3-31 　

　 　 　 2 宁泰55、69 鱿鱼钓 2021-1-1 2021-3-31 　

　 　 　 1 宁泰717 鱿鱼钓 2020-8-28 2021-3-31 　

　 　
舟山市万鑫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1 万鑫38 鱿鱼钓 2020-10-1 2020-12-31 　

　 　
舟山市华鹰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1 华鹰261 鱿鱼钓 2020-10-1 2021-3-31 　

　 　
山东鑫弘集团

有限公司
2 鲁荣远渔831、835 鱿鱼钓 2020-9-28 2021-3-31 　

　 　 　 2 鲁荣远渔832、833 鱿鱼钓 2020-9-30 2021-3-31 　

　 　
蓬莱京鲁渔业

有限公司
1 鲁蓬远渔098 鱿鱼钓 2020-10-4 2021-3-31 　

　 　
舟山市明翔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1 明翔857 鱿鱼钓 2020-10-1 2021-3-31 　

　 　
舟山市金海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4 金海716、718、767、788 鱿鱼钓 2020-10-1 2020-12-31 　

10 印度洋公海鱿鱼钓项目　 　 　 　 　

　 　
福建省平潭县远洋
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5
福远渔7620、7621、7622、

7624、7625
鱿鱼钓 2020-9-14 2021-3-31 　

　 　 　 5
福远渔7626、7627、7628、

7629、7630
鱿鱼钓 2020-9-14 2021-3-31 　

　 　
浙江舟山顺泽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1 顺泽836 鱿鱼钓 2020-9-23 2021-3-31 　

11 西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项目　 　 　 　 　

　 　
蓬莱京鲁渔业

有限公司
1 鲁蓬远渔098 舷提网 2020-10-4 2021-3-31 　

12 南极海域磷虾项目　 　 　 　 　

　 　
福建正冠渔业开发

有限公司
1 福远渔9818 拖网加工 2020-10-1 2020-12-3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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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长江建档立卡退捕渔民 
申领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工作的通知

农渔发〔2020〕22号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

庆、贵州、云南省（市）农业农村厅（局，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1号）等要求，切实做好长江建档立卡退捕渔民（以下简称“退捕渔

民”）就业帮扶，支持有意愿的退捕渔民到海洋渔业船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渔民自愿，做好精准帮扶

沿江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开展摸底排查，准确掌握退捕渔民就业需求，将退捕渔民纳入高素质农民

培训计划，对有意愿到海洋渔业船舶工作的，可单独建立台账。沿海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摸清本地海洋

渔业船员劳务需求，主动对接有长江退捕任务的地区，联合提出培训计划，积极安排师资力量，认真做好

精准帮扶，提高退捕渔民再就业率。

二、加强教育培训，强化考证服务

退捕渔民申领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由其户籍所在地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资格审核并组织海

洋渔业基本安全培训。已持有内陆渔业船员证书的退捕渔民，需参加海洋渔业基本安全理论培训，并经

其户籍所在地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具体科目见附件1）；未持有内陆渔业船员证书的退捕渔

民，需参加海洋渔业基本安全理论和实操培训，并经其户籍所在地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组织的理论考试

和实操评估合格（具体科目见附件2）。沿江省（市）缺少海洋渔业基本安全实操评估师资力量的，我部渔

业渔政管理局将协调沿海省（区、市）进行协助。

退捕渔民完成海洋渔业基本安全培训并经考核或考试合格后，持户籍所在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出具

的渔业船员培训证明和考核或考试合格证明等相关材料（见附件3），前往拟初次任职的任一沿海地区渔

业主管部门申领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统一将退捕渔民培训和考核或考试信息录

入中国渔业船员管理系统，沿海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核实退捕渔民的培训和考核或考试合格等信息，

并按《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相关要求，为退捕渔民签发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

三、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培训效率

考虑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培训和考核或考试，切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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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培效率。沿江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线上培训和考核或考试的推进力度，引导退捕渔民利用我部渔

业渔政管理局备案的APP开展线上培训和考核或考试。目前，“中渔学院”和“兴渔学堂”APP已在我部渔

业渔政管理局备案，均可实现海洋渔业普通船员线上基本安全培训和考核或考试，退捕渔民可搜索“中

渔学院”或“兴渔学堂”APP，下载安装并完成注册后，即可免费完成规定的培训和考核或考试。

联系人：郑   珂，电话：010-59192982，13691166138

              王义刚，电话：18611952069

 

附件：1.已持证退捕渔民培训和考核科目

2.未持证退捕渔民培训和考试科目

3.申请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提交材料清单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16日

附件1

已持证退捕渔民培训和考核科目

1．海上求生                         4学时

2．船舶消防                         4学时

3．应急措施                         4学时

4．海上急救                         4学时

5．海上防污                         2学时

6．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2学时

附件2

未持证退捕渔民培训和考试科目

 

一、理论学习及学时

1．海上求生                         4学时

2．船舶消防                         4学时

3．应急措施                         4学时

4．海上急救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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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上防污                         2学时

6．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2学时

二、实操评估及学时

1．救生器材                         2学时

2．救生方法                         3学时

3．消防器材                         3学时

4．急救                                 2学时

附件3

申请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提交材料清单

1.渔业船员证书申请表

2.12个月以内的渔业船员健康证明

3.正面免冠2寸彩色照片

4.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5.渔业船员培训证明

6.考核或考试合格证明

7.内陆渔业船员证书复印件（仅限持证渔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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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 
《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的通知

农渔发〔2020〕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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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

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1号）等文件精神，积极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对

渔政执法工作的新要求，保障长江禁捕等重大战略决策的落实落地，我部编制了《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

导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见附件），按执法区域和队伍性质提出了省市县三级渔政执法机构执法装备

配备的项目和数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实施，有关要求如下。

一、高度重视渔政执法装备建设。船艇等渔政执法装备是渔政执法机构履行打击非法捕捞、保障安

全生产、管理涉外渔业、维护国家渔业权益等职能职责的必备手段。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做好渔政执法

装备建设的牵头抓总工作，要在厘清本辖区渔业执法职责和任务的基础上，根据本《标准》合理确定不

同层级渔政执法机构的执法装备配备需求，抓紧起草本地区渔政执法装备标准、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

依照相关程序报批后实施，确保渔政执法装备与新时期渔业执法任务相适应。具有涉外渔业管理任务、

边境交界水域及长江流域等渔业执法任务较重的地区，可适当提高渔政执法装备配置标准。

二、因地制宜统筹配备不同层级执法装备。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要依据《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

导目录》、渔业海（水）上执法特点和本《标准》要求，按照职权法定、属地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在明确

省市县执法权限和职责分工的基础上，统筹配备各层级渔政执法装备，适度向市县两级倾斜，全方位提升

执法监管能力。跨区域的湖泊渔政执法机构可参考地市级标准配备装备；县级以下设置中队或乡镇基层

渔政执法队伍的，原则上不超过县级装备配置标准。独立建设扣船所有困难的，亦可由地方政府统一建

设使用。依照本《标准》配备的各类渔政执法装备均应考虑到水上执法特点，具备一定防水性能。

三、多元化途径保障执法装备建设及维护经费。按照支出与事权相适应原则，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摸清本辖区渔政执法装备数量及性能需求，专题向同级党委、政府做好汇报，并主

动加强与财政、发改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落实渔政执法装备建设及维护资金；同时，统筹使用好渔业

油价补贴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加强当前亟需的渔政执法装备的建设和运维，多元化途径保证渔政执法

装备配备能够满足执法工作需要。

四、加强渔政执法装备规范管理。建造、更新、改造船艇等专用渔政执法装备，要按照《渔业行政执

法船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办理注册登记、统一编号后方可执行渔业执法任务；报废船艇须提出后续处

置方式报我部办理注销手续。要按要求建立执法装备台账，指定专人负责日常使用记录、保养、校验和日

常维修，并强化相关人员业务培训，规范使用执法装备，确保水上执法安全。要根据渔政执法的新形势、

新任务及时补充、更新执法装备，持续加强渔政执法能力建设和条件保障。

 

附件：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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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

《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包含沿海独立设置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装备配备指导标准、沿海

集中行使渔业执法职能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内陆独立设置的渔政

监督管理机构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内陆集中行使渔业执法职能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渔政执法装

备配备指导标准等四个部分。

一、沿海独立设置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装备配备指导标准

类别 序号 名称 省级（总队） 地市级（支队） 县级（大队）

基
础
装
备
类

1 渔政执法船艇

500吨级以上渔政船2艘
300吨级以上渔政船1艘 

（高速1艘） 100吨级及以上渔政船2艘 
（高速至少1艘）

300吨级渔政船2艘 
（高速至少1艘）

100吨级渔政船2艘 
（高速至少1艘）

100吨级渔政船2艘 
（高速至少1艘）

300吨级以上渔政船每船
配执法快艇2艘，

100吨级渔政船每船配
执法快艇1艘

300吨级以上渔政船每船
配执法快艇2艘，

100吨级渔政船每船配
执法快艇1艘

300吨级渔政船每船配高速执
法快艇2艘,100吨级渔政船每

船配高速执法快艇1艘；每个独
立水面配高速执法快艇至少1

艘，冲锋舟至少2艘

2 执法专用车辆（含车载设备） 每5人1辆

3 渔政执勤码头
停泊100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1座
停泊50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1座
停泊30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1座

4 扣船所 渔船容量超过30艘扣船所1座

5 执法无人机 每船2架

6 制式无线电监测站 100吨级以上渔政船每船1台

7 手持式或便携式无线电监测设备 100吨级渔政船每船2台

8
水产品快速检验车 

（含车载装备）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每个机构至少1辆

9 定位导航仪 每车（船）1台

10 车载冷藏箱 1个 2个 2个

11 台式计算机 每人1台

12 打印机 每3人1台

13 传真机 每3人1台

14 装订机 每3人1台

15 复印机 2台 3台 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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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称 省级（总队） 地市级（支队） 县级（大队）

基
础
装
备
类

16 投影仪 2台

17 扫描仪 2台 3台 4台

18 笔记本电脑 每人1台

19 便携式打印机 每3人1台

20 便携式复印机 每3人1台

21 便携式快速扫描仪 每3人1台

22 对讲机 每人1台

23 移动执法终端（手机、PAD等） 每人1台

24
条码（二维码）识别仪器
（电子监管码识别终端）

每2人1台

25 冰箱（冰柜） 1个 2个 2个

26 执法箱（含检疫执法工作箱）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27 执法包 每人1个

28 渔政专用超短波电台（船载） 每船1台

29 远程定向扩音系统 每船1台

30 强光手电 每人1个

取
证
设
备
类

31 望远镜 每5人1台

32
抽样工具包（手电筒、剪刀、
镊子、放大镜、抽样袋等）

每3人1套

33 便携式冷藏箱 每5人1台

34
无菌采样袋、采样袋、采样瓶、

一次性医用橡胶手套、
一次性工作服等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35 暗访取证设备 每5人1套

36 数码照相机 每3人1台

37 数码摄像机 每5人1台

38 红外摄像机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39
高清视频取证设备

（带夜视功能）
每5人1台，每艘渔政船至少1台

40 录音笔 每人1个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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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称 省级（总队） 地市级（支队） 县级（大队）

取
证
设
备
类

41 移动式监控摄像头 每5人1台

42 手持式定位仪 每5人1台

43
AIS检定仪（含信号分析、设备分

析、历史轨迹回放等功能）
每5人1台

44
全天候超远距热感应光电调查

取证系统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至少每船1套或每机构1套

45 小目标雷达 每船1台 每船1台 每船1台

46 现场执法记录仪 每人1套

47 红外线测距仪 每5人1台

48 红外线测温仪 1套

49 农（兽）药残留快速检测仪 每5人1台

50
现场快速检测盒、检测卡、试剂、

试纸类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应
急
专
用
类

51 便携式卫星电话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52 移动存储器 每人1个

53 无线上网卡 每台笔记本1个

54 车载电源转换器 每车1台

55 手持扩音器 2台

56
个人防护设备（含救生用品、有
毒有害物质防护服、专业防护用

品等）
每人1套

57

应急保障装备（包括移动电源、
便携式车用充气泵、应急帐篷、
冷暖风机、防水接线板、电灯、汽
油桶、净水装置、便携炊具、电热

水壶、警示标志等）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备注：1.本部分所指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包括独立设置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渔业与海洋、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水利等行业综合

                 设置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2.根据实际需求可配备具有载货或越野功能的执法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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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称 省级（总队） 地市级（支队） 县级（大队）

基
础
装
备
类

1 渔政执法船艇

500吨级以上渔政船1艘

300吨级以上渔政船1艘 
（高速1艘）

100吨级及以上渔政船2艘 
（高速至少1艘）

300吨级渔政船2艘 
（高速至少1艘）

100吨级渔政船2艘 
（高速至少1艘）

100吨级渔政船1艘 
（高速1艘）

300吨级以上渔政船每船配执法
快艇2艘,100吨级渔政船每船配

执法快艇1艘

300吨级以上渔政船每船配执法
快艇2艘,100吨级渔政船每船配

执法快艇1艘

300吨级渔政船每船配高速执法
快艇2艘,100吨级渔政船每船配
高速执法快艇1艘；每个独立水
面配高速执法快艇至少1艘，冲

锋舟至少2艘

2 渔政执勤码头
停泊100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1座
停泊50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1座
停泊30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1座或视需求而定

3 扣船所 容量超过30艘的扣船所1座

4 执法无人机 每船2架

5 制式无线电监测站 100吨级以上渔政船每船1台

6
手持式或便携式无

线电监测设备
100吨级渔政船每船2台

7
渔政专用超短波电

台（船载）
每船1台

8 远程定向扩音系统 每船1台

取
证
设 
备 
类

9
高清视频取证设备

（带夜视功能）
每5人1台，每艘渔政船至少1台

10

AIS检定仪（含信号
分析、设备分析、
历史轨迹回放等功

能）

每5人1台

11 小目标雷达 每船1台

二、沿海集中行使渔业执法职能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

备注：1.《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中已列出的，按《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实施，
            未列出的按本标准实施；
           2.根据实际需求可配备具有载货或越野功能的执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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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称 省级（总队） 地市级（支队） 县级（大队）

基
础
装
备
类

1 渔政执法船艇

100吨级以上渔政船1艘 
（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

水域地区）

50吨级以上渔政船1艘 
（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水

域地区）

水域面积大于50平方公里或江
（河）面长度大于100公里的地区
配50吨级（含）以上渔政船至少1
艘（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水域

地区）

50吨级渔政船1艘 30吨级渔政船1艘
每个独立渔业水域配执法快艇
至少2艘或每50公里江段配执法
快艇2艘；其他地区视需求而定

每艘渔政船至少配执法快
艇2艘

执法快艇至少2艘，执法冲
锋舟1至2艘

执法冲锋舟每个独立水面至少
配1艘，每个渔政执法机构至少

配2艘

2 执法专用车辆（含车载设备） 每5人1辆

3 渔政执勤码头或趸船

停泊10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或趸船1座 

（限大江大湖、
边境交界水域停泊吨位需

达到100吨）

停泊5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或趸船1座 

（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水
域地区）

停泊3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1座 
（限大江大湖、

边境交界水域地区）

4 扣船所 容量超过10艘的扣船所至少1座

5 执法无人机 每机构至少2架

6
水产品快速检验车 

（含车载装备）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每个机构至少1辆

7 定位导航仪 每车（船）1台

8 车载冷藏箱 1个 2个 2个

9 台式计算机 每人1台

10 打印机 每3人1台

11 传真机 每3人1台

12 装订机 每3人1台

13 复印机 2台 3台 4台

14 投影仪 2台

15 扫描仪 2台 3台 4台

16 笔记本电脑 每人1台

17 便携式打印机 每3人1台

18 便携式复印机 每3人1台

三、内陆独立设置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装备配备指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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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称 省级（总队） 地市级（支队） 县级（大队）

基
础
装
备
类

19 便携式快速扫描仪 每3人1台

20 对讲机 每人1台

21
移动执法终端

（手机、PAD等）
每人1台

22
条码（二维码）识别仪器
（电子监管码识别终端）

每2人1台

23 冰箱（冰柜） 1个 2个 2个

24 执法箱（含检疫执法工作箱）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25 执法包 每人1个

26 渔政专用超短波电台（船载） 每船1台

27 远程定向扩音系统 每船1台

28 强光手电 每人1个

取
证
设 
备 
类

29 望远镜 每5人1台

30
抽样工具包（手电筒、剪刀、镊

子、放大镜、抽样袋等）
每3人1套

31 便携式冷藏箱 每5人1台

32
无菌采样袋、采样袋、采样瓶、
一次性医用橡胶手套、一次性

工作服等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33 暗访取证设备 每5人1套

34 数码照相机 每3人1台

35 摄像机 每5人1台

36 红外摄像机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37
高清视频取证设备

（带夜视功能）
每5人1台，每艘渔政船至少1台

38 录音笔 每人1个

39 移动式监控摄像头 每5人1台

40 手持式定位仪 每5人1台

41 现场执法记录仪 每人1套

42
AIS检定仪（含信号分析、设备
分析、历史轨迹回放等功能）

每5人1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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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称 省级（总队） 地市级（支队） 县级（大队）

取
证
设 
备 
类

43
全天候超远距热感应光电调

查取证系统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44 小目标雷达 每船1台 每船1台 每船1台

45 红外线测距仪 每5人1台

46 红外线测温仪 1套

47 农（兽）药残留快速检测仪 每5人1台

48
现场快速检测盒、检测卡、试

剂、试纸类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应
急
专
用 
类

49 便携式卫星电话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50 移动存储器 每人1个

51 无线上网卡 每台笔记本1个

52 车载电源转换器 每车1台

53 手持扩音器 2台

54
个人防护设备（含救生用品、
有毒有害物质防护服、专业防

护用品等）
每人1套

55

应急保障装备（包括移动电
源、便携式车用充气泵、应急

帐篷、冷暖风机、防水接线板、
电灯、汽油桶、净水装置、便
携炊具、电热水壶、警示标志

等）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

备注：1.本部分所指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包括独立设置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渔业与水利、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等行业综合设置的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2.省级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仅适用于有省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地区；

           3.根据实际需求可配备具有载货或越野功能的执法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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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称 省级（总队） 地市级（支队） 县级（大队）

基
础 
装 
备 
类

1 渔政执法船艇

100吨级以上渔政船1艘 
（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水

域地区）

50吨级以上渔政船1艘 
（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

水域地区）

水域面积大于50平方公里或江
（河）面长度大于100公里的地区
配50吨级（含）以上渔政船至少1

艘（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水域地
区）

50吨级渔政船1艘 30吨级渔政船1艘
每个独立渔业水域配执法快艇至
少2艘或每50公里江段配执法快艇

2艘；其他地区视需求而定

每艘渔政船至少配执法快
艇2艘

执法快艇至少2艘，执法
冲锋舟1至2艘

执法冲锋舟每个独立水面至少配1
艘，每个渔政执法机构至少配2艘

2 渔政执勤码头或趸船

停泊10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或趸船1座 

（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水
域停泊吨位需达到100吨）

停泊5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或趸船1座 
（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

水域地区）

停泊30吨级以上船舶
渔政执勤码头1座 

（限大江大湖、边境交界水域地
区）

3 扣船所 容量超过10艘的扣船所1座

4 执法无人机 每机构至少2架

5
渔政专用超短波电台

（船载）
每船1台

6 远程定向扩音系统 每船1台

取 
证 
设 
备 
类

7
高清视频取证设备

（带夜视功能）
每5人1台，每艘渔政船至少1台

8
全天候超远距热感应光电

调查取证系统
根据执法工作需要配备，至少每船1台或每机构1台

四、内陆集中行使渔业执法职能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

备注：1.《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中已列出的，按《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实施，

             未列出的按本标准实施；  

           2.省级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导标准仅适用于有省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地区；

           3.根据实际需求可配备具有载货或越野功能的执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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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创新方式安全有序开展2020年农村实用人才 
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工作的通知

农办人〔2020〕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农业农村

局：

农村实用人才是农业农村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持续提供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保障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顺利完成，202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将继续举办

202期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班，其中包括2期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专题研修

班。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安全有序做好示范培训工作，如期完成各项培训任务，保障培训

质量和效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主题和对象

（一）培训主题。聚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农民创新创业和乡村基层治理，举办创业富民主题培训班

100期、乡村发展与治理主题培训班70期、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主题培训班30期、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创业

富民专题研修班2期。

在创业富民主题中，设置“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农村妇女带头人培训班3期、贫困地区家庭农场主能

力提升专题培训班2期、乡村能工巧匠专题培训班2期、农业农村电子商务专题培训班5期、返乡入乡创新

创业专题培训班2期。在乡村发展与治理主题中，设置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村干部培训班30期、“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农村妇女带头人培训班3期。

（二）培训对象。示范培训继续全部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培训对象覆盖全部国家级贫困县，重点向未

摘帽的52个贫困县倾斜，做到应训尽训。重点遴选贫困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大学生村官、党员骨

干以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乡村能工巧匠、返乡下乡“双创”人员中的带头人作为

培训对象。

1.创业富民主题培训班。培训对象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小微农业企业、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及经营管理骨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其中：“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农村妇女带头人培训班主要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女性骨干、农村妇女创业带头人。贫

困地区家庭农场主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主要面向家庭农场主及经营管理骨干。乡村能工巧匠专题培训班

主要面向乡村能工巧匠、手工业从事人员及经营管理人员。农业农村电子商务专题培训班主要面向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益农信息社负责人、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专题培训班主要面向

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

2.乡村发展与治理主题培训班。培训对象为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及村“两委”其他成员、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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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其中：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村干部培训班主要面向边疆民族地区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及村“两

委”其他成员、党员骨干。“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农村妇女带头人培训班主要面向村“两委”中的女干部。

3.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主题培训班。培训对象为在农村工作1年以上的大学生村官（包括到村任职、

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

4.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专题研修班。培训对象为在贫困村任职、有创业富民项目或创业计划

的大学生村官（包括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

（三）学员遴选

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村干部培训班和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主题培训班学员推荐和调训工作由各省级

党委组织部门商同级农业农村部门落实。创业富民主题和乡村发展与治理主题培训班学员推荐和调训工

作由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商同级党委组织部门落实，其中专题培训班学员推荐和调训工作由农业农村部

相关司局和单位落实。“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农村妇女带头人培训班学员推荐和调训工作由全国妇联组织

落实。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专题研修班计划另行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员名额分配详见附

件1。

二、课程设置和培训形式

（一）课程设置

示范培训以帮助学员转变观念、拓展思路和提升能力为目标，设置公共课、专题课、特色课。其中，公

共课设置中央1号文件及相关政策解读、产业扶贫、农业高质量发展等课程；专题课结合培训班主题，设

置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治理、创业指导、农产品质量安全、产业发展、农村消防安全等课程；特色课由

各省结合基地资源优势、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人才成长需求自主安排，以经验传授、现场教学、交流研讨

等方式开展。

（二）培训形式

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避免不必要的人员聚集，切实降低感染风险，保持安全授课距离

和培训环境，在“村庄是教室、村官是教师、现场是教材”培训模式基础上，创新方式方法，因地因时制

宜，采取就地就近、小班教学、严格管理、线上线下等措施，确保示范培训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1.就地就近。为切实减少人员流动，降低感染风险，培训基地优先安排培训本省学员，确需跨省培训

的，尽量安排临近省份。

2.小班教学。每期培训班总人数100人，根据培训基地设施及管理条件，可拆分为多个小班，分批次进

行培训，各批次学员要严格分开，避免人员交叉，每次现场培训集中人数原则上不超过50人。

3.严格管理。学员参加培训前3日内应进行核酸检测，并填写14天行程表，未前往疫情防控重点地区、

未接触疫情防控高危人员，且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参加培训。培训班严格实行封闭管理。培训期间

在室内上课需全程戴口罩，每天测体温，农业农村部派出辅导员跟班指导。

4.线上线下。现场教学、经验传授、交流研讨等课程，各省可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在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以线下方式为主进行，鼓励采用实地观摩、田间考察等形式到户外开展教学，促进看、思、

议、研、学相结合。鼓励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公共课、专题课可以线上培训形式进行，各基

地可通过“云上智农”在线学习平台组织师资进行在线授课、答疑和互动交流，要通过为学员购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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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学习咨询、产业指导等跟踪服务等，辅助参训学员在线学习和自学的开展，确保培训质量。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一）培训时间。各省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结合培训基地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培训时间，

2020年12月底前完成培训任务。期间尽量避开传统节日、法定假期和农忙季节，每期培训班时间均为7

天。

（二）培训地点。农业农村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和有关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各培训基地

培训计划任务详见附件2。

四、组织管理

（一）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工作由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农业农村部人事司负

责统筹和管理，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负责培训的组织、指导、监督

和考核。

（二）各培训基地所在地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省级组织部门负责课程设计、师资聘请、学员选调

及培训基地管理等具体工作。其中2020年中央1号文件等政策解读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安排专人主讲，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由省级组织部门安排专人主讲。

（三）涉及学员跨省线上培训的，学员所在地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和组织部门要协调帮助培训单位做

好学员组织、设施条件落实等工作。

（四）各培训基地负责培训班组织、经验传授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五、有关要求

（一）参与培训组织的各单位和培训基地要高度重视培训期间的安全工作，严格执行新冠肺炎疫情

有关防控措施，做好交通、餐饮、住宿及教学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管理，确保参训人员人身财产安全。参训

学员应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培训的有关规定，保障自身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防止意外事件发

生。

（二）请各学员选调部门根据本计划，认真做好学员选调工作，选调参训学员时要严格把关，须选派

身体健康，非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年龄在60岁以下的国定贫困县人员参训，重点面向深度贫困地区，把

培训对象瞄准农村脱贫致富带头人。要注意发挥行业部门、行业协会等的作用，增强学员选调的精准性。

近三年参加过示范培训班的，原则上不再选派参加相同主题培训班。

各学员选调部门应于开班前一周将参训学员名单（报名表见附件3）报送农业农村部联系单位（农业

农村部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审核，审核通过后，将参训学员名单发送至各培训基

地。其中，大学生村官培训班参训人员名单请各省级党委组织部门同时报送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六处备

案。

各学员选调部门要与相应培训基地及培训基地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及时对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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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学员报名、报到行程、接站等事宜（联系方式见附件4）。

（三）示范培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已通过农业生产发展转移支付资金统筹安排，作为指导性任务下

达，主要用于参训学员往返交通费、疫情防控相关费用和在培训基地的食宿费、培训费、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以及在线学习费用等。各培训基地所在地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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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积极与省级财政部门沟通

衔接，切实保障任务和资金落实，确保示范培训取得实效。

（四）请各学员选调部门通知参训学员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参训学员提供近期免冠证件照片（2寸）

两张，用于建立学员登记卡。大学生村官需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当好村官、服务农业农村发展自拟题目，

撰写一篇2500字左右的论文，报到时交会务组（同时报电子稿）。

（五）各学员选调部门要派出领队，统一组织学员参训。领队负责参训学员启程前往培训地点至培训

结束返回期间的组织管理。

各省应于开班前一周将培训方案（含日程安排）报农业农村部联系单位审核。各培训基地要提前制定

培训安全应急预案，并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附件：1．学员名额分配表

2．各培训基地计划任务表

3．参训人员报名表

4．联系方式表

        （附件3，4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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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培训地点 培训主题 参训人数（人）

1 河北

河北周台子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0

北京韩村河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40

天津毛家峪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60

河北周台子村 创业富民 200

河北刘现庄村 创业富民 300

河北周台子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200

河北刘现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北京韩村河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50（边疆民族地区）

105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200人、边疆民族地区50人）

2 山西

山西贾家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80

山西贾家庄村 创业富民 100

北京韩村河村 创业富民 100

天津毛家峪村 创业富民 100

陕西梁家河村 创业富民 100

山西贾家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天津毛家峪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陕西梁家河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78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80人）

3 内蒙古

内蒙古富吉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70

北京韩村河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40

天津毛家峪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山西贾家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内蒙古富吉村 创业富民 100

天津毛家峪村 创业富民 100

河北周台子村 创业富民 100

山西贾家庄村 创业富民 50

辽宁范杖子村 创业富民 50

甘肃前进村 创业富民 100

宁夏新平村 创业富民 50

附件1

学员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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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培训地点 培训主题 参训人数（人）

3 内蒙古

内蒙古富吉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山西贾家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50

内蒙古富吉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陕西梁家河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105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150人、边疆民族地区200人）

4 吉林

内蒙古富吉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30

黑龙江兴十四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吉林陈家店村 创业富民 50

辽宁大梨树村 创业富民 350

辽宁范杖子村 创业富民 50

吉林陈家店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50（边疆民族地区）

北京韩村河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50（边疆民族地区）

辽宁大梨树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50（边疆民族地区）

65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50人、边疆民族地区150人）

5 黑龙江

黑龙江兴十四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80

黑龙江兴十四村 创业富民 300

黑龙江正兰三村 创业富民 200

北京韩村河村 创业富民 100

天津毛家峪村 创业富民 100

辽宁大梨树村 创业富民 350

辽宁范杖子村 创业富民 100

吉林陈家店村 创业富民 50

黑龙江兴十四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200

黑龙江正兰三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黑龙江兴十四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辽宁大梨树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50（边疆民族地区）

吉林陈家店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50（边疆民族地区）

178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80人、边疆民族地区200人）

6 安徽

安徽小岗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0

江苏华西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40

浙江缪家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40

安徽小岗村 创业富民 100

浙江缪家村 创业富民 1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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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培训地点 培训主题 参训人数（人）

6 安徽

福建兰田村 创业富民 100

安徽小岗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58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180人）

7 江西

江西凤凰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江西凤凰村 创业富民 100

江苏华西村 创业富民 100

福建兰田村 创业富民 100

江西凤凰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45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50人）

8 河南

河南刘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80

北京韩村河村 创业富民 100

河南刘庄村 创业富民 300

安徽小岗村 创业富民 100

河南刘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200

安徽小岗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河北刘现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98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80人）

9 湖北

湖北星光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湖北南桥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浙江缪家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60

福建兰田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0

江西凤凰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河南刘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湖北星光村 创业富民 200

湖北南桥村 创业富民 100

天津毛家峪村 创业富民 100

上海九星村 创业富民 100

江苏华西村 创业富民 100

安徽小岗村 创业富民 100

江西凤凰村 创业富民 100

河南刘庄村 创业富民 100

湖北星光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江苏华西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5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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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培训地点 培训主题 参训人数（人）

9 湖北

河南刘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福建兰田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50（边疆民族地区）

153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330人、边疆民族地区50人，咸丰100人、来凤100人）

10 湖南

湖南老街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60

广东平甫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湖南老街村 创业富民 100

上海九星村 创业富民 100

浙江缪家村 创业富民 200

福建兰田村 创业富民 100

江西凤凰村 创业富民 200

江苏华西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50

江西凤凰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福建兰田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50（边疆民族地区）

98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80人、边疆民族地区50人，龙山120人、永顺120人）

11 广西

广西红岩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广东平甫村 创业富民 200

广西鹿塘社区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广东平甫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45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50人、边疆民族地区200人）

12 海南

海南翁毛村 创业富民 100

广东平甫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30

13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30人）

13 重庆

重庆上河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0

福建兰田村 创业富民 100

重庆上河村 创业富民 200

湖北南桥村 创业富民 100

浙江缪家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50

重庆上河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重庆上河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85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200人、边疆民族地区100人）

14 四川

四川农科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0

北京韩村河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天津毛家峪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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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培训地点 培训主题 参训人数（人）

14 四川

江苏华西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湖北星光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湖北南桥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四川农科村 创业富民 50

天津毛家峪村 创业富民 100

湖北星光村 创业富民 100

湖北南桥村 创业富民 100

陕西韩村 创业富民 100

浙江缪家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50

湖北南桥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四川农科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湖北星光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109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290人、边疆民族地区200人）

15 贵州

贵州核桃坝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湖南老街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40

贵州核桃坝村 创业富民 200

湖南老街村 创业富民 100

贵州核桃坝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50

湖南老街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贵州核桃坝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湖南老街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71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60人、边疆民族地区200人，剑河60人）

16 云南

云南大营街社区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0

福建兰田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0

广东平甫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50

广西红岩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50

贵州核桃坝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80

云南大营街社区 创业富民 300

广东平甫村 创业富民 300

贵州核桃坝村 创业富民 100

云南大营街社区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贵州核桃坝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50

云南大营街社区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300（边疆民族地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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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培训地点 培训主题 参训人数（人）

16 云南

广东平甫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四川农科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193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580人、边疆民族地区500人）

17 西藏

西藏才纳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0

西藏才纳村 创业富民 100

西藏才纳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300（边疆民族地区）

50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100人、边疆民族地区300人）

18 陕西

陕西韩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70

江苏华西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

陕西梁家河村 创业富民 100

山西贾家庄村 创业富民 50

江苏华西村 创业富民 100

陕西梁家河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山西贾家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50

天津毛家峪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58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80人）

19 甘肃

甘肃前进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0

青海小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0

浙江缪家村 创业富民 100

甘肃前进村 创业富民 100

北京韩村河村 创业富民 100

宁夏龙王坝村 创业富民 50

湖北南桥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陕西韩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甘肃前进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00

甘肃前进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200（边疆民族地区）

97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120人、边疆民族地区200人）

20 青海

青海小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80

四川农科村 创业富民 50

甘肃前进村 创业富民 100

青海小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甘肃前进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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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培训地点 培训主题 参训人数（人）

20 青海 43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80人、边疆民族地区200人）

21 宁夏

陕西韩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30

宁夏新平村 创业富民 50

宁夏龙王坝村 创业富民 50

宁夏龙王坝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23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30人、边疆民族地区100人）

22 新疆

新疆三道沟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00

新疆达西村 创业富民 100

新疆库如力村 创业富民 100

新疆三道沟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新疆达西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新疆库如力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00（边疆民族地区）

600人（其中，大学生村官100人，边疆民族地区300人）

23
农业

农村部

湖北星光村 创业富民（妇） 100

广西红岩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妇） 100

四川农科村 创业富民（妇） 100

贵州核桃坝村 创业富民（妇） 100

青海小庄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妇） 100

新疆达西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妇） 100

吉林陈家店村 家庭农场主能力提升 100

四川农科村 家庭农场主能力提升 100

广西鹿塘社区 返乡入乡创业 100

四川农科村 返乡入乡创业 100

四川农科村 乡村能工巧匠 100

陕西韩村 乡村能工巧匠 100

黑龙江兴十四村 农业农村电子商务 100

河南刘庄村 农业农村电子商务 100

云南大营街社区 农业农村电子商务 100

陕西韩村 农业农村电子商务 100

新疆三道沟村 农业农村电子商务 100

1700人

合计 20000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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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各培训基地任务表

序号 基地名称
培训安排

农业农村部 
联系单位

培训主题 班次 培训人数（人） 参训省份 合计

1 北京韩村河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吉林、黑龙江、
河南、四川、甘肃

6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创业富民 4 4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2 天津毛家峪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黑龙江、湖北、
四川、陕西

8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创业富民 5 5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3

河北周台子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河北、内蒙古 6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河北刘现庄村
创业富民 3 300

河北、河南 5期
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4 山西贾家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山西、内蒙古、陕西 5期创业富民 2 2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5 内蒙古富吉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内蒙古、吉林 4期
创业富民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6

辽宁大梨树村

创业富民 7 700

吉林、黑龙江 8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辽宁范杖子村 创业富民 2 200
内蒙古、吉林、

黑龙江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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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培训安排

农业农村部 
联系单位

培训主题 班次 培训人数（人） 参训省份 合计

7 吉林陈家店村

创业富民 1 100

吉林、黑龙江、
农业农村部

3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创业富民（家） 1 100

8

黑龙江兴十四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吉林、黑龙江、
农业农村部

8期

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电） 1 100

黑龙江正兰三村
创业富民 2 200

黑龙江 3期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9 上海九星村 创业富民 2 200 湖北、湖南 2期

10 江苏华西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四川、陕西

5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11 浙江缪家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安徽、湖北、湖南、
重庆、四川、甘肃

6期创业富民 4 4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12 安徽小岗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安徽、河南、湖北 6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13 福建兰田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 200

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重庆、云南

7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创业富民 4 4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14 江西凤凰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江西、湖北、湖南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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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培训安排

农业农村部 
联系单位

培训主题 班次 培训人数（人） 参训省份 合计

14 江西凤凰村

创业富民 4 400

江西、湖北、湖南 7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15 河南刘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河南、湖北、
农业农村部

9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创业富民 4 4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电） 1 100

16

湖北星光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湖北、四川、
农业农村部

7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创业富民（妇） 1 100

湖北南桥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湖北、重庆、四川、
甘肃

6期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17 湖南老街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湖南、贵州 5期

创业富民 2 2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18 广东平甫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 200

湖南、广西、海南、
云南

9期创业富民 5 5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2 200

19

广西红岩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广西、云南、农业农
村部

2期

乡村发展与治理（妇） 1 100

广西鹿塘社区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广西、农业农村部 2期
创业富民（返） 1 1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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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培训安排

农业农村部 
联系单位

培训主题 班次 培训人数（人） 参训省份 合计

20 海南翁毛村 创业富民 1 100 海南 1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21 重庆上河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 200

重庆 6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创业富民 2 2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22 四川农科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四川、云南、青海、
农业农村部

8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创业富民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2 200

创业富民（妇） 1 100

创业富民（家） 1 100

创业富民（返） 1 100

创业富民（匠） 1 100

23 贵州核桃坝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贵州、云南、农业农
村部

7期

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创业富民（妇） 1 100

24 云南大营街社区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2 200

云南、农业农村部 10期

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电） 1 100

25 西藏才纳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西藏 5期
创业富民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3 300

26 陕西韩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四川、陕西、甘肃、
宁夏、农业农村部

5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创业富民 1 1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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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培训安排

农业农村部 
联系单位

培训主题 班次 培训人数（人） 参训省份 合计

26 陕西韩村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四川、陕西、甘肃、
宁夏、农业农村部

5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创业富民（匠）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电） 1 100

26 陕西梁家河村

创业富民 2 200

山西、内蒙古、陕西 5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乡村发展与治理 2 2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27 甘肃前进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内蒙古、甘肃、青海 8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创业富民 3 300

乡村发展与治理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3 300

28 青海小庄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甘肃、青海、农业农
村部

3期
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中心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妇） 1 100

29

宁夏新平村 创业富民 1 100 内蒙古、宁夏 1期

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宁夏龙王坝村
创业富民 1 100

甘肃、宁夏 2期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30

新疆三道沟村

大学生村官能力建设 1 100

新疆、农业农村部 3期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电） 1 100

新疆达西村

创业富民 1 100

新疆、农业农村部 3期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乡村发展与治理（妇） 1 100

新疆库如力村
创业富民 1 100

新疆
　

2期
乡村发展与治理（边） 1 100

合计 39个 　 　 20000人 200期 　

      备注：带（边）的班次为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村干部班，带（妇）的班次为“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农村妇女带头人班，带（家）的班次为贫

困地区家庭农场主能力提升专题班，带（返）的班次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专题班，带（匠）的班次为乡村能工巧匠专题班，带（电）的班次

为农业农村电子商务专题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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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推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的通知

农办科〔202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教育局：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基础靠教育。当前，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主旋律，基层乡村治理、产业发

展、社会事业等各领域人才需求越来越迫切和旺盛。为推动形成乡村人才振兴合力，调动全国涉农高校、

涉农职业院校、农业科研院所进一步发挥优势，创新人才培养形式，加快培养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

人才队伍，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决定联合开展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院校推介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2019年，农业农村部联合教育部启动“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广泛动员涉农院校创新

人才培养方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利用5年时间培养100万名具有较高学历的乡村振兴带头人，打造100

所左右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全面提升农业农村人才培养质量。推介人才培养优质校，按照“广泛推

荐、优中选优、引领示范”的原则遴选优质教育资源，畅通农民学历教育发展通道，有利于推进涉农院校

人才培养改革，用优质院校培养优质人才，在涉农院校中树立产业办学导向，示范带动涉农院校创新体

制机制，突破传统学校围墙内办学的局限，真正实现产业链上培养人，生产实践中培养人，形成贴近农业

农村的人才培养新局面。

    二、工作目标

（一）育人理念先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乡村振兴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围

绕地方主导特色产业开展人才培养，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耕读教育，培养

生产经营能力优、科学文化素质高、社会责任感强的现代农民。

（二）专业特色鲜明。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根据学校

办学实际和区域产业发展情况，依照专业目录及有关规定设置相关专业，涉农职业院校可自主开设专业

方向，体现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新产业新业态融合趋势、新成果新技术应用趋势，培养引领现代农业发

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三）培养模式创新。遵循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特点和农村生产生活实际量身定制培养方案，积极

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积极探索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要求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突出农民的实

际特点，与生产结合、与市场结合，满足农民求学并兼顾生产的现实要求。培养内容实际、实效、实用，培

养形式注重集中与分散教学、农忙与农闲教学相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落实职业教育东西

协作行动计划，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高素质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

（四）师资队伍健全。具备与培养规模适应的农科“双师型”教师队伍，具有熟悉农业农村产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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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双师型”教师充足，师生比科学合理，有来自企业或生产实践一线的高

技能人才和拔尖师资在一线教学。

（五）培训资源丰富。具有产教深度融合的示范性实习实训基地，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科技园

区、新型经营主体、产业示范园等，建设集实践教学、技术展示、创业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实训基地，能

够在教育培训中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三、工作程序

推介院校包括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农业科研院所等。

（一）院校自荐。11月25日前，由各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教育部门组织本省内涉农院校填写

推荐材料，包括院校基本情况、工作背景、前期基础、工作方案等，工作方案要明确今后5年院校涉农人

才培养计划，确定产业方向、培养模式、数量规模及社会效益等（申报书模板附后，一式两份）。

（二）省级推荐。12月15日前，根据院校申报情况，各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教育部门确定本

省份推介的优质校，统一报送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三）部级遴选。2021年1月31日前，根据各省（区、市）推荐情况，农业农村部、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

将采取专家交叉评审、实地调研等方式，确定100所左右优质校，并面向社会公开名单。

请各省（区、市）高度重视，组织专门力量推进此项工作，推介的学校应具有良好口碑，能够在乡村人

才振兴工作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工作过程中如有问题，可联系农业农村部和教育部相关司局。

联系人：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教育处

高宝祯  电话：010-59193080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社教处

刘继阳  电话：010-66097704

 

附件：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推荐材料（模板）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0年11月4日附件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推荐材料 
（模板）

一、基本情况

二、工作背景

三、前期基础

四、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二）工作目标

（三）工作内容

（四）工作进度

（五）保障措施

五、评价意见（包括学校学术委员会、省农业

农村、教育部门盖章）

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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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关于对部分肥料产品实施备案管理的通知

农办农〔202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局、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20〕13号）要求，加强肥料

管理，促进肥料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我部决定对部分肥料产品实施备案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微量元素水溶肥料、农用氯化钾镁、农用硫酸钾镁不再

在农业农村部登记，改为备案。复混肥料、掺混肥料不再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登记，改为备案。 

二、目前已进入登记办理流程尚未取得登记的肥料登记申请，办理流程自动终止。申请人可与受理机

构联系，取回已提交的申请资料。 

三、肥料生产企业应当在相应产品投入生产前，将产品信息通过农业农村部肥料备案信息系统、省

级农业农村部门肥料备案信息系统进行备案。 

四、生产企业进行备案时，应当在线提交产品技术指标等资料。肥料登记备案工作人员应当对生产

企业提交的需要保密的技术资料保密。 

五、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按权限负责肥料产品备案管理，定期抽查企业备案情况，督促生

产企业按照本通知要求实施备案，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对生产企业及其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六、生产企业存在应备案而未备案情形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七、备案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生产企业可先行组织生产。备案系统上线运行后，再进行网络在线补

录备案。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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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0年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工作的通知

农办经〔202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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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深入推进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的

要求，根据《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办法》（农经发〔2019〕5号，以下简称《评定监测办法》）

的规定，经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全国联席会议”）同意，决定启动2020年国家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以下简称“国家示范社”）评定工作，采取名额分配、等额推荐、媒体公示、发文认定

的方式进行。现将国家示范社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和名额分配

申报国家示范社的农民合作社原则上应是省级示范社，符合《评定监测办法》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有关规定。

本次拟评定国家示范社2065家、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178家，综合考虑各省份农民合作社发

展情况和2019年国家示范社监测情况进行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各省份申报国家示范社要兼顾产业分

布，在符合申报条件、不降低评定标准的前提下，突出规范办社、绿色发展、品牌建设、产业扶贫，对粮食

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内生产经营粮棉油、菜篮子产品等重要农产品

和特色农产品，提供有关服务的农民合作社，以及贫困地区扶贫成效显著的农民合作社予以适当倾斜和

优先考虑。

二、申报程序

国家示范社的申报程序严格按照《评定监测办法》执行。

（一）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向所在地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及其他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自愿申报，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申报主体通过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管理系统（www.zgnmhzs.cn）填报申报材料并提

交（样式见附件6、7）。

（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水利、林草、供销等部门和单位，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查，征

求发改、财政、税务、市场监管、银行保险监管、地方金融监管等部门意见，经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会

同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和单位复核，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三）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商发改、财政、税务、市场监管、水利、银行保险监管、地方金融监管、林

草、供销等部门和单位，严格按照《评定监测办法》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对申报

主体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以及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等信

息，在省级有关主要媒体公示无异议的基础上，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文件向全国联席会议办公室等额推

荐，不得超额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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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时间及材料

请于2020年11月15日前，通过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管理系统（www.zgnmhzs.cn）完成申报单位基本

情况填报并在线提交。将以下材料纸质版（1份）报送至全国联席会议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

指导司）。

（一）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正式推荐文件。

（二）已征求部门意见的相关材料（会议纪要、会签文件等）。

（三）《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名单汇总表》（见附件2），《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申报名

单汇总表》（见附件3），《××省（区、市）申报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总体情况说明》（见附件4），国家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书（见附件5）。附件2至附件5的纸质版材料要求通过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管理系

统生成并打印，电子版通过系统同步提交。

四、有关要求

（一）申报主体要如实提供有关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如存在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其申报资格。

（二）系统数据需要区县、地市、省级用户在系统中进行逐级审核。

（三）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沟通协调，建立会商机制，广泛征求意见，认真做好

申报材料审查、复核、推荐等工作，避免出现重复申报。

（四）要严格工作程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的纪律，认真执行评定工作纪

律。在申报和评定期间，全国联席会议办公室不受理有关国家示范社评定工作的来人来访。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11号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邮政编码：100125

联系人：李政良

电话：010-59193128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管理系统联系人：刘   敏

电话：010-59197727

 

附件：1.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名额分配表

2.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名单汇总表

3.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申报名单汇总表

4.××省（区、市）申报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总体情况说明

5.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书（格式）

6.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单位情况表

7.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申报单位情况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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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名额分配表

地  区

国家示范社申报名额（个） 用水示范组织申报名额（个）

农业农村 林草 供销 合计 合计

1538 222 305 2065 178

北  京 15 2 3 20 1

天  津 14 2 5 21 0

河  北 64 7 12 83 2

山  西 86 9 5 100 2

内蒙古 60 7 5 72 2

辽  宁 14 13 8 35 1

吉  林 68 4 5 77 1

黑龙江 56 2 5 63 1

上  海 12 0 0 12 0

江  苏 62 7 19 88 7

浙  江 28 11 21 60 3

安  徽 51 12 21 84 6

福  建 22 20 6 48 2

江  西 63 14 9 86 20

山  东 65 12 24 101 10

河  南 83 11 17 111 7

湖  北 50 8 24 82 15

湖  南 94 14 21 129 10

广  东 48 7 7 62 3

广  西 43 9 2 54 4

海  南 23 2 1 26 1

重  庆 47 5 10 62 5

四  川 82 10 22 114 21

贵  州 47 4 5 56 2

云  南 50 9 8 67 5

西  藏 22 0 0 22 1

陕  西 52 7 15 74 5

甘  肃 60 5 10 75 25

青  海 41 2 3 46 1

宁  夏 33 2 7 42 5

新  疆 47 5 5 57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6 0 0 6 0

大  连 9 0 0 9 0

青  岛 15 0 0 15 0

宁  波 3 0 0 3 0

厦  门 3 0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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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名单汇总表

 省级申报单位（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农民合作社

名称
登记
日期

实有成员
总数（人）

成员出资总额
（万元）

主要
产业

固定资产
（万元）

年经营收入
（万元）

理事长
是否为省
级示范社姓名 联系电话

……

附件3

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申报名单汇总表

 省级申报单位（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农民用水合作

组织名称
登记
日期

实有成员总数
（人）

成员出资总额
（万元）

主要产业
固定资产
（万元）

年经营收入
（万元）

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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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省（区、市）申报国家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总体情况说明

各省份要对申报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及用水示范组织有关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形成文字说明材

料和汇总表。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本省份申报工作简要情况；

2.申报国家示范社及用水示范组织的产业分布情况；

3.申报国家示范社及用水示范组织的内部制度和规范化建设情况；

4.申报国家示范社及用水示范组织的收益分配和带动农民增收情况；

5.申报国家示范社及用水示范组织的品牌建设情况；

6.申报国家示范社及用水示范组织所获有关荣誉情况。

附件5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书 
（格式）

 

 

 

申报合作社（盖章）：                                                                   
 
申      报      省     份：                                                                                    

填报日期：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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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推荐审核意见

县级农业
农村部门

       本单位会同同级水利、林草、供销等部门和单位，对本申报材料进行了真实性审查，并经征求发改、财政、税

务、市场监管、银行保险监管、地方金融监管等部门和单位意见，特此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农业农
村部门

      经复核，同意报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计划单列
市）农业农村部门

      本单位经征求同级发改、财政、水利、税务、市场监管、银行保险监管、地方金融监管、林草、供销等部门和单位

意见，并经媒体公示无异议，特此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二、农民合作社其他申报材料

1.2019年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

2.本社2019年经营情况报告（1500字以内）；   

3.产品注册商标、质量标准认证、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的表彰和荣誉等证书复印件。

凡是复印、复制的材料均需加盖农民合作社公章，确认复印件、复制件与原件一致。

三、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其他申报材料

1.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注册登记资料复印件；

2.农民用水合作组织2019年在制度建设、民主议事、工程建设与管护、用水管理、水费计收等方面采

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1500字以内）；

3.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的表彰、荣誉等证书复印件。

凡是复印、复制的材料均需加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公章，确认复印件、复制件与原件一致。



通知决定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附件6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单位情况表 
（经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管理系统填报提交）

表6-1 基本情况表
 1 2 3 4 5 6 7 8 9

农
民
合
作
社
名
称

理事长情况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注
册
登
记
时
间

实有成员情况
成员

出资总
额（万
元）

信
用
等
级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文
化
程
度

社
会
兼
职

成员合作社数
（仅联合社填

写）

实有成员
总数/成员
社实有成

员总数

其中：农
民成员数

　 　 　 　 　 　 　 　 　 　 　

表6-2  资产负债及收益情况表

10 11 12 13 14 15 16

 期末贷款余额
（万元） 

盈余返还总额
（万元）

可分配盈
余按成员与
本社交易量
（额）返还

比例

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年经营收入
（万元）

获得财政扶持资金
总额（万元）

 成员社内年均所得收入
（元）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表6-3  主要生产经营服务情况表（一）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主要生产
经营项目         

农作物
种植面积

（亩）

农作物
产量
(吨)

畜禽出栏
产量

（头、只）

畜禽年末
存栏总量
（头、只）

畜禽产品
总量

（吨）

水产养殖
面积

（亩）

水产品
产量

（吨）

特色产品
总量

（吨）

植保合作社
服务面积

（亩）

农机
拥有量

（台、套）

农机合
作社作业
服务面积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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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主要生产经营服务情况表（二）

29 30 31 32

休闲农业
收入

（万元）

手工业产品
总值

（万元）

信用合作资金
规模

（万元）
林业合作社情况（仅限林业合作社填写）

2018年 2019年
林业种植

面积（亩）
木材等林产品
总量（立方）

造林绿化
增量（亩）

林业种苗
培育面积

（亩）

是否承担林业
重点工程

是否获得
森林产品认证

　 　 　 　 　 　 　 　 　 　

表6-4  产品（服务）质量安全情况表

33 34 35 36 37 38 39

是否获得省级
以上科技奖励

或荣誉

是否建有质
量管理制度

农资统一管理、统一配送率（%） 是否建
立质量
安全追
溯制度

是否建
立生产
记录档
案制度

产品通过以下哪种认证
通过ISO9000, 
HACCP等质量

认证情况

农（兽）
药

种子
（苗）

种畜禽 饲料 肥料 有机 绿色
地理
标识

　 　 　 　 　 　 　 　 　 　 　
　
　

　

表6-5   农民合作社2019年经营情况报告

（15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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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申报单位情况表 
（经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管理系统填报提交）

表7-1 基本情况表

1 2 3 4 5 6 7

农民用水合
作组织名称

负责人
组织成员

人数
地址 邮编 电话

登记注册时间

姓名
身份
证号

文化
程度

社会
兼职

民政
市场
监管

　 　 　 　 　 　 　 　 　 　

表7-2  运行管理情况表

8 9 10 11 12 13 14 15

管理灌排工程 管理灌溉
面积

（亩）

服务农户
数量

（户）

用水计量设施
是否完备

年均用水量
（万立方米）

粮食平均单产
（公斤/亩）

是否具备
工程建设能力

是否建立工程
维护档案

渠道
（米）

建筑物
（座）

　 　 　 　 　 　 　 　 　

注：数据截至2019年底，年均用水和粮食单产为近3年来平均值。

表7-3  经营收支情况表

16 17 18 19 20

收入（元） 支出（元）
是否建立水
量、水费、收
支公示制度

服务农
户是否
满意

是否获得省级
奖励或荣誉水费

收入
财政
补助

经营
收入

其他
收入

人员
补助

工程
维护

办公
经费

其他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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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2019年工作总结

包括制度建设，在民主议事、工程建设与管护、用水管理、水费计收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1500字以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确定第一批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的通知

农办规〔2020〕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农田灌溉研究所、沼气科学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

产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以下简称“观测试验站”）是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

支撑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科学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为加快推进观测试验站建

设，近期我部采取实地考察、进展调度和专家论证相结合的方式，对观测试验站建设情况进行了综合评

价，确定河北省曲周县等6个新建观测试验站、国家土壤质量昌平观测实验站等10个国家农业科学观测

实验站为第一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名单见附件1）。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观测试验站建设管理

开展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主要目的是获得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手农业绿色发展基础数

据，分析农业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间的规律，探索不同生态类型不同产品品种农业绿色发展模式。

各观测试验站要进一步加强条件建设，完善试验用地、监测仪器、检测设备、试验场所、人员编制、运行

经费等，提高基础设施和物质装备水平，提升试验站观测能力。按照三年建设方案，有序推进综合试验

工作，在核心试验区开展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小区试验，筛选出绿色生产技术方案。在应用试验区进行集

中连片应用，并根据应用结果对技术方案进行改进。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建立完善观测试验站人员管

理、工作职责、经费使用等规章制度，提升观测试验站运行管理的制度化水平，确保观测工作的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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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开展长期固定观测和数据报送工作

各观测试验站要结合试点县绿色技术试验开展情况，对观测指标进行梳理、优化，明确试验站观测

的核心指标和辅助指标。组建稳定的观测队伍，按照观测指标体系和观测规范要求，持续开展投入品使

用、农产品产出、废弃物回收利用、资源环境指标变化等数据观测，逐步积累形成科学可靠的一手数据

库。要提高观测数据质量，做好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和一致性审查，进一步规范数据格式、指标和报送

方式，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并按要求通过数据平台及时上报有关数据。

三、做好观测数据分析应用

各观测试验站要加强观测数据分析与利用，结合当地主要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探索农业绿色生产

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解决方案，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组织对支撑体系建设进行总结，

提炼形成区域性农业绿色发展技术模式和典型范例，为同类地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借鉴。加强数据

管理，涉及农业资源、环境状况等不宜公开的数据，应控制知悉范围，强化数据存储和使用的管理，确保

数据安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要加快数据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强化观测业务

指导，组织开展数据分析应用，推动试验观测工作稳定运行。

 

附件：1.第一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名单（共16个）

2.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标牌式样（以河北曲周为例）

          （附件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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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附件1

第一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名单 
(共16个)

1.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曲周试验站

2.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杭锦后试验站

3.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崇明试验站

4.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颍上试验站

5.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丰城试验站

6.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齐河试验站

7.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昌平试验站

8.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呼伦贝尔试验站

9.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寿阳试验站

10.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商丘试验站

11.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武汉试验站

12.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祁阳试验站

13.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湛江试验站

14.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桂林试验站

15.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儋州试验站

16.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双流试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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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出口国家 
重点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或进出口中国 

参加的国际公约限制进出口的农业 
野生植物审批”行政许可事项下放工作的通知

农办科〔2020〕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今年9月1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20〕13号），

决定将“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或进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限制进出口的农业野生植物审

批”事项层级由农业农村部下放至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为做好下放衔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受理条件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依据《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农业野生

植物保护办法》等法规规章，结合各地行政许可事项管理要求，于本通知印发后30日内制定农业野生植

物进出口审批服务指南，明确审批范围、受理机关、申请材料、基本流程、承诺时限等内容，并在门户网站

对外公开。

二、严格实施许可

严格依据农业野生植物进出口审批服务指南，对申请材料审核把关，重点审核内容包括：申请物种是

否属于审批范围；申请人及其资质真实性；申请材料完整性、规范性，特别是采集证、出口合同/协议等核

心材料有效性。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考虑本地区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状况，合理有序审批，有效保护

珍稀濒危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必要时，可组织专家咨询和现场调研。

三、加强信息共享

加强跨部门、跨层级信息共享，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通过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方式，及

时将许可信息推送至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海关等部门，并做好审

批结果公开。

四、强化执法监督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发现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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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农业农村部将加强对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有关工作的指导和监

督。

联系方式：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 010-59193031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23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0年度 
农民教育培训“百名优秀学员”
扶贫先锋资助项目人选的通知

农办科〔20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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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我部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大力实施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深入

开展“三区三州”、环京津和定点扶贫县产业扶贫培训行动，培养出一大批产业扶贫带头人。他们冲锋在

前，带领广大农民尤其是贫困户发展农业产业，带动增收致富，促进稳产保供，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我部组织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百名优秀学员”扶贫先锋资助活动，从

三年来培养的优秀学员中遴选出扶贫先进典型，展示扶贫培训积极成效，激励高素质农民投身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经过各地推荐、网络展示、组织遴选、社会公示等环节，我部决定对尚显兰等100名农民教

育培训优秀学员扶贫先锋给予资助，现将名单予以公布。他们有的生产理念先进，积极发展新型业态；有

的产业发展良好，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有的甘于奉献担当，在疫情防控、防灾减灾中发挥突出作

用。

希望受资助的“百名优秀学员”扶贫先锋再接再厉，加强学习，提升能力水平，发挥榜样作用，继续为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广泛宣传“百名优秀学员”扶贫先锋典型事迹，

弘扬他们的创业奉献精神，进一步完善农民教育培训制度和政策措施，大力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附件：2020年度农民教育培训“百名优秀学员”扶贫先锋资助项目人选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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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度农民教育培训“百名优秀学员” 
扶贫先锋资助项目人选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所在地

1 尚显兰 女 汉 1960年2月 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台上村

2 张红艳 女 汉 1984年10月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小丰营村 

3 刘天民 男 汉 1978年1月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粜粮务村

4 刘光昭 男 汉 1977年4月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新华里

5 杨秀霞 女 汉 1976年6月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深井镇北庄子村

6 王廷强 男 汉 1981年12月 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冯家寨乡冯家寨村

7 刘   伟 男 汉 1972年6月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下板城镇南园小区

8 陈   冲 男 汉 1986年11月 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建桥乡大徐村

9 王万保 男 汉 1957年5月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北辛乡卓逸村

10 李    成 男 汉 1982年8月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瓜园乡瓜园村

11 刘耀山 男 汉 1975年5月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团柏乡福洼庄村

12 魏文福 男 汉 1968年1月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上馆镇五里村

13 史锦歆 女 汉 1976年2月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王府家园小区

14 庞   龙 男 蒙古 1963年6月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交通小区

15 尚宇昕 女 蒙古 1973年10月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乃林镇黄金地村

16 邵海亮 男 汉 1992年10月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新发村

17 张国锋 男 汉 1971年11月 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马友营蒙古族乡小勿兰村

18 吴广宾 男 汉 1974年9月 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建设镇哈不台村

19 潘淑红 女 汉 1971年11月 吉林省吉林市桦甸市龙源小区

20 侯玉城 男 汉 1985年7月 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得胜镇小围子村

21 王   振 男 汉 1972年1月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松江小镇

22 李庆堂 男 汉 1977年3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永和乡永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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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所在地

23 曹中军 男 汉 1961年12月 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市工业园区

24 刘津江 男 汉 1971年12月 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卫明村

25 倪林娟 女 汉 1979年2月 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

26 刘苗会 男 汉 1982年7月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靖海南路

27 张奎峰 男 汉 1977年6月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白兔镇行养路

28 王   彬 男 汉 1972年7月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洋口镇甜港村

29 胡秀秀 女 汉 1988年12月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山底村

30 邱  凯 男 汉 1988年12月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畎桥村

31 张运伍 男 汉 1974年5月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现代汉城

32 曹双乐 男 汉 1981年1月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天华镇朱河村

33 张化伟 男 汉 1985年7月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工业园区

34 蔡运峰 男 汉 1977年6月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独山村

35 何银河 男 汉 1969年2月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马铺乡客寮村

36 周开跃 男 汉 1971年5月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溪尾乡溪尾村

37 杨业明 男 汉 1968年12月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陂田村

38 舒宏平 男 汉 1977年10月 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弋江镇蔬菜大队王家山集镇老屋舒家村

39 黄喜凤 女 汉 1975年3月 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敖城镇茶园

40 刘庚元 男 汉 1980年7月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汪墩乡七星村

41 牛庆花 女 汉 1983年10月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野店镇北晏子村

42 郭波波 男 汉 1985年3月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郭仓镇郭仓村

43 王润沛 男 汉 1963年9月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广武镇王沟村

44 程旭江 男 汉 1990年10月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佛耳湖镇刘庄村

45 刘守华 男 汉 1963年9月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马头镇北刘楼村

46 马    超 男 汉 1982年4月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镇胡寨村

47 李清阳 男 汉 1968年3月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罗店镇麻城村

48 欧阳斌 男 汉 1968年10月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老江河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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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所在地

49 刘    港 男 汉 1974年10月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屯堡乡花枝山村

50 李建明 男 汉 1976年4月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八里村

51 张临英 女 汉 1973年10月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狮岩村

52 陈修武 男 汉 1981年10月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井头镇仁德村

53 刘    智 男 汉 1989年6月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梅苑开发区唐家岭

54 唐   飞 男 汉 1972年9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河东街

55 邓深松 男 汉 1983年10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江南大道

56 全建军 男 汉 1981年5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三街镇龙坪村委倒风潭村

57 劳素婵 女 壮 1985年10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隆安县丁当镇丁当村

58 吉亚才 男 黎 1973年2月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青开老村

59 黄凌燕 女 黎 1983年4月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长生村

60 符永进 男 黎 1974年7月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南阜村

61 刘功成 男 汉 1981年4月 重庆市云阳县双土镇古佛村

62 徐地万 男 汉 1972年3月 重庆市万州区分水镇三正村

63 陈邦琼 女 汉 1987年12月 重庆市永川区陈食街道卢家岩村

64 桂  刚 男 汉 1987年4月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明月乡青石街

65 刘  渝 男 汉 1971年7月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碧桂园小区

66 骆琪木曲 男 彝 1987年10月 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县烟峰镇白家湾村

67 熊天忠 男 羌 1982年3月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镇坪乡解放村

68 唐明勇 男 汉 1987年9月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金山街道双桥社区

69 梁大庆 男 汉 1963年11月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天城镇天成居

70 杨    林 男 汉 1977年5月 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马官镇张官村

71 陈福生 男 汉 1967年3月 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平田乡平田村

72 盛永群 女 汉 1974年9月 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新街

73 李卫红 男 汉 1971年8月 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康普乡康普村

74 杨    永 男 壮 1982年5月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大庄乡仁寿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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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格桑西珠 男 藏 1986年10月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措玛乡古瓦曲美村

76 巴桑旦增 男 藏 1978年11月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加麻乡金珠村

77 薛    强 男 汉 1986年2月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杨庄街办营沟村

78 张   春 男 汉 1984年3月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党家寨村

79 余之超 女 汉 1982年2月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迎宾路

80 周维林 男 汉 1971年5月 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芝阳镇迪庄村

81 张廷发 男 汉 1982年3月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称钩驿镇周家河村

82 高常鸣 男 汉 1983年2月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玄湾村

83 王正清 男 汉 1983年4月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柳树镇黑城村

84 闫来福 男 汉 1980年2月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镇闫沟村

85 兰永新 男 汉 1970年2月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波航乡西岔村

86 多杰吉布 男 藏 1987年2月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和日镇吉龙村

87 张国胜 男 藏 1981年12月 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浩门镇金色家园

88 焦建鹏 男 汉 1981年9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

89 陆小军 男 汉 1976年11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彭堡村

90 王玉静 男 回 1973年3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烽火墩村

91 西尔艾力 ·乌斯曼 男 维吾尔 1984年3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依其艾热克镇乌尊阔恰村

92 耶合亚·日西提 男 维吾尔 1988年3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墩阔坦镇都维勒克村

93 麦麦提伊敏·赛麦尔 男 维吾尔 1986年12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泽普县图呼其乡巴什阿其玛村

94 唐建明 男 汉 1970年7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尼勒克县马场小区

95 吕积寿 男 汉 1965年8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精河托托91团

96 姜元涛 男 汉 1983年5月 大连市庄河市鞍子山乡鞍子山村

97 姜    波 女 汉 1970年7月 青岛市即墨区移风店镇黄戈庄村

98 顾    品 男 汉 1980年3月 宁波市象山县晓塘乡晓塘村

99 胡春光 男 汉 1963年5月 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大兴农场

100 韦    健 男 壮 1979年9月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迎宾路89号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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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0年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提升月”活动的通知

农办质〔20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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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业农村局：

按照今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强监管工作会部署，为深化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以下简称“国家

农安县”）创建，强化国家农安县宣传，我部决定组织开展2020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提升月”活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年10月至12月。

二、活动主题

创建提升 创新增彩

三、活动目的

深化国家农安县创建，宣传创建典型，推广创新举措，推介国家农安县安全优质农产品，助力农民增

收，增强国家农安县金字招牌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引领提升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四、活动内容

（一）启动国家农安县提升月活动。结合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现场会，在会上启动国

家农安县提升月活动。

（二）实施国家农安县监督检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省际交叉检查，对部分县（市）开展重点调研

检查，同步组织实施专项抽检，督促指导前两批国家农安县进一步巩固创建成果，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切实加强国家农安县管理。交叉检查方案另行印发。

（三）组织国家农安县中国行。农业农村部在部分省份选择部分国家农安县为“站点”，接力深入每

个“站点”，开展相关培训和宣传，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交流互访，开展国家农安县优质农产品

直播带货和网上推介活动，加大国家农安县优质农产品宣传推介力度，让全社会共享国家农安县创建成

果。同步组织媒体跟踪报道活动内容。



通知决定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四）组织国家农安县“亮牌”。各省（区、市）组织国家农安县（市）在本县（市）关键位置长期设立

醒目的国家农安县宣传牌、展示农安县LOGO；在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及农产品生产基地等张贴、悬

挂禁用农药兽药名录；编印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生产操作规范“口袋书”“明白纸”等宣传资料，指导生

产主体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

（五）开展国家农安县文创作品评选。农业农村部向社会公开征集国家农安县LOGO设计方案、

VLOG影像等文化创意作品，开展国家农安县创建征文活动。遴选优秀作品通过电视、网络、报刊、新媒

体等进行展播，或推荐至相关期刊、网站发表。

五、有关要求

（一）各省（区、市）要高度重视国家农安县提升月活动，将其作为2020年国家农安县创建工作的重

要任务，实施好国家农安县监督检查，组织好本省（区、市）国家农安县“亮牌”，协助开展好国家农安县

中国行和文创作品征集评选、征文、主题宣传交流等活动。

（二）各省（区、市）要在本通知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全面落实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

下，同步开展本省（区、市）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大国家农安县宣传和优质农产品推介。

（三）各省（区、市）要及时总结本地活动开展成效，全面总结提炼宣传亮点和典型案例，12月15日前

将活动总结、情况统计表、刊发新闻稿、相关图片及视频资料报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并抄送我部

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

联系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   史黎明

电话：010-59191871   邮箱：nybjgc@163.com

传真：010-59193157

联系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  刘海华

电话：010-82106327   邮箱：15201433678@126.com

传真：010-82106552

 

附件：2020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提升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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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提升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省份

参与情况 宣传情况 农产品推介销售情况

专场活动
数量

（场次）

活动参与
人数

（人次）

发放宣传
资料数
（份）

传统媒体
宣传数
（篇）

新媒体
宣传数
（篇）

转发浏览
总量

（人次）

农产品直播带货
（网上推介）

活动数量
（场次）

在线推介宣传
受众人数
（人次）

销售额
（万元）

带动签约销售
意向金额（万

元）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

农办质〔2020〕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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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系列指示精神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

发2020年食品安全工作重点安排的通知》（食安委〔2020〕2号）关于“探索开展全程追溯试点，形成一批

追溯标杆企业，带动产地农产品追溯深入开展”的工作部署，我部决定在各地深入开展农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例征集活动，遴选一批先进适用的典型，以示范引

领各地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和我部工作要求，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

例，要求追溯模式可靠、动力机制完善、追溯技术适用、追溯成效明显。征集范围包括：

（一）适合当地发展水平的追溯管理模式。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普通小农户等不同规

模的企业主体参与农产品追溯管理的有效方式、途径；第三方提供追溯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可持续机制、

成效。要求突出“大国小农”国情下，产地农产品追溯管理模式可适用、机制可持续的特点。

（二）重点农产品实施全程追溯的经验。肉蛋畜产品、水产品和韭菜、豇豆、茶叶、草莓等种植产品

备注：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政府门户网站及主流媒体网络等；新媒体包括微博、微信及新闻客户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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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地生产、分级、包装、产地存储、产地收购和运输环节中成功实现全程追溯管理的经验。要求说明信

息采集、信息上传的具体方法，企业因此增加的经营成本、市场效益，以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与商务、市

场、交通等管理部门建立的协同工作机制等，如追溯凭证入市查验、追溯信息共享互认等制度机制。

（三）先进适用的追溯设备及技术。各地目前主推的农产品追溯终端设备及技术。如批量化处理、移

动采集、快速采集、远程采集、快速上传、保护上游经销商秘密、定制个性化标签等方面的创新设备或技

术，以及RFID、RAS、区块链、5G物联网、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在具体场景下的应用。要求以案例说明该

设备或技术适用的条件、范围及可能增加的成本、效果等。

（四）行业协会与地方主管部门先进工作经验。各地在追溯平台建设、平台对接、平台推广运用等方

面取得的突出成绩；在财政、金融、保险、信用等方面出台的有效激励政策；在精准扶贫、机关食堂、学校

食堂、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案例；在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农业农

村重大创建认定、农业品牌推选、农产品认证、农业展会等工作挂钩的意见》（农质发〔2018〕10号）要

求、市场化宣传推广可追溯农产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及成效。

二、征集对象

此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各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产品生产主体、经营主体、追溯管理社会

化服务主体、追溯设备与技术研发单位都可自荐、推荐。首批征集的追溯典型案例约100个。

（一）产地农产品生产主体。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持续应用电子追溯等信息化技术，如实采集、

上传生产过程信息，实现“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踪、责任可追究”，产品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产地农产品经营主体。在收购、初加工、储藏、运输等环节中，持续应用电子追溯等信息化技

术采集、上传追溯信息；建立优先采购可追溯农产品、预先查验追溯凭证管理制度；产销衔接取得突出成

绩的采购、物流、商超、电商、批发市场等经营主体。

（三）追溯管理服务单位。持续稳定提供社会化追溯管理服务，有较大影响的追溯服务单位或第三

方追溯平台。

（四）追溯设备研发与推广单位。研制并规模化生产先进追溯管理设备，在多个应用场景成功应用，

有较大推广前景和市场影响力的科研单位。

（五）行业协会与地方主管部门。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出台扶持引导政策、创新

工作机制、促进规范化追溯管理的行业协会与地方主管部门。

三、工作程序

案例征集工作以组织推荐为主、自荐为辅，并将在相关媒体上发布消息，广泛动员征集对象积极参

与。

（一）组织申报。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渔业厅（局、委），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处室负责组织辖区内农产品追溯典型案例的推荐工作。符合条件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追溯服务单位、第三方追溯平台、追溯设备科研单位等企业主体，以及各级从事农



通知决定

7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产品追溯工作的地方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向所在省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填报相应申请书

（附件2），按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其中，每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企业主体案例不超过2个，组织机

构案例不超过1个，总计不得超过3个。跨省开展追溯管理服务的单位、第三方追溯平台、非地方管辖的科

研单位可直接报名自荐。

（二）审核推荐。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实际追溯管理情况进行符合性审

核，审核通过的，按要求填报案例征集汇总表（附件1）。

（三）专家评审。农业农村部将组织专家对各地推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例和自荐的典型

案例进行综合评审，提出最为典型的案例。

（四）发布案例。农业农村部将适时公开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例。

四、时间和材料要求

（一）案例撰写要求。每个案例主题须尽量聚焦，限定在征集范围的一到两个方面。要提炼形成可借

鉴、可推广的经验材料，包括基本情况、主要做法、主要成效、案例分析四个方面。要求内容真实、特点鲜

明，文字通顺，字数不超过3000字。

（二）材料要求。请于2020年11月底前提供以下材料电子版和纸质材料各2份。

1.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例征集汇总表（附件1）；

2.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例征集报名表（附件2）；

3.典型案例申报材料（3号仿宋体，落款加盖公章）；

4.附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①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营业证照、主要荣誉、产品认证证书、与第三方追溯服务单位签订的协议等相

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地方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正式文件的复印件；

③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实施追溯管理的照片（如产品包装线、包装袋、捆扎带、周转筐、追溯标

识、追溯标签、入驻追溯平台的网页等）;

④先进追溯终端设备应用场景照片。

五、成果应用

（一）宣传推介。对遴选出的追溯典型案例进行汇总整理、汇编成册，选取部分案例在相关媒体上持

续进行专题宣传。

（二）研究总结。组织专家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开展系列专题调研，总结推广先进适用的追溯

管理模式和相关技术。

六、组织和联系方式

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主办，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协办。农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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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中心具体承担专家评审组织安排、资料收集整理汇编等方面的工作。申报材料纸质版分别寄送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 联系人：崔素娟，电话：010-59191504，邮箱：jgjyjc＠agri.gov.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邮编：100125。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联系人：龙婉蓉，电话：010-59198512，邮箱：ncpzlzs＠126.com，地

址：北京市朝外大街223号，邮编：100020。

 

附件：1.农产品质量追溯典型案例征集汇总表

2.农产品质量追溯典型案例征集报名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16日

 

附件1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例征集汇总表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案例主题

（限50个字内）
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
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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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典型案例征集报名表

单位全称 社会信用代码

生产经营范围 □生产   □运输   □存储   □销售   □加工   □技术服务   □行业管理   □其他

行业类别 □种植业   □畜牧业   □渔业    □其他 年营业额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人 手机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企业追溯管理基础
（可多选）

□有包装线   □预制包装袋   □有追溯管理专业人员  □委托第三方提供追溯服务 □自建内部追溯平台 

□使用第三方追溯平台    □其他

资质证明 （获得认证、资质、荣誉等情况）

追溯推广应用模式、经
验及成果简介

（200字）

承诺声明

□生产经营产品近三年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以上所填内容与附报材料真实有效。

负责人签字：                                                                      盖章：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
推荐意见

                      （印 章）

                      年    月    日

附注：不适用项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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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遴选培养工作的通知

农办机〔20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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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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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遴选和培养农机生产及使用一线“土专家”等有关部署要求，推动农机实用型人才

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农机使用一线人才在推进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和生产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我部拟组织开展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以下简称“土专家”）遴选培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工作目标

聚焦服务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向基层遴选推出一

批政治过硬、作风过硬、技术过硬、实绩过硬的“土专家”，建立县、省和全国三级名录库（主要内容格式

见附件1），组织动员各有关方面充分发挥入库专家作用，从鼓励支持开展农机具研发创新、承接农机化

技术推广等项目、参与农机化发展规划计划与重大项目决策咨询、领办创办农机服务组织、参加农机化

学会协会团体、申请农机化方向职称评定等方面加大使用培养力度，形成农机实用型人才“头雁集群”效

应，示范带动农机实用型人才队伍建设，为建设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农村实用人

才队伍提供机械化方案。

二、遴选对象及条件

“土专家”遴选培养坚持不唯身份、不唯学历、唯其土、唯其专的导向，主要面向长期扎根农村、长期

服务于农机使用一线，在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农民代表，

统筹兼顾服务种植业、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初加工等农业各产业的农机人员。候选人员应满

足以下具体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内涵有深刻认识，在种植业、畜牧

业、渔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初加工等领域从事农机化技术推广、生产服务相关工作10年以上。

（二）具有农机方面的一技之长和实践经验，包括农机具研发改进、农机操作驾驶（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驾驶操作人员须获得相应证件）、农机故障诊断维修（一般应获得高级技能证书）、农机化技术推

广、安全监理、农机作业服务、农田宜机化建设改造、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管理等方面。

（三）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心公益，愿意为新机具新技术公益性示范推广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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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凭借农机专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农业生产难题，在推动机具创新、引领技术运用、带动群众致富、

规范参与强农惠农政策实施等方面能够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四）遵纪守法，作风优良，5年内未有严重违法违规或重大安全事故责任行为。

对获得农机化相关科研推广成果、工作成效认定等人员优先考虑。公职人员不参与遴选。

三、遴选程序

遴选工作分县、省、全国三个层面自下而上展开，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开展辖区内“土专

家”遴选推介工作，形成省、县两级名录并对外公布。在此基础上，各省份结合实际按不超过12名候选人

向我部推荐全国层面的“土专家”，我部拟评定300名左右，形成全国名录并予以公布。主要工作程序如

下：

（一）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镇、村两级产生推荐人选，逐级报送至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成立遴选推荐工作专班，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汇总审核本辖区各

县（场）推荐人选，按要求产生全国层面的推荐人选，在本辖区主要媒体或门户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

后，报送我部。

（三）我部组织对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的人选按照先评价公示、后确定发布的程序，编入全国

“土专家”名录、颁发聘书，将其分类纳入全国农机化科研推广相关专家人才库，并通过中国农机化信息

网、全国农机化科技信息交流平台、中国农机化导报等官方平台及媒体向社会公布，广泛宣传推介。

四、有关要求

充分发现和挖掘在农机使用一线长期实践中练就专业本领的优秀农民代表，对壮大农机实用型人才

队伍、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组

织开展从发现遴选到充分使用各环节工作，切实把“土专家”遴选培养这件强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抓常、

抓细、抓长。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条

件程序，明确责任时限，确保遴选培养工作顺利推进。集中遴选工作结束后，要加强对入选名录人员的联

系、指导，对因故不再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调整出名录，并通报相关名录管理部门。要结合实际，适时

组织名录人选的调整补充和推荐，并支持配合我部做好全国名录的调整补充工作。

（二）严格标准，大力扶持。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遴选，紧密结合本地实际，重点围绕“选什么

人”“育什么人”，广泛征求意见，细化选推标准，确保所推荐人选经得起检验；重点围绕“怎么育”“怎么

用”，加强部门沟通，按规定高效统筹政策、项目、技术、教育等各类资源，通过给任务、压担子、铺路子、

搭台子、富脑子，积极创造“土专家”成长壮大的有利条件。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要广宣传、深发动，坚持“干说并重”，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平台作用，引导

和推动农业农村各领域各层面工作者、从业者在全国“土专家”遴选培养上形成共识，大力营造识才、爱

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

（四）总结经验，完善机制。要总结成功经验，推进建章立制，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本次遴选工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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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各省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总结，重点针对遴选对象、条件、程序、作用发挥以及名录调整补充等关

键环节工作，广泛征集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优化相关举措。要适时向我部提出建议，群策群力，不断完

善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遴选培养工作的长效机制。

请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于2020年11月30日前以正式文件向我部报送下述材料：一是推荐的农机使用

一线“土专家”名录（格式参照附件1）；二是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遴选推荐表（附件2）；三是推荐人

选事迹材料（2000字以内，模板见附件3）；四是推荐人选标准蓝底证件照、工作照、生活照各一张（电子

版）。上述材料按纸质版一式3份报送，材料电子版及电子照片发送电子邮件。

联系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联系人：刘俊

联系电话：010-59192887

电子邮箱：njhzhc@agri.gov.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

邮编：100125

 

附件：1.×××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名录（格式）

2.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遴选推荐表

3.推荐人选事迹材料（模板）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19日

附件1

×××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名录（格式）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民
族

政治
面貌

专业技术
职称

教育
程度

专业专长 住址 联系方式 备注

1 80字以内

请填写规范全
称（例如：**省

**市**县**镇**
村）

可填写所获
荣誉、奖励等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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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遴选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    岁）

民族

政治面貌 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住址 （××省××市××县××镇××村）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从业领域
（可多选）

  □种植业     □畜牧业     □渔业     □设施农业     □农产品初加工业     □其他

熟悉农机何种专业技术及
有何种专长

经营服务规模
（若推荐人选为种植养殖大户或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请分别写明个人及组织的经营规
模）

推荐理由（介绍推
荐人选主要经历、
特点特长、工作成

效等情况）

      （500字以内）

奖惩
情况

推荐
单位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表必须双面打印。须经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同志签字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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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推荐人选事迹材料（模板）

 一、开头：主要介绍个人信息、取得的主要成绩或相关荣誉等。

二、基本情况：主要描述推荐人选的成长历程及特点特长、工作能力等。

三、重点业务及成效：抓住关键业务、核心要素介绍具体做法经验和传帮带效果等。

四、下一步打算：面对新形势，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方面的打算或愿景。

附件：各级表彰、奖励及科研成果认定证书复印件（如有）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0年 
第三期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的通知

农办牧〔202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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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0年第二季度完成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164批，不合格0批。

2020年第二季度完成化学药品等兽药产品省级监督抽检2381批，不合格37批（见附件1）。

2020年第二季度监督抽检中发现假兽药2批，不符合兽药追溯监管要求的兽药产品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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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检查项、含量测定等项目。37批不合格产品中，有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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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产品3个项目检验不合格。

2.抽检环节质量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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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4.3%、

6.1%，不合格率分别为0.4%、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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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类别质量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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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38.6%、25.9%、2.1%，不合格率分别为1.5%、1.2%、2.1%、2.0%。

（二）假兽药和不符合兽药追溯监管要求兽药产品情况 

省级监督抽检判定为假兽药的2批产品均来自经营环节。4批不符合兽药追溯监管要求的兽药产品

中，有2批兽药产品未赋二维码，1批兽药产品二维码无法识读，1批兽药产品查询不到追溯信息。 

三、重点监控企业情况 

经地方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调查、核实和查处，2019年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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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汇丰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重庆泰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上海瑞博（沈

丘）生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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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一是含量不合格。化药类和抗生素类产品

不合格的主要问题在于含量不符合要求，多为含量偏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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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经营环节不合格率较高。本季度37个不合格产品中，2个来自生产环节，3个来自使用环节，

32个来自经营环节。三是非法添加现象依然存在。本季度有2批产品检出违法添加其他药物成分。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对被抽样单位的处罚。各地要按照兽药管理有关规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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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从重处罚情

形的，要依法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或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对从经营企业抽取样品判定为假兽药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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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7号规定，依法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 

（二）对标称兽药生产企业的处理处罚。从经营企业、使用环节抽取样品判定为假兽药或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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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营企业抽取样品检验发现非法添加其他兽药成分或产品有效成分含量为0的，经营企业所在地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组织做好追溯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结果要及时报我部畜牧兽医局和标称

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确认非法添加其他兽药成分或有效成分含量为0的兽药产品是

标称生产企业生产的，标称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查处，符合从重处罚情形

的，要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7号规定，依法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或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属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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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的，责令停止生产被抽检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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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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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监管要求情况的查处。监督抽检发现兽药产品存在不符合兽药追溯

监管要求情况的，标称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对相关兽药产品赋码及信息上传情

况开展调查，并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及兽药追溯监管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四）其他相关要求。一是及时报送执法办案情况。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按照《2020年兽药

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要求，组织做好对相关被抽样单位、标称生产企业的调查核实及处理处

罚工作，并将相关执法办案情况及时报我部畜牧兽医局。二是及时报送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建议。符

合吊销证书或撤销批准文号条件的，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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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我部畜牧兽医局。三是及时公开案件查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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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证）、用法用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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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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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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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动物健康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附件：1.2020年第二季度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化学药品等兽药产品汇总表

2.假兽药及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监管要求情况汇总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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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年第二季度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化学药品等 
兽药产品汇总表

序
号

抽检
环节

产品
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名称
生产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单位 
（简称）

备注

1 经营环节
硫酸庆大

霉素注射液
三明三药兽药

有限公司
苍南县鑫业动物

康健服务部
191003 pH值为3.1 浙江所

“浙江所”
为浙江省兽
药饲料监察
所简称。其
他检验单位
也均为相关
检验机构简

称

2 使用环节
麻杏石甘

口服液
山东华农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沁县潞宝金和生肉
鸡养殖有限公司

1904001 鉴别 山西中心 　

3 经营环节
对乙酰氨

基酚注射液
南昌科王兽药厂

柳州市柳南区富达
兽药饲料经营部

19032101

对乙酰氨基酚含量
为标示量的109.2%

（标准规定为
95.0%～105.0%）

广西所 　

4 经营环节
板蓝根
注射液

江西正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恒安
畜牧技术服务部

20190401 鉴别,含量为0 河南所 　

5 生产环节
酒石酸泰万
菌素预混剂

河南安盛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

河南安盛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

200302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75.3%
河南所 　

6 经营环节 柴辛注射液
施维雅（青岛）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

固始县百城药业
服务中心

J909DICN
检出非法添加物双
氯芬酸钠（32.4mg/

ml）
河南所 　

7 经营环节
替米考星
预混剂

山东慧扬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南乐县航天畜禽
技术服务中心

201909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71.2%
河南所 　

8 经营环节 白头翁散
河北瑞辉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
温州双欣贸易

有限公司
2019060901 性状,鉴别 浙江所 　

9 经营环节
氟苯尼考
注射液

山东雨泽银丰动
物药业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天牧康源
兽药经销部

201905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77.6%
新疆所 　

10 经营环节
阿苯达唑伊

维菌素
预混剂

重庆市天龙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

宁明县康牧兽药
经营部

190117

含阿苯达唑为标
示量的84.1%，

含伊维菌素
(H2B1a+H2B1b)为标

示量的65.9%

广西所 　

11 经营环节
氟尼辛葡甲
胺注射液

哈尔滨三马兽药
业有限公司

龙岩市地平线农牧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1911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57.4%
福建所 　

12 经营环节
阿莫西林可

溶性粉
沈阳双飞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

肥东县店埠镇诚信
兽药店

20181010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111.3%
安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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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检
环节

产品
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名称
生产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单位 
（简称）

备注

13 经营环节

盐酸大观霉
素盐酸林可

霉素
可溶性粉

河北地邦动物保
健科技有限公司

玉环市正和兽药
经营部

19120501
大观霉素含量为标

示量的80.5%
浙江所 　

14 生产环节
替米考星预

混剂
阜南诺伟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阜南诺伟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3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88.1%
安徽所 　

15 经营环节
戊二醛苯

扎溴铵溶液
（水产用）

湖北绿水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

泗洪县杨氏渔药
经营部

20190306
戊二醛为标示量的
114.8%；烃铵盐为
标示量的210.9%

江苏所 　

16 经营环节
博落回
注射液

遂宁市中通实业
集团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

泸溪县浦市大北农
服务中心

20180901
性状、鉴别（2）、

pH值
湖南所 　

17 经营环节
地塞米松磷
酸钠注射液

湖南伟达科技有
限公司

贵州傲创兽药销售
有限公司

20200101
检出非法添加物烟

酰胺
贵州所 　

18 经营环节
氟苯尼考粉
（水产用）

山西科汪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海州区
浦南镇永康水产

经营部
202001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87.3%

江苏所 　

19 使用环节
二氢吡啶预

混剂
江西博莱大药厂

有限公司
温岭市箬横再盛

家庭农场
20190328 干燥失重为6.2% 浙江所 　

20 经营环节
鱼腥草
注射液

江西嘉美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
益民兽药店

20190401 鉴别 内蒙古所 　

21 经营环节
盐酸林可霉
素注射液

哈尔滨天丰动物
保健品有限公司

大孤山镇兴隆
兽药店

1903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31.9%
吉林所 　

22 经营环节
维生素C
注射液

山西兆益生物
有限公司

桐梓县云飞兽药
经营部

19100101 细菌内毒素 贵州所 　

23 经营环节
土霉素
预混剂

四川省博腾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

昌吉呼图壁县新威
兽药店

201907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21.8%
新疆所 　

24 经营环节
穿心莲
注射液

河北华邦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云南鑫淼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20190301 鉴别（2） 云南所 　

25 使用环节 板青颗粒
徐州天意动物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治县金科
养殖公司

20190703 鉴别 山西中心 　

26 经营环节
阿莫西林可

溶性粉
四川肥神集团

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安区畜康

兽药部
20200102

含量为标示量的
3.9%

广东中心 　

27 经营环节
卡巴匹林钙
可溶性粉

潍坊格润药业
有限公司

苍南青稽动物医院 20190801 含量无法测定 浙江所 　

28 经营环节
安乃近
注射液

天津市保灵动物
保健品有限公司

渑池县会盟东路小
朱兽药商行

20181002

含量为标示
量的92.1%

（标准规定为
95.0%～105.0%）

河南所 　

29 经营环节 磺胺脒片
甘肃天利达

生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乌市新宏源兽药 20190301
含量为标示量的

29.2%
新疆所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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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检
环节

产品
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名称
生产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单位 
（简称）

备注

30 经营环节
黄芪多糖注

射液
江西嘉美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

为民兽药店
20181102 鉴别 内蒙古所 　

31 经营环节
银黄提

取物口服液
天农大（天津）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潼南区同安牧业
服务部

19050502

性状，pH值，每
1ml含金银花提取
物以绿原酸计，为
0.03mg；每1ml含

黄芩提取物以黄芩
苷计，为0.03mg

重庆所 　

32 经营环节
柴胡

注射液
江西邦诚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
钟山区仁德兽药店 181010 pH为3.9 贵州所 　

33 经营环节
板蓝根
注射液

四川通达动物保
健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经开区阿拉维
克多兽药经营部

20180801
含量为0.0046mg/

ml
云南所 　

附件2       

假兽药及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监管要求情况汇总表

一、假兽药

序号
抽检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产品批准文号 生产批号 被抽样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盐酸沙拉沙星 
可溶性粉

陕西鑫诚大唐畜牧
有限公司

兽药字270162150 190824/01
海南维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屯城分公司
　

2
经营
环节

伊维菌素注射液
河南锐先科技药业

有限公司
/ 20191125

巴州和静阿尔夏特路伊可赛
兽药店

　

二、未赋二维码兽药产品

序号
抽检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产品批准文号 生产批号 被抽样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麻杏石甘片
商丘市火神兽药
有限责任公司

兽药字160705173 20200102 琼中营根少燕兽药店 　

2
经营
环节

恩诺沙星可溶性
粉

四川省博腾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

兽药字2016220872119 20190303 塔城乌苏市双马兽药店 　

三、二维码无法识读兽药产品

序号
抽检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产品批准文号 生产批号 被抽样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黄芪多糖注射液
天津市保灵动物保

健品有限公司
兽药字2016220872119 20190303 塔城乌苏市双马兽药店 　

四、查询不到追溯信息兽药产品

序号
抽检
环节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产品批准文号 生产批号 被抽样单位 备注

1
经营
环节

双黄连口服液
四川湟恩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
兽药字2016221045030 20190509 琼中营根少燕兽药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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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 
乡村兽医登记许可后续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2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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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20〕13号，以下简称《决定》）规

定，“乡村兽医登记许可”事项已取消，改为备案。为切实做好乡村兽医诊疗服务活动管理，建立健全备案

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案条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的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可为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办理乡村兽医备案：

（一）具备中等以上兽医、畜牧（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或水产养殖专业学历的；

（二）具备中级以上动物疫病防治员、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员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

（三）本通知印发前已取得乡村兽医登记证书的；

（四）经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

二、备案材料要求

办理乡村兽医备案时，拟备案人员应当提交如下材料：

（一）乡村兽医备案表；

（二）学历证明、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乡村兽医登记证书或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三）拟备案人员身份证明和复印件。

三、备案程序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办理乡村兽医备案，收到拟备案人员的备案材料后，应当于15

个工作日内对备案材料进行核查，备案材料真实有效即可予以备案，在《乡村兽医备案表》办理意见一栏

签署“已备案”并加盖公章；对提交材料不全或真实性存疑的，应当退回《乡村兽医备案表》，向拟备案人

员说明情况，要求补充或更正备案材料。已备案乡村兽医的《乡村兽医备案表》正表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保存，副表由其本人保存。

四、备案管理要求

（一）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决定》和乡村兽医备案管理有关规定的宣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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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备案条件、要求和程序。

（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乡村兽医备案信息管理，登录“中国兽医网—兽医卫

生综合信息平台”，将备案信息录入“全国兽医队伍信息管理系统”。

（三）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在本县域从业的乡村兽医的监督管理，监督乡村兽医在

备案县的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不得在城区从业。对于在其他县备案后到本县从事动物诊疗服务

活动的，应当按程序重新备案，并在“全国兽医队伍信息管理系统”内更变其备案信息。

（四）2020年12月31日前，《决定》颁布前取得的乡村兽医登记证书仍然有效，证书持有人应当在有

效期内前往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办理备案。

（五）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定期公开乡村兽医备案情况，方便公众查询和社会监督。

（六）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做好乡村兽医的培训，重点加强专业技术、生物安全、动物

防疫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法治意识。

（七）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乡村兽医诊疗服务活动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

监管，畅通乡村兽医管理投诉举报渠道，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并向社会公开，并如实记录违法

失信行为，实施差异化监管等措施。

 

附件：乡村兽医备案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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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乡村兽医备案表（正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照片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是否为村
级防疫员

备案时间 备案编号

从业区域 从业机构

从业地点

备案条件
（符合一项即可）

1.具备中等以上兽医、畜牧（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或水产养殖专业学历的。□

2.具备中级以上动物疫病防治员、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员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

3.2020年10月14日前已取得乡村兽医登记证书的。□

4.经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

本人承诺

1.本表所填写的信息属实。

2.备案后到其他县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时，按程序重新办理备案。

3.遵守有关动物诊疗的操作技术规范，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兽药和兽医器械。

4.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遵守职业道德。

5.定期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专业水平。

                                                         签名：                   

办理意见

                                                     年     月    日

注: 1. 本表格由备案机关留存。

      2. 提交此表时应同时提交下列材料：①学历证明、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乡村兽医登记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②申请人身份证明和

          复印件。

      3. 拟备案人员应提交本表的打印件，并签名。

      4. “备案时间”“备案编号”由备案部门填写，备案编号由“发证机关所在行政区域代码”+“四位数字顺序号”组成。

      5. 在“从业区域”栏填写从业县名称。“从业机构”由备案部门指导拟备案人员参照“全国兽医队伍信息管理系统”有关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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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乡村兽医备案表（副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照片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是否为村
级防疫员

备案时间 备案编号

从业区域 从业机构

从业地点

备案条件
（符合一项即可）

1.具备中等以上兽医、畜牧（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或水产养殖专业学历的。□

2.具备中级以上动物疫病防治员、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员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

3.2020年10月14日前已取得乡村兽医登记证书的。□

4.经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

本人承诺

1.本表所填写的信息属实。

2.备案后到其他县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时，按程序重新办理备案。

3.遵守有关动物诊疗的操作技术规范，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兽药和兽医器械。

4.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遵守职业道德。

5.定期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专业水平。

                                                         签名：                   

办理意见

                                                     年     月    日

注: 1. 本表格由备案机关留存。

      2. 提交此表时应同时提交下列材料：①学历证明、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乡村兽医登记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②申请人身份证明和

          复印件。

      3. 拟备案人员应提交本表的打印件，并签名。

      4. “备案时间”“备案编号”由备案部门填写，备案编号由“发证机关所在行政区域代码”+“四位数字顺序号”组成。

      5. 在“从业区域”栏填写从业县名称。“从业机构”由备案部门指导拟备案人员参照“全国兽医队伍信息管理系统”有关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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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成立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农办牧〔2020〕49号

各位委员及有关单位：

为加强对我国动物营养与饲料工作的统筹和指导，引导行业大联合、大协作、大共享，系统开展饲料

营养价值数据库构建和动物营养需要量评定等基础性工作，加快推广饲料精准配方技术体系，促进饲料

和养殖行业节本提质增效，农业农村部决定成立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经各

方面提名推荐，委员会首批入选委员38人，李德发院士任主席，麦康森院士、印遇龙院士、姚斌院士任副

主席，谯仕彦教授任秘书长，秘书处设在中国农业大学。委员会拟按养殖动物品种设立分会，由熟悉相关

领域的委员负责筹建。

委员会将建立动态增补和退出机制，及时吸收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动物营养与饲料公益事业的专家

学者加入。请委员会秘书处负责拟定《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章程》，分会筹建负责人提出分会组建方

案，经全体委员大会讨论通过后，报我部畜牧兽医局备案。

 

附件：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首批入选委员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1月2日

序号 职务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备注

1 主席 李德发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2 副主席 麦康森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3 副主席 印遇龙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4 副主席 姚    斌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5 秘书长 谯仕彦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猪分会筹建负责人

6 委员 吴    德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7 委员 蒋宗勇 研究员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8 委员 王加启 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附件

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首批入选委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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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务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备注

9 委员 陈代文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10 委员 呙于明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肉鸡分会筹建负责人

11 委员 刘作华 研究员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12 委员 蔡辉益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13 委员 单安山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 　

14 委员 林    海 教授 山东农业大学 　

15 委员 李胜利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奶牛分会筹建负责人

16 委员 侯水生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水禽分会筹建负责人

17 委员 秦玉昌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18 委员 戴小枫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19 委员 刘建新 教授 浙江大学 　

20 委员 孟庆翔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21 委员 罗绪刚 教授 扬州大学 　

22 委员 李爱科 研究员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23 委员 齐广海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蛋鸡分会筹建负责人

24 委员 刁其玉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羊分会筹建负责人

25 委员 熊本海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26 委员 王中华 教授 山东农业大学 　

27 委员 汪以真 教授 浙江大学 　

28 委员 张宏福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29 委员 计    成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30 委员 李发弟 教授 兰州大学 　

31 委员 姚军虎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2 委员 邹剑敏 研究员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 　

33 委员 晏向华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34 委员 张军民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35 委员 艾庆辉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水产动物分会筹建负责人

36 委员 卜登攀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肉牛分会筹建负责人

37 委员 李光玉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特产动物分会筹建负责人

38 委员 薛   敏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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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庐山西海鳡等
7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范围

和功能分区的批复

农办渔〔2020〕21号

江西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云南省、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根据《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经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评审委员会

审查，我部同意对庐山西海鳡等7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详见附件。请按照调整后的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重新组织开展勘界

立标工作，完善管理办法，强化管护措施，加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

    

附件：庐山西海鳡等7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10月21日

 

附件

庐山西海鳡等7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

1.庐山西海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庐山西海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

积21800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5667公顷，实验区

面积16133公顷。保护区核心区特别保护期为每

年的3月1日至6月30日。保护区位于江西省武宁县

庐山西海水域，地理坐标范围在北纬29°11′59″

至29°19′51″，东经115°06′51″至115°24′25″

之间。核心区位于庐山西海武宁县水域东部，

是由6 个拐点顺次 连线所围的水域，拐点坐标

分别为东山（115°21′30″E，29°18′57″N）、

磨刀口（115°2 4′2 5 ″E，2 9 °17′15 ″N）、

长陵山（115°2 4′0 8 ″E，29 °14′0 8 ″N）、

杨洲（115°22′19 ″E, 29°11′59 ″N）、盘垅

（115°19′0 7 ″E，29 °14′36″N）和墨斗山

（115°19′48″E，29°15′22″N）。实验区位

于庐山西海武宁县水域中西部，是由16个拐点

顺 次 连 线 所围的水 域，拐点坐标分 别为 武宁

大桥南（115°0 6′51″E，29°16′46″N）、武

宁大桥北（115°07′04″E，29°17′11″N）、

田东（115°0 8′0 6 ″E，2 9 °18′51″N）、王

埠（115°11′2 8 ″E，2 9 °19 ′51″N）、红 岩

潭（115°14′0 6 ″E，2 9 °19 ′4 0 ″N）、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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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 °16 ′0 6 ″E ，2 9 °1 9 ′3 2 ″N）、八 里

棚（115°17 ′47 ″E，2 9 °19 ′0 4 ″N）、周田

（11 5 °2 0 ′3 8 ″E ，2 9 °1 9 ′2 0 ″N）、东山

（11 5 °2 1′3 0 ″E ，2 9 °18 ′5 7 ″N）、墨 斗

山（11 5 °1 9 ′4 8 ″E ，2 9 °1 5 ′2 2 ″N）、盘

垅（11 5 °1 9 ′0 7 ″E ，2 9 °1 4 ′3 6 ″N）、洞

坪（11 5 °18 ′0 0 ″E ，2 9 °14 ′0 9 ″N）、罗

坪（11 5 °1 6 ′3 5 ″E ，2 9 °1 4 ′4 0 ″N）、东

边（115°13′4 8 ″E，2 9 °14′4 9 ″N）、关 山

（11 5 °11′0 9 ″E ，2 9 °14 ′3 7 ″N）和凤口

（115°10′42″E，29°14′35″N）。保护区主要保

护对象为鳡，其他保护物种为桃花水母、鳜、蒙古

鲌、似鮈等。

2.套尔河口海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套尔河口海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总面积924.91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232.18公顷，

实验区面积为692.73公顷。特别保护期为每年

的7月1日至9月30日。保护区位于山东省滨州市北

海新区套尔河口附近海域。保护区范围是由4个

拐点顺次连线围成的海域，拐点坐标分别为（ 

118°04′42″E，38°12′08″N ；118°05′12″E，

38°11′52″N；118°07′52″E，38°15′59″N；

118°07′06″E，38°16′20″N）。核心区是由4

个拐点顺次连线围成的海域，拐点坐标分别为

（118°05′26″E，38°12′31″N；118°05′10″E，

38°12′39″N；118°06′24″E，38°14′47″N；

118°06′47″E，38°14′37″N）。 实验区为保护

区范围内除核心区以外的海域。保护区主要保护

对象为缢蛏。

3.靖子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靖子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

2515.68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617.92公顷，实验

区面积1897.76公顷。保护区特别保护期为11月1日

至翌年5月31日。保护区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孙家疃镇靖子湾海域，地理位置坐标范围在北纬

37°33′44″至37°36′21″，东经122°05′44″至

122°10′13″之间。

保 护区由9 个拐点坐标围成的 海 域，边界

各拐点依次为（122°08′31″E，37°33′47″N；

122°09′55″E，37°33′43″N；122°10′13″E，

37°33′44″N；122°10′13″E，37°36′21″N；

122°08′11″E，37°36′21″N；122°08′09″E，

37°35′38″N；122°05′46″E，37°35′31″N；

122°05′44″E，37°34′00″N；122°07′43″，

37°33′56″）。

核心区位于保护区的中间位置，由6个拐点

坐标顺次连接而成，边界各拐点地理坐标依次为

（122°06′39″E，37°34′54″N；122°08′13″E，

37°35′04″N；122°09′55″E，37°33′43″N；

122°08′32″E，37°33′47″N；122°08′31″E，

37°33′57″N；122°06′54″E，37°34′14″N）。

实验区是保护区核心区以外的海域。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象是花鲈。

4.惠亭水库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惠亭水库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总面积2895.7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509.1公

顷，实验区面积2386.6公顷。保护区核心区特别

保护期为全年。保护区位于湖北省京山市惠亭

水库，地理坐标范围介于东经112°58′55″至

113°05′58″，北纬30°59′19″至31°04′15″

之间。核心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以下4个

拐点顺次连线所围成的水域，拐点坐标分别为

（113°00′11″E，31°04′10″N；113°01′03″E，

31°02′53″N；113°01′00″E，31°02′42″N；

113°00′00″E，31°03′02″N）；第二部分为以下

4个拐点顺次连线所围成的水域，拐点坐标分别为

（112°58′55″E，31°01′08″N；113°00′40″E，

31°01′32″N；113°01′40″E，31°00′58″N；

113°01′32″E，31°00′29″N）。实验区为以下

11个拐点顺次连线所围成的水域，拐点坐标为

（113°01′03″E，31°02′53″N；113°02′05″E，

31°02′45″N；113°01′07″E，31°04′15″N；

113°03′16″E，31°01′54″N；113°05′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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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11″N；113°05′10″E，30°59′19″N；

113°02′29″E，30°59′37″N；113°01′32″E，

31°00′29″N；113°01′40″E，31°00′58″N；

113°02′10″E，31°01′09″N；113°01′00″E，

31°02′42″N）。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中华鳖。

5.洞庭湖银鱼三角帆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洞庭湖银鱼三角帆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总面积59001.69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26801.48 公顷、实验区面积32200.21 公顷。特

别保护期为全年。保护区位于湖南省益阳市沅

江市境内，地理坐标范围在东经112°15′52″至

112°56′23″，北纬28°45′48″至29°09′59″之

间，包括南洞庭湖水域、白沙长河及东洞庭湖漉

湖三港子水域。

保 护 区 范 围 ：东 北 从 漉 湖 龙 潭 沟

（112°55′08″E，29°09′08″N），向南至轮

船靶（112°56′23″E，29°03′24″N）、下塞

湖洲南（112°49′14″E，28°58′27″N）、张

家岔子南（112°45′03″E，28°54′43″N），猪

栏湾（112°39′52″E，28°51′06″N）、大湾

（112°40′14″E，28°47′59″N），折转向西至

明朗山（112°36′47″E，28°46′46″N）、车便

湖（112°25′58″E，28°46′19″N），折转西北

经七星洲（112°22′49″E，28°50′32″N）、

界和（112°20′07″E，28°53′58″N），折转

向南沿白沙长河至联盟二队（112°17′58″E，

2 8°4 8′43 ″N）、木 梓 潭（112 °15′52 ″E，

2 8 °5 0 ′5 0 ″N），沿白沙 长河北 上 至江 猪头

（112°19′44″E，28°54′29″N），至航标洲

（112°19′57″E，28°57′19″N），折转向东经

鲜鱼洲（112°26′52″E，28°54′55″N）、明月洲

（112°36′00″E，28°56′07″N）至张家岔子北

（112°44′21″E，28°54′43″N），折向东北经下

塞湖洲北（112°48′45″E，28°58′41″N）、五花

滩（112°55′14″E，29°02′13″N），折西至子午

港（112°47′51″E，29°05′35″N），折北至五港

子河（112°48′09″E，29°09′19″N）所围成的水

域。

保护区核心区为南洞庭湖澎湖潭村东南角

（112°34′47″E，28°55′22″N）、杨家山南端

（112°34′57″E，28°49′00″N）、车便湖东南

角（112°26′54″E，28°46′19″N）、沅江纸厂

北端（112°22′41″E，28°52′14″N）、江猪头

（112°19′44″E，28°54′29″N）、水上新村东南

角（112°20′12″E，28°55′59″N）、航标洲北端

（112°19′57″E，28°57′19″N）、蒿竹湖新红段

北侧（112°23′49″E，28°54′37″N）及澎湖潭村

东南角（112°34′47″E，28°55′22″N）所围成的

水域。核心区以外水域为实验区。主要保护对象

为银鱼、三角帆蚌。

6.澜沧江短须     中华刀鲇叉尾鲇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澜沧江短 须   中华刀鲇叉尾鲇国家 级 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2119公顷，其中核心

区面积813公顷，实验面积130 6 公顷。保护区

核心区特别保护期为每年的2月1日至5月31日。

保护区位于云南省澜沧江水系，地理范围包括

两部分，一是澜沧江干流勐撒（22°53′33″N，

100°17′53″E）至思澜公路琅珰桥（22°34'53"N，

10 0°29'37"E）江段；二是云南省澜沧县黑河

赛罕（22°49'17"N，99°48'09"E）至黑河与澜

沧江交汇处（22°40′44″N，100°22′10″E）

江 段。核心区由两 部 分 组 成，一 是 黑 河 赛 罕

（22°49'17"N，99°48'09"E）至思澜公路谦迈桥

（22°36′35″N，100°06′22″E）江段；二是黑河

新城桥（22°38′30″N，100°15′34″E）经澜沧

江交汇处（22°40′44″N，100°22′10″E）向下游

至思澜公路琅珰桥（22°34'53"N，100°29'37"E）

江段。实验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黑河思澜公路

谦迈桥（22°36′35″N，100°06′22″E）至新城

桥（22°38′30″N，100°15′34″E）江段，二是澜

沧江干流勐撒（22°53′33″N，100°17′53″E）

至 黑 河与 澜 沧 江 交 汇 处（2 2 °4 0 ′4 4 ″N，

鱼芒

鱼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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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10″E）江段。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短

须    、中华刀鲇、叉尾鲇，其他保护对象包括鼋、

山瑞鳖、小爪水獭、红瘰蝾螈及双孔鱼、大鳍鱼、

中国结鱼、长丝    、爪哇鲃鲤、红鳍方口鲃、爪哇

四须鲃等。

7.嘉陵江源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嘉陵 江 源特 有鱼类国家 级 水产 种质 资源

保 护区 总面 积 9 6 7. 2 2公顷，其中核心区面 积

6 41.19公顷，实验区面积326.03公顷。保护区

特别保护期为每年的4月20日至9月20日。保护

区位于嘉陵江源头水系，范围自陕西省凤县嘉

陵江干流东河桥村至小峪河与嘉陵江交汇处，

包括沿途 入汇的安河、小峪河、旺峪河、谷岔

河和野洋河，地理坐标介于东经106°27′23″

至106°55′14″，北纬33°43′31″至34°14′17″

之间。核心区共 有4 段 水 域：第一段位于嘉陵

江干流，范围从 东河桥村（10 6°55′14 ″E、

34°14′17″N）（106°55′15″E、34°14′17″N）

至白石铺村（106°39′18″E、33°59′20″N）

（106°39′16″E、33°59′20″N）；第二段位于

小峪河，范围从唐藏镇隘口（106°40′13″E、

34°12′16″N）（106°40′12″E、34°12′17″N）

至双吉子大桥（106°31′19″E、33°55′48″N）

（106°31′17″E、33°55′48″N）；第三段位

于谷岔河，范围从苇子坪村（106°47′52″E、

33°51′39″N）（106°47′52″E、33°51′39″N）

至谷岔河与旺峪河交汇处（10 6°37′15″E、

3 3 °4 8 ′5 8 ″N ）（1 0 6 °3 7 ′1 4 ″E 、

3 3 °4 8 ′5 9 ″N）；第四 段位于 野 洋 河，范 围

从红土沟口（106°46′19″E、33°43′31″N）

（106°46′19″E、33°43′31″N）至野羊河与

旺峪河交汇处（106°37′14″E、33°48′58″N）

（106°37′15″E、33°48′58″N）。实验区共

有4 段 水 域：第 一 段 位 于 嘉 陵 江干 流 ，范 围

从白石铺村（106°39′18″E、33°59′20″N）

（106°39′16″E、33°59′20″N）至嘉陵江与

小峪河交汇处（106°31′28″E、33°54′56″N）

（10 6°31′2 5″E、33°5 4′57 ″N）；第二段

位于 安河，范围从河口镇（10 6°4 8′2 7 ″E、

33°57′34″N）（106°48′26″E、33°57′35″N）

至安 河与嘉 陵 江 交 汇 处（10 6°3 7 ′2 6 ″E 、

3 3 °5 7 ′1 7 ″N ）（1 0 6 °3 7 ′3 2 ″E 、

33°57′21″N）；第三段位于小峪河，范围从

双吉子大桥（106°31′19″E、33°55′48″N）

（106°31′17″E、33°55′48″N）至小峪河与

嘉陵江交汇处（106°31′25″E、33°54′57″N）

（106°31′22″E、33°54′58″N）；第四段位

于旺峪河，范围从留凤关镇（106°37′14″E、

33°48′58″N）（106°37′14″E、33°48′59″N）

至 陕 西 与 甘 肃 交 界 处（1 0 6 °2 7 ′2 4 ″E 、

33°49′05″N）（106°27′24″E、33°49′06″N）。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唇     ，其他保护对象为多

鳞铲颌鱼、鲇、山溪鲵、中国林蛙等。

鱼芒

鱼芒

鱼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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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38号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技术评审、全国农药评审登记委员会评

审，批准拜耳股份公司等3家企业申请的四唑虫酰胺等4个新农药产品登记，颁发《农药登记证》，经核准

的标签一同发布，有效期五年。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农药产品登记信息

2.经核准的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20年9月30日

附件1           

新农药产品登记信息

序
号

综合办公
受理号

农药登记
证号

登记证
持有人

农药
名称

剂型 毒性
有效成分

及含量
农药
类别

作物/
场所

防治
对象

产品质量
标准号

原药

1 0309191230111602 PD20200655
拜耳股份

公司
四唑虫
酰胺

原药 低毒
四唑虫酰
胺 90%

杀虫
剂

　 　
WQ/49BAYER-

CPI-021

制剂

2 0309191012111286 PD20200658
深圳百乐宝
生物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苹果蠹
蛾性

信息素
挥散芯 低毒

8,10-
十二碳二
烯醇 220
毫克/个

杀
虫
剂

苹果树
苹果
蠹蛾

Q/BIO 07—2020

3 0309191230111603 PD20200659
拜耳股份

公司
四唑虫
酰胺

悬浮剂 低毒
四唑虫酰
胺 200克

/升

杀
虫
剂

甘蓝
甜菜
夜蛾

WQ/49BAYER-
CPI-022

4 0309200119111740 PD20200657
日本史迪士
生物科学株

式会社

解淀粉
芽孢

杆菌AT-
332

水分
散粒剂

微毒

解淀粉
芽孢杆
菌 AT-

332 50亿
CFU/克

杀
菌
剂

草莓 白粉病
Q/20190001 

SB950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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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经核准的标签

登记证号：PD20200658

登记证持有人：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农药名称：苹果蠹蛾性信息素

剂型：挥散芯

毒性及其标识：低毒

总有效成分含量：220毫克/个

有效成分及其含量： 8,10-十二碳二烯醇220

毫克/个    

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使用技术要求:

1.本品应在苹果树开花前或开花初期（苹果

蠹蛾羽化前），悬挂于树冠中上部阴凉隐蔽的枝

条上，距离果树树顶1米或树冠上部三分之一处。

2.本品每季最多使用1次。3.在苹果蠹蛾虫情较重

时，有必要根据虫情监测数据结果，在技术人员

指导下配合其他化学杀虫剂来综合治理苹果蠹

蛾。4.大风天或预计1小时内降雨，请勿用药。

产品性能:

本品有效成分与自然界中苹果蠹蛾雌蛾分泌

的性信息素在化学结构和功能上相同，并且通过

缓慢释放的方式，散发苹果蠹蛾性信息素，对雄

蛾具有迷向作用。通过干扰雌雄交配，减少幼虫

发生，可用于防治苹果蠹蛾。

注意事项：

1.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使用。远离水产养殖区

放药。2.使用本品最好选择面积较大的果园，防

治效果要优于小果园。初次使用本品的果园，需

注意果园内虫情密度，配虫情监测器。3.本品对皮

肤有刺激性，使用本品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穿防护服，戴防护手套、口罩等，避免皮肤接

触及口鼻吸入。使用中不可吸烟、饮水及吃东西，

使用后及时清洗手、脸等暴露部位皮肤并洗澡更

换衣物。4.药剂或其包装不得污染水源，包装材料

不得重复使用。5.用过的容器应妥善处理，不可做

他用，也不可随意丢弃。6.禁止儿童、孕妇及哺乳

期妇女接触该药剂。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并加锁保存。过敏者禁用，使用中有任何不良反

应请及时就医。

中毒急救措施：

急救措施：使用中或使用后如果感觉不适，

应立即停止工作，采取急救措施，并及时携带标

签送医院就诊。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物，

用软布去除沾染农药，用肥皂和大量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不少于15分钟。 

吸入：立即离开施药现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误

服：立即停止服用，用清水充分漱口后，携带农药

标签到医院就诊。无特效解毒剂，对症治疗。

储存和运输方法：

本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中。贮运时，

严防潮湿和日晒，远离火源或热源。置于儿童接

触不到之处，并加锁。不得与食品、饮料、粮食、

饲料等混合储存运输。

质量保证期：2年

登记证号：PD20200659

登记证持有人：拜耳股份公司

农药名称：四唑虫酰胺

剂型：悬浮剂

毒性及其标识：低毒  

总有效成分含量：200克/升

有效成分及其含量： 四唑虫酰胺200克/升    

作物/场所 防治对象 用药量（制剂量/亩） 施用方式

苹果树 苹果蠹蛾 30〜40个/亩 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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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使用技术要求:

1.配药前先将原包装摇匀，再采用二次稀释

法配药。亩用水量45公斤均匀叶面喷雾。2.防治

甘蓝甜菜夜蛾，于低龄幼虫发生初期喷雾施药1

次。3.安全间隔期：甘蓝7天，每个生长季最多施用

1次。4.严格按照批准的使用次数和用药量使用。

5.大风天或预计1小时内降雨，请勿施药。

产品性能:

本品为双酰胺类杀虫剂，作用于害虫的鱼尼

丁受体，引起细胞内钙离子无节制释放，导致肌肉

收缩、麻痹直至害虫死亡。本品以胃毒为主，能够

有效防治甘蓝甜菜夜蛾。

注意事项：

1.一季作物使用本品1次。为了更好的避免

抗性的产生，建议与不同作用机制杀虫剂轮换用

药。2.操作本品时应戴防护手套、口罩、防护镜、

穿防护服、雨靴等，禁止饮食、饮水和吸烟等。

3.施药后应及时洗澡，清洗防护用具和衣物等。

4.避免孕妇及哺乳期的妇女接触。5.空包装应三

次清洗并砸烂或划破后妥善处理，切勿重复使

用。6.药液及废液严禁污染各类水域、土壤等环

境；水产养殖区、河塘、沟渠、湖泊等水体附近禁

用，禁止在河塘等水域清洗施药器具。7.（周围）

开花植物花期禁用，使用本品应注意避免对蜜

蜂、授粉昆虫及蚕室造成影响。使用时应密切关

注对附近蜂群的影响；蚕室及桑园附近禁用；赤

眼蜂或其他天敌放飞区域禁用。

中毒急救措施：

有任何不良反应请及时携标签就医。1.一般

建议：将中毒者从危险区域转移，脱去受污染衣

物并妥善处置，转移时需保持中毒者处于稳定的

侧卧体位。2.如皮肤接触：用肥皂和大量清水彻底

清洗，如有条件，先用聚乙二醇400清洗再用清水

冲洗，如仍有不适应立即就医。3.如误入眼睛：立

即用大量清水冲洗至少15分钟；如戴隐形眼镜，

先冲洗5分钟，摘掉眼镜后再继续冲洗，如仍有不

适，应立即就医。4.如误吸入：将患者移到空气新

鲜处，使其保持温暖和休息，如仍有不适，应立即

就医。5.如误食：禁止引吐，用水漱口并立即携此

标签就医。6.无已知的中毒症状，无特定解毒剂，

建议医生根据患者症状对症治疗，大量吞食两小

时内应考虑洗胃，可给服活性炭和硫酸钠。7.如发

生中毒事故或化学事故请拨打国家化学事故应急

响应专线0532-83889090。

储存和运输方法：

1.本品应以密封的原包装储存于阴凉、干燥和

通风处。2.加锁保存，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3.勿与食品、饮料、粮食、饲料、种子、肥料等其他

商品同贮同运。4.适宜的储存温度为0℃〜35℃。

5.运输时应注意防水防潮，避免雨淋日晒；搬运时

轻搬轻放，不可倒置。6.远离火源或热源。

质量保证期：3年

登记证号：PD20200655

登记证持有人：拜耳股份公司

农药名称：四唑虫酰胺

剂型：原药

毒性及其标识：低毒  

总有效成分含量：90%

有效成分及其含量： 四唑虫酰胺90%    

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产品性能:

本品是农药制剂加工的原材料，不得直接用

于农作物和其它场所。

注意事项：

作物/场所 防治对象 用药量（制剂量/亩） 施用方式

甘蓝 甜菜夜蛾 7.5〜10 毫升/亩 喷雾

作物/场所 防治对象 用药量（制剂量/亩） 施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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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品对皮肤有刺激性，开启和运输本品过

程中应戴口罩、防护镜、手套，穿防护服，注意保

证空气流通，请勿饮食、饮水、吸烟，避免火灾、

泄漏和粉尘形成。2.远离热源和火源。如着火，可

使用水、抗溶性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但

不能用大容量水喷射灭火，应收集和集中处理被

污染的灭火水，并妥善处理。3.如泄漏，应用真

空吸尘器将泄漏物彻底回收，并装入密封的粉尘

桶内，待集中处理，避免其污染地表水等生态环

境。4.开启和搬运本品后，用肥皂和清水彻底清洗

暴露在外的皮肤。5.其包装倒空洗净后应妥善处

理，不可他用。6.药品及受污染的废弃物要严禁污

染各类水域、土壤等环境。7.避免孕妇及哺乳期

的妇女接触。

中毒急救措施：

1.一般建议：将中毒者从危险区域转移，脱去

受污染的衣物，并妥善处置，转移时须保持中毒

者稳定的侧卧体位。有任何不适应及时携标签就

医。2.如误食：禁止引吐，用水漱口，并立即携此

标签就医；通常不建议洗胃处理，但大量吞食(超

过一口)，可考虑给服活性炭和硫酸钠。3.如误吸

入：将患者移到空气新鲜处，使其保持温暖和休

息，并寻求医疗救助或拨打中毒咨询电话。4.皮

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物，并用足量肥皂

水冲洗；如有条件，先用聚乙二醇400清洗受污染

的部位，再用清水冲洗。5.如误入眼睛：立即用大

量清水冲洗至少15分钟；如戴隐形眼镜，先冲洗5

分钟，摘掉后再继续冲洗。如仍有不适，应立即就

医。6.如发生中毒事故或化学事故请拨打国家化

学事故应急响应专线0532-83889090。

储存和运输方法：

1.本品应以密封的原包装储存于阴凉、干燥和

通风处，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并加锁保管。

2.勿与食物、饮料及饲料、种子、肥料等其他产品

同贮同运。3.储存温度不超过30℃。4.运输时应注

意防水防潮，避免雨淋；搬运时轻搬轻放，不可倒

置。

质量保证期：2年

登记证号：PD20200657

登记证持有人：日本史迪士生物科学株式会

社

农药名称：解淀粉芽孢杆菌AT—332

剂型：水分散粒剂

毒性及其标识： 微毒 

总有效成分含量：50亿CFU/克

有效成分及其含量： 解淀粉芽孢杆菌 AT—

33250亿CFU/克    

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使用技术要求:

1.本品在草莓白粉病病害发生前或发病初期

施药，间隔7天左右，共施药2〜3次。注意喷雾均

匀。2.大风天或预计1小时内降雨，请勿施药。3.每

季最多施药3次。

产品性能:

本品是以芽孢杆菌直接入药的杀菌剂，其独

特的作用机理，能有效预防因长期使用化学杀菌

剂而产生抗性的病菌（很适合用于抗性治理），本

品能够有效防治草莓白粉病。

注意事项：

1.本产品兑水后需要在整株作物包括所有

叶片的上下方均匀施喷，无缝的保护使外来病菌

无法入侵。2.本品对眼睛有刺激性，施药时穿长

衣长裤、戴手套、眼镜、口罩等，施药时不能吃东

西、喝水和吸烟等。工作结束后，应用肥皂、清水

洗脸、手和其他裸露部位，及时洗澡并更换衣物。

3.水产养殖区，河塘等水体附近禁用，禁止在河塘

等水体中清洗施药器具，避免药液流入湖泊，河

流或鱼塘中污染水源。4.施药后药械应彻底清洗，

剩余的药液和洗刷施药用具的水，不要倒入田间

作物/场所 防治对象 用药量（制剂量/亩） 施用方式

草莓 白粉病 100〜140克/亩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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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河流、池塘等水源。5.避免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接

触。6.废弃物要妥善处理。不能做他用。7.本品建

议与其他作用机制的杀菌剂农药交替使用，以延

缓抗药性产生。

中毒急救措施：

使用中有任何不良反应及时携标签就医。中

毒症状：对眼睛有刺激性。皮肤接触：脱去污染

的衣物，用软布去除沾染农药，立即用肥皂和大

量清水冲洗；眼睛溅入：立即用流动清水至少冲

洗15分钟；误食：立即停止服用，用清水充分漱口

后，立即携带农药标签到医院就诊，对症治疗。

储存和运输方法：

本品应贮存在干燥、阴凉、通风、防雨处，远

离火源或热源。置于儿童触及不到之处，并加锁。

勿与食品、饮料、粮食、饲料等其它商品同贮同

运。贮存或运输时堆层不得超过规定，注意轻拿

轻放，以免损坏包装，导致产品泄露。

质量保证期：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39号

“两优228”等水稻、玉米、普通小麦、大豆、甘蓝型油菜、甘薯、大麦、棉属、甘蔗属、大白菜、普通番

茄、黄瓜、普通西瓜、普通结球甘蓝、食用萝卜、菜豆、大葱、西葫芦、花椰菜、甜瓜、不结球白菜、苦瓜、芥

蓝、南瓜、青花菜、石竹属、兰属、花烛属、蝴蝶兰属、石斛属、梨属、桃、苹果、柑橘属、猕猴桃属、桑属、

草莓、柱花草属、茶组、美丽鸡血藤（牛大力）共40个植物属种661个品种，经审查，符合《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的要求，现对其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特此公告。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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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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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颂21”等马铃薯、甘薯、谷子、高粱、油菜、花生、甘蔗、大白菜、结球甘蓝、黄瓜、番

茄、辣椒、西瓜、甜瓜、苹果、柑橘、梨、葡萄、桃、茶树、橡胶共21种作物985个品种予以登记，“吉品粱2

号”等高粱、油菜、花生共3种作物18个品种予以变更登记。

现予公告。

 

附件：1.“华颂21”等985个品种登记信息

2.“吉品粱2号”等18个品种变更登记信息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9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1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20家

单位申报的泰地罗新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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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宁波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注射用血促性素变更注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质量标准、说

明书和标签样稿按照《兽药质量标准》（2017年版）化学药品卷同品种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兽药注册目录

2.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3.试行规程

4.质量标准

5.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3,4,5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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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 监测期 备注

泰地罗新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同仁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兽药厂、华南农业大学、湖北
龙翔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中牧安达药
业有限公司、启东东岳药业有限公司、内蒙古联
邦动保药品有限公司、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动物保健品厂、华北制药集团动物
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二类
（2020）

新兽药证字46号
4年 注册

泰地罗新注射液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同仁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兽药厂、华南农业大学、瑞普
（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中牧南京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内蒙古联邦动保药品有限公司、广东
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保健品厂、
江西博莱大药厂有限公司、华北制药集团动物
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二类
（2020）

新兽药证字47号
4年 注册

鸭坦布苏病毒血凝抑制试验
抗原、阳性血清与阴性血清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金宇保灵生
物药品有限公司、豪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类
（2020）

新兽药证字48号
5年 注册

猪圆环病毒2型、猪肺炎支原
体二联灭活疫苗

（Cap蛋白+SY株）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夏兴洋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特研生物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三类
（2020）

新兽药证字49号
3年 注册

附件2

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变更事项

注射用血促性素 宁波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增加10000单位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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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2号

为进一步提高兽医诊断制品研制积极性，促进商业化生产和应用，提高制品质量，进一步满足动物

疫病诊断和监测等工作需要，我部组织修订了《兽医诊断制品注册分类及注册资料要求》，现予发布，自

2020年10月15日起施行，并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纳入兽药注册管理的兽医诊断制品仅指用于动物疫病诊断或免疫监测的诊断制品。

二、自2020年10月15日起，新的兽医诊断制品注册申请应由具有相应GMP条件并进行中试生产的企

业单独提出或联合其他研究单位提出。经评审认为符合注册要求的创新型兽医诊断制品，核发《新兽药

注册证书》；经评审认为符合注册要求的改良型兽医诊断制品，核准制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标签和说

明书，由中试生产企业按《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向我部申请核发兽药产品批

准文号，并免除其提交《新兽药注册证书》的要求。

三、对体内兽医诊断制品的临床试验管理要求，与预防治疗类兽用生物制品相同。体外兽医诊断制

品的临床试验无需审批，有关临床试验单位不需报告和接受兽药GCP监督检查。

四、2020年10月15日前已申请的兽医诊断制品，按照原注册资料要求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兽医诊断制品注册分类及注册资料要求

 

 农业农村部

2020年9月29日

附件

兽医诊断制品注册分类及注册资料要求

一、注册分类

创新型兽医诊断制品：首次应用新诊断方法

研制、具有临床使用价值且未在国内上市销售的

兽医诊断制品。

改良型兽医诊断制品：与已在国内上市销售

的兽医诊断制品相比，在敏感性、特异性、稳定

性、便捷性或适用性等方面有所改进的兽医诊断

制品。

二、注册资料项目及其说明

（一）一般资料

1．诊断制品的名称。包括通用名、英文名。

通用名应符合“兽用生物制品命名原则”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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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明性文件。

（1）申请人合法登记的证明文件。

（2）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不构成侵权的保证

书。

（3）研究中使用了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

的，应当提供有关实验活动审批的批准性文件复

印件。

3．生产工艺规程、质量标准及其起草说明，

附各主要成品检验项目的标准操作程序。

4．说明书和标签文字样稿。

5. 申报创新型兽医诊断制品的，应提供创新

性说明。

（二）生产用菌（毒、虫）种或其他抗原的研

究资料

6．来源和特性。包括来源、血清学特性、生

物学特性、纯粹或纯净性等研究资料。

7．使用合成肽或表达产物作为抗原的，应提

供抗原选择的依据。

8. 对于分子生物学类制品，应明确引物、探

针等的选择依据。

（三）主要原辅材料的来源、质量标准和检

验报告等

9. 对生产中使用的细胞、单克隆抗体、血清、

核酸材料、酶标板、酶标抗体、酶等原辅材料，应

明确来源，建立企业标准，提交检验报告。有国家

标准的，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四）生产工艺研究资料

10．主要制造用材料、组分、配方、工艺流程

等资料及生产工艺的研究资料。

（1）抗原、抗体、核酸、多肽等主要物质的制

备和检验报告。

（2）阴、阳性对照品的制备和检验报告。

（3）制品组分、配方和组装流程等资料。

（五）质控样品的制备、检验、标定等研究资

料

11．成品检验所用质控样品的研究、制备、检

验、标定等资料。包括检验标准、检验报告、标定

方法和标定报告等。使用国际或国家标准品/参考

品作为质控样品的，仅需提供其来源证明材料。

（六）制品的质量研究资料

12．用于各项质量研究的制品批数、批号、

批量，试验负责人和执行人签名，试验时间和地

点。

13．诊断方法的建立和最适条件确定的研究

资料。

14．敏感性研究报告。包括对已知弱阳性、阳

性样品检出的阳性率，最低检出量（灵敏度）等。

如检测标的物包含多种血清型/基因型，应提供制

品对主要流行血清型/基因型样品检测的研究报

告。

15．特异性研究报告。包括对已知阴性样品、

可能有交叉反应的抗原或抗体样品进行检测的阴

性率等。

16．重复性研究报告。至少3批诊断制品的批

间和批内可重复性研究报告。

17．至少3批诊断制品成品的保存期试验报

告。

18．符合率研究报告。与其他诊断方法比较

的试验报告。

19．对于体内诊断制品，应提供3批制品对靶

动物的化学物质残留、不良反应等安全性研究报

告。

上述研究中，涉及多血清型/基因型/致病型等

病原体或国内尚未发生的疫病病原体的，如需用

到的病原体样品难以获得，可使用生物信息学方

法等进行分析。

（七）中试生产报告和批记录

20．兽医诊断制品的中试生产应在申请人的

相应GMP生产线进行。中试生产报告应经生产负

责人和质量负责人签名，主要内容包括：

（1）中试时间、地点和生产过程。

（2）制品批数（至少连续3批）、批号、批

量。

（3）制品生产和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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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等。

21. 至少连续3批中试产品的批生产和批检验

记录。

（八）临床试验报告

22．应详细报告已经进行的临床试验的详细

情况，包括不符合预期的所有试验数据。临床试

验中使用的制品应不少于3批。每种靶动物临床样

品检测数量应不少于1000份；若为犬猫等宠物样

品，检测数量应不少于500份；若为难以获得的动

物疫病临床样品，检测数量应不少于50份。至少

10%的临床样品检测结果需用其他方法（最好是

金标准方法）确认。临床样品中应包括阴性样品、

阳性样品（阳性样品一般应不少于10%）。

（九）以下注册资料要求适用于创新型兽医

诊断制品

23. 中试生产批数和临床试验样品数量要求

加倍。

24. 由不少于3家兽医实验室（分布于不同省

份）对3批诊断制品进行适应性检测（包括敏感

性、特异性，所用样品应包括阳性、弱阳性、阴性

等各类临床样品或质控样品），并出具评价报告

（含批内、批间差异分析）。

三、进口注册资料项目及其说
明

（一）进口注册资料项目

1．一般资料。

（1）证明性文件。

（2）生产纲要、质量标准，附各项主要成品

检验项目的标准操作程序。

（3）说明书和标签样稿。

2．生产用菌（毒、虫）种或其他抗原的研究

资料。

3．主要原辅材料的来源、质量标准和检验报

告等。

4．生产工艺研究资料。

5．质控样品的制备、检验、标定等研究资

料。

6．制品的质量研究资料。

7．至少3批制品的批生产和检验报告、批生

产和检验记录。

8．临床试验报告。

（二）进口注册资料的说明

1．申请进口注册时，应报送资料项目1～8。

（1）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地区）有关管理部

门批准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颁发的符合兽药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上述文件应当经

公证或认证后，再经中国使领馆确认。

（2）由境外企业驻中国代表机构办理注册事

务的，应当提供《外国企业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登

记证》复印件。

（3）由境外企业委托中国代理机构代理注册

事务的，应当提供委托文书及其公证文件，中国代

理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申请的制品或使用的处方、工艺等专利

情况及其权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

成侵权的保证书。

（5）该制品在其他国家注册情况的说明。

2．用于申请进口注册的试验数据，应为申请

人在中国境外获得的试验数据。未经批准，不得

为进口注册目的在中国境内进行试验。在注册过

程中，如经评审认为有必要，可要求申请人提交由

我国有关单位进行的临床验证试验报告。体内诊

断试剂的临床验证试验应符合我国《兽药临床试

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3．进口注册申报资料应当使用中文并附原

文，原文非英文的资料应翻译成英文，原文和英

文附后作为参考，中、英文译文应当与原文一致。

4．进口注册申报资料的其他要求原则上与国

内制品注册申报资料相应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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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3号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经资料审查、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审，批准浙江昊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为农药登记试

验单位，有效期五年。

经资料审查和综合评审，批准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8家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书信息变更。

特此公告。

 

附件：1.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2.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书信息变更名单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9日

附件1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名称 认定试验范围

1 浙江昊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2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新研究院 产品化学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

3 保定丰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4 河北拓测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产品化学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

5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测试中心 产品化学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

6 广西思浦林科技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加工农产品残留试验（果汁类加工农产品残留试验）

7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8 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 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9 北京万合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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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内分泌干扰作用试验）

10 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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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书信息变更名单
序号 申请单位名称 批准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书信息变更 变更前信息 变更后信息

1 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名称变化 吴科 高俊杰

2 广西思浦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名称变化 谭辉华 何明远

3
安徽华辰检测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住所变更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锦绣大道99号

合肥市包河区兰州路与重庆
路交口中关村协同创鑫智汇

园一期D2区

4
北京明农心产品分析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名称变化 于传善 母灿先

5
河北品瑞检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名称变化 张志强 肖树青

6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农药检验实验室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名称变化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农药检验实验室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
有限公司农药检验实验室

7
汇智泰康生物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名称变化

汇智泰康生物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汇智泰康
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8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全评价中心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名称变化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安全评价中心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
有限公司安全评价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4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硕腾公司美国林肯生产厂生产的沙罗拉纳

咀嚼片在我国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英特威美国分公司等4家公司生产的肉鸡球虫活疫苗等4种兽药在我国再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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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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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荷兰优诺威动物保健公司生产的土霉素注射液在我国变更注册，并发布变更后的产品质量标

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产品兽药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批准梅里亚有限公司法国吐鲁兹生产厂等3家公司生产的阿福拉纳咀嚼片等3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变更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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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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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5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20〕13号），取消新农药登记试验

审批，改为备案。依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农

药登记试验应当报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为规范农药（包括新农药及非新农药）登记试验备案

管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备案主体。包括新农药研制者、农药生产企业或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

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或农药检定机构委托登记试验单位开展的特色小宗作物联合试验，由农药

登记试验牵头单位备案。

二、备案方式。农药登记试验备案应在试验开始前，通过“中国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https://

www.icama.cn）向试验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也可到试验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三、备案内容。包括备案主体、有效成分名称、含量及剂型、试验项目、试验地点、试验单位、试验起

始年份、与试验单位签订的委托协议、安全防范措施等。新农药试验备案还包括作用机理和作用方式。

同一产品使用一个备案号。可一次备案所有试验项目，也可分次备案。变更除有效成分名称、含量及

剂型等信息以外的其他信息，备案号不变。已登记产品进行登记变更试验备案的，给予新备案号。撤销备

案的，备案号作废。

备案号由备案主体所在省（区、市）行政区划代码、首次备案时间、备案类型编码、顺序号组成。

四、备案要求。根据《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有效成分个数超过规定的，不予备案（仅限

出口农药产品登记试验除外）。

对已完成农药登记试验备案并开展农药登记试验的，若产品有效成分含量（包括有效成分相同、剂

型相同但有效成分含量不同的单制剂，有效成分相同、配比相同、剂型相同但总有效成分含量不同的混

配制剂）超过三个的，或农药产品有效成分和剂型相同但配比超过三个的，企业可按照相近原则进行变

更，需要重新开展试验的，应重新备案。

对有效成分和剂型相同的农用混配制剂，与已经登记相近配比的产品相比，原则上有效成分含量比

值之差小于1的（例如A·B可湿性粉剂，已登记的产品1的有效成分含量为10∶10、比值为1，申请备案的产

品2的有效成分含量为15∶10、比值为1.5，与产品1比值差为0.5），不予备案（仅限出口农药产品登记试验

除外）。

现有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无法承担的试验，由农业农村部指定的单位承担，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备

案。

五、其他要求。农药产品有效成分含量变更的，申请农药产品登记时，应根据《农药登记资料要求》

（农业部公告第2569号）附件12提供资料。

农药产品配比变更的，申请农药产品登记时，除提交变更前的试验资料外，还应按以下情形提交变

更后的资料： 

（一）变更配比后，使用范围与已登记产品相同。变更说明、产品化学资料（常温储存稳定性试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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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检测方法验证报告可使用变更前的）、标签样张。使用剂量、使用技术、最多使用次数、安全间隔期，

及其佐证材料。对提高有效成分含量的，还应提交变更后的急性经口、经皮和吸入毒性试验报告。

（二）变更配比后，使用范围与已登记产品不相同。除提供（一）的材料外，还需提供一年药效试验

报告；变更后配比不在申请人室内配方筛选推荐范围的，还应提供变更配比后的室内活性测定报告，以

验证该配比的联合毒力、合理性；变更后有效成分使用剂量、使用次数增加的，或安全间隔期变短的，应

提交点数减半的残留试验资料。

六、监督管理。未按要求备案的，不予受理农药登记申请，已经受理的不予批准。

备案主体要确保农药登记试验风险可控。

农药登记试验过程中出现重大安全风险时，试验单位应当立即停止试验，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风险

进一步扩大，并报试验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通知备案主体。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加强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和试验过程的监督管理，发现试验过程存在难以控制

安全风险的，应当及时责令停止试验或终止试验，并及时报告农业农村部。

七、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在原系统完成备案的，不需要重新备案。对已完成试验尚未提交登记

申请或正在开展农药登记试验但未进行农药登记试验备案的，须在2021年4月30日前补充备案。逾期未备

案的，不予受理农药登记申请。

本公告发布前已受理的产品，按原规定执行。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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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6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山东华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等14家单

位申报的狂犬病灭活疫苗（r3G株）等4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发布产品试行规

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兽药注册目录

2.试行规程

3.质量标准

4.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附件2,3,4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21日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 监测期 备注

狂犬病灭活疫苗
（r3G株）

山东华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扬州威克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洛阳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农
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三类
（2020）

新兽药证字50号
3年 注册

山羊支原体山羊
肺炎亚种抗体检

测试纸条

洛阳莱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心月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洛阳现代
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
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一类
（2020）

新兽药证字51号
5年 注册

口蹄疫病毒O型
竞争ELISA抗体

检测试剂盒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三类

（2020）
新兽药证字52号

3年 注册

猪细小病毒病灭
活疫苗（SC1株）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农威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类
（2020）

新兽药证字53号
3年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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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7号

根据《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审批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公布可以

从事非洲猪瘟病毒分离、鉴定、活病毒培养、动物接种（感染）试验等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名单附后）。

实验室从事上述非洲猪瘟病毒相关实验活动的，应当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报我部批准。

特此公告。

 

附件：可以从事非洲猪瘟病毒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名单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21日

 

附件

可以从事非洲猪瘟病毒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名单

1.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诊断中心ABSL-3实验室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国家口蹄疫参考实验室（ABSL-3）

4.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BSL-3实验室

5.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6. 中国农业科学院长春兽医研究所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7.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8.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国家兽医微生物中心ABSL-3实验室



公告通报

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48号

根据《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批准普罗星淀粉（泰国）有限公司等55家公

司生产的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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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纽埃

特立霉克（MOLD-NIL Liquid）等5个产品申请企业名称和生产厂家名称变更，饲虾维（Vitamin Premix For 

Shrimp Feeds）等4个产品申请企业名称、生产厂家名称和生产地址名称变更（见附件2）。批准美国王子农

产品公司的“奥奶净”质量标准和适用范围改变，重新颁发进口登记证，（2019）外饲准字184号登记证同

时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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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宜生饲宝（Rum-A-Fresh）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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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

2. 换发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  （2020–06）

3. 延期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20–04）

                                    农业农村部

                                    2020年10月28日

登记证号 通用名称 商品名称 产品类别 使用范围 生产厂家 有效期限 备注

（2020）
外饲准字

984号

饲料添加剂 乙酰化二
淀粉磷酸酯 
Feed Additive 

Acetylated Distarch 
Phosphate

乙酰化二淀粉磷酸酯
（PREGEL-MI T0098） 

PREGEL-MI T0098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犬、猫
Dogs, Cats

普罗星淀粉（泰国）
有限公司 

Starpro Starch 
（Thailand） Co., Lt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85号

饲料添加剂 牛至香酚 
Feed Additive Oregano 

Carvacrol

维可滋—牛至油（液体） 
OREGANO LIQUID 100 

AND NUTRITION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荷兰FF Chemicals 
B.V.公司 

FF Chemicals B.V., the 
Netherlands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86号

饲料添加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 

Flavouring Substance

维肠能 L 
AVIPREMIUM® L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意大利Vetagro 
S.p.A.股份公司 

Vetagro S.p.A., Italy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8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嗜酸乳杆菌 

枯草芽孢杆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Bacillus 

subtilis 

三利宝 
LIVE THREE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猪、牛
Poultry, Swine, 

Cattle

日本新水株式会社
（熊本工厂） 

Sinsui Inc. 
（Kumamoto Factory）, 

Japan

2020.10— 
2025.10

新办

附件1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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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通用名称 商品名称 产品类别 使用范围 生产厂家 有效期限 备注

（2020）
外饲准字

988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发酵乳杆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actobacillus fermentum

恩泰奇 
Dr.BOB. Plus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韩国）（株）
HEALINGBIO  

HealingBio Co., Ltd., 
Kore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89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干酪乳杆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actobacillus casei

好加七 
Plus-7 Gold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韩国）（株）
HEALINGBIO  

HealingBio Co., Ltd., 
Kore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0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植酸酶

（产自毕赤酵母）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hytase （Source: 
Komagataella pastoris）

好特美P plus 30000 CT 
OptiPhos Plus 30000 CT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鱼
Swine, Poultry, 

Fish

保加利亚标伟特
股份有限公司 

BIOVET Joint Stock 
Company, Bulgari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植酸酶

（产自毕赤酵母）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hytase （Source: 
Komagataella pastoris）

好特美P plus 10000 CT 
OptiPhos Plus 10000 CT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鱼
Swine, Poultry, 

Fish

保加利亚标伟特
股份有限公司 

BIOVET Joint Stock 
Company, Bulgari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2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矿物元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Minerals

百欣 
Herbanoplex AL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
Poultry

匈牙利八达博士公司 
Dr. Bata Zrt., Hungary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3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丙酸 丙酸铵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ropionic Acid 
Ammonium Propionate

奥香保（粉末） 
MOLD-ZAP® POWDER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奥特奇越南有限公司 
Alltech Vietnam Co., 

Ltd, Vietnam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4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布
氏乳杆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actobacillus buchneri  

拉曼优贮® Fresh HC 
Lalsil® Fresh HC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青贮饲料
Silage

拉曼动物营养英国
有限责任公司 

Lallemand Animal 
Nutrition UK Ltd., UK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5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乳
酸片球菌 植物乳杆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ediococcus acidilactici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拉曼优贮® CL HC 
Lalsil® CL HC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青贮饲料
Silage

拉曼动物营养英国
有限责任公司 

Lallemand Animal 
Nutrition UK Ltd., UK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抗
氧化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Antioxidant

氧派安XL 
Feedox NE XL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比利时英派克斯
有限公司 

Impextraco N.V., 
Belgium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百
里香酚 硫酸锌 

硫酸锰  
Feed Additives Mixture 

Thymol Zinc Sulfate 
Manganese Sulfate

诺唐 
NOVATAN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牛、山羊
Cattle, Goats

法国TECHNA 
NUTRITION SAS公司

（工厂） 
TECHNA France 

NUTRITION SAS, 
France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8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牛至香酚 

Feed Additives Mixture 
Oregano Carvacrol

维可滋—牛至油（粉状） 
OREGANO DRY 60 AND 

NUTRITION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荷兰FF Chemicals 
B.V.公司 

FF Chemicals B.V., the 
Netherlands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999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β-1,3-D-葡聚糖
（源自酿酒酵母） 

Feed Additives 
Mixture β-1,3-D-
Glucan （Source: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钻石强力素 BGL 
NOPCO - BGL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水产养殖动物、
犬、猫

Aquaculture 
animals, Dogs, 

Cats

新加坡大祥资源
有限公司 

Diasham Resources 
Pte. Ltd., Singapore

2020.10— 
2025.10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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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000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酸度调节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Acidity Regulators

活力酸-S （固体）
VITACIDEX DRY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
Swine

法国维达莱公司 
VITALAC, France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微生物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ive 

Microorganisms

益佳LF-88 
ECOcharger Probiotic LF-

88 Refill Pack A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美国Abecs Global 
公司 

Abecs Global, LLC, 
US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2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蛋白锌 丁酸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Zinc Proteinate Sodium 

Butyrate

奥乐金 
VILIGEN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美国奥特奇公司 
Alltech Inc., US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3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轻质碳酸钙 

Feed Additives Mixture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奥奶净 
OmniGen-AF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美国王子农产品公司 
Prince Agri Products 

Inc., US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4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枯草芽孢杆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Bacillus subtilis

POWERZYME L 益生菌 
POWERZYME L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牛、鸡、鸭、
鱼

Swine, Cattle, 
Chicken, Duck, 

Fish

韩国B&B KOREA
公司 

B&B KOREA Co.,
Ltd., Kore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5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酿酒酵母 牛磺酸 

Feed Additives Mixture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Taurine

清毒康 
ToxiZero Plus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牛、家禽
Swine, Cattle, 

Poultry 

韩国大浩株式会社 
DAEHO Co., Ltd.,

 Kore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丙三醇 

Feed Additives Mixture 
Glycerol

力宝优 
Lipo Neo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
Swine

马来西亚Ecolex Sdn. 
Bhd.公司 

Ecolex Sdn. Bhd., 
Malaysi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酸度调节剂 矿物元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Acidity Regulators 
Minerals

法雅恩 
FIAMVION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鸡、猪
Chicken, Swine

（新加坡）纽萃维
私人有限公司 

Nutriwell Trading Pte. 
Ltd., Singapore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8号

小型犬补充性
宠物食品 

Complementary Pet Food 
for Small Breed Dogs

康节舒® EFA 小型犬片
剂 

Synoquin® EFA Small 
Breed Tablets

宠物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 

Pet Feed 
Additive 
Premix

犬
Dogs

（英国）VetPlus
有限公司 

VetPlus Ltd., UK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09号

大型犬补充性
宠物食品 

Complementary Pet Food 
for Large Breed Dogs

康节舒® EFA 大型犬片
剂 

Synoquin® EFA Large 
Breed Tablets

宠物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 

Pet Feed 
Additive 
Premix

犬
Dogs

（英国）VetPlus
有限公司 

VetPlus Ltd., UK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0号

宠物营养补充剂 
Complementary Feeding 

Stuff

伊派克 
Ipakitine

宠物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 

Pet Feed 
Additive 
Premix

犬、猫
Dogs, Cats

法国威隆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Tarare工厂 
VETOQUINOL S.A., 

France

2020.10— 
2025.10

新办

续表



公告通报

11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登记证号 通用名称 商品名称 产品类别 使用范围 生产厂家 有效期限 备注

（2020）
外饲准字

1011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新视野含鸡肉&
火鸡肉配方成犬粮 

New Horizons Turkey & 
Chicken Adult Dog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2号

宠物配合饲料 
幼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Puppy

金之船幼犬
牛肉和羊肉味 

GOLDEN BOAT PUPPY 
BEEF AND LAMB 

FLAVOR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泰国 Nutrix Public 
有限公司 

Nutrix Public Company 
Limite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3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金之船成犬
牛肉和羊肉味 

GOLDEN BOAT ADULT 
DOG BEEF AND LAMB 

FLAVOR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泰国 Nutrix Public 
有限公司 

Nutrix Public Company 
Limite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4号

宠物配合饲料 
幼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

金之船幼猫鸡肉和
三文鱼味 

GOLDEN BOAT KITTEN 
CHICKEN AND 

SALMON FLAVOR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泰国 Nutrix Public 
有限公司 

Nutrix Public Company 
Limite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5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金之船成猫鸡肉和
三文鱼味 

GOLDEN BOAT ADULT 
CAT CHICKEN AND 
SALMON FLAVOR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泰国 Nutrix Public 有
限公司 

Nutrix Public Company 
Limite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6号

全价宠物食品幼年期
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Baby Cat

维克维优幼猫粮 
VIRBAC HPM BABY 

CAT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BYNSA 
MASCOTAS公司 

BYNSA MASCOT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7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维克维优绝育及非绝育
成年猫粮含三文鱼 

VIRBAC HPM ADULT 
CAT NEUTERED AND 

ENTIRE WITH SALMON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BYNSA 
MASCOTAS公司 

BYNSA MASCOT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8号

全价宠物食品
幼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Junior Cat

维克维优绝育幼猫粮 
VIRBAC HPM JUNIOR 

CAT NEUTER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BYNSA 
MASCOTAS公司 

BYNSA MASCOT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19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维克维优绝育成年猫粮 
VIRBAC HPM ADULT 

CAT NEUTER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BYNSA 
MASCOTAS公司 

BYNSA MASCOT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0号

全价宠物食品
老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Senior Cat

维克维优绝育老年猫粮 
VIRBAC HPM SENIOR 

CAT NEUTER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BYNSA 
MASCOTAS公司 

BYNSA MASCOT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1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s

APLUS牌无谷狗粮—
三文鱼配方 

A+Grain-free dog food-
salmon & vegetable 

formula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2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Natural Greatness恩萃兔
肉配方全品种成犬粮 

Natural Greatness Rabbit 
Recipe Adult-All Bre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3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Natural Greatness恩萃火
鸡肉配方全品种成犬粮 
Natural Greatness Turkey 
Recipe Adult-All Bre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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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024号

宠物配合饲料
中型犬、大型犬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of Medium & 

Large Breeds

Natural Greatness恩萃三
文鱼配方中大型成犬粮 
Natural Greatness Salmon 
Recipe Adult-Medium & 

Large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5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Natural Greatness恩萃野
性食谱全犬粮 

Natural Greatness Wild 
Recipe All age-All bre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6号

宠物配合饲料
小型犬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of Small 
Breeds

Natural Greatness恩萃三
文鱼配方小型成犬粮 

Natural Greatness Salmon 
Recipe Adult-Mini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7号

宠物配合饲料
幼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Puppy

Natural Greatness 恩萃鸡
肉配方全品种离乳幼犬

粮 
Natural Greatness Chicken 

Recipe Starter- Puppy-
All Bre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8号

宠物配合饲料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Natural Greatness恩萃野
性本能全猫粮 

Natural Greatness Wild 
Instinct Cat, Kitten & 
Baby Cat-All Bre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29号

宠物配合饲料中型猫、
大型猫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of Medium & Large 

Breeds

Natural Greatness恩萃野
性本能中大型全期猫粮 
Natural Greatness Wild 
Instinct Cat & Kitten-

Medium & Large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0号

宠物配合饲料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Natural Greatness恩萃山
顶食谱全猫粮 

Natural Greatness Top 
Mountain Cat & Kitten- 

All bre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1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Natural Greatness恩萃室
内低敏全品种成猫粮 

Natural Greatness 
Sensitive Indoor Adult 

Cat-All Bree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西班牙Visan宠物食
品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VISAN INDUSTRIAS 
ZOOTECNICAS S.L., 

Spain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2号

全价宠物食品
幼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

蓝宝食含吞拿鱼配方
幼猫粮 

FARMERS MARKET 
KITTEN WITH TUNA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泰国 Nutrix Public 
有限公司 

Nutrix Public Company 
Limite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3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

蓝宝食鸡肉吞拿鱼配方
成猫粮 

FARMERS MARKET 
ADULT CAT WITH 
CHICKEN & TUNA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泰国 Nutrix Public 
有限公司 

Nutrix Public Company 
Limite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4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保罗叔叔田园生机全价
犬粮—成年期—室内/

长毛犬 
Uncle Paul Original Dog 

Food-Adult （Indoor/
Long Hair）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5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保罗叔叔田园生机全价
犬粮—成年期—室内

/抗老化 
Uncle Paul Original Dog 

Food-Adult （Indoor/Anti 
Aging）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续表



通知决定

11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登记证号 通用名称 商品名称 产品类别 使用范围 生产厂家 有效期限 备注

（2020）
外饲准字

1036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保罗叔叔田园生机全价
犬粮—成年期—室内/短

鼻犬 
Uncle Paul Original Dog 

Food-Adult （Indoor/
Snub Nose）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7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保罗叔叔田园生机全价
猫粮—无谷全龄猫（羊

肉配方） 
Uncle Paul Original Cat 

Food-Grain Free All Life 
Stage（Ranch Lamb）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8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保罗叔叔田园生机全价
猫粮—无谷全龄猫（海

洋鱼配方） 
Uncle Paul Original Cat 

Food-Grain Free All Life 
Stage （Marine Fish）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39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保罗叔叔田园生机全价
犬粮—成年期—小颗粒/

顾关节 
Uncle Paul Original Dog 
Food-Adult （Small Bits/

Joint Health）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0号

全价宠物食品成年期/
老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Senior Cat

LCB蓝带厨坊全价粮—
成老猫/室内猫（海陆） 

LCB Prime Blue Premium 
Cat Food -Adult/Senior/

Indoors （SeaLan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1号

全价宠物食品幼年期/
成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Adult Cat

LCB蓝带厨坊全价粮—
幼成猫/室内猫（海鲜） 

LCB Prime Blue Premium 
Cat Food - Kitten/Adult/

Indoors （Sea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2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斑尼菲蓝带无谷天然全
价粮—全龄猫（太平洋

鱼配方） 
BENEFIT Prime Blue 
Natural Holistic Cat 

Food-Grain Free-All Life 
Stages （Pacific Fishe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3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斑尼菲蓝带无谷天然全
价粮—全龄猫（鸡肉配

方） 
BENEFIT Prime Blue 
Natural Holistic Cat 

Food-Grain Free-All Life 
Stages （Chicken）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台湾）保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Pomp Shine Enterprise 
Corp.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4号

全价宠物食品老年期
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Senior Dog

Serengeti无谷含鳕鱼
配方老龄犬粮 

Serengeti Grain Free Hoki 
Recipe Dry Senior Dog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5号

全价宠物食品幼年期
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

Serengeti无谷鸡肉鱼肉
配方幼猫粮 

Serengeti Grain Free 
Chicken & Fish Recipe 

Dry Kitten Cat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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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046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Serengeti无谷鸡肉羊肉
配方全龄犬粮  

Serengeti Grain Free 
Lamb & Chicken Recipe 
Dry All Life Stages Dog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7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Serengeti无谷鸡肉火鸡
肉配方全龄猫粮 

Serengeti Grain Free 
Chicken & Turkey Recipe 
Dry All Life Stages Cat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8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Serengeti无谷鸡肉鸭肉
配方全龄猫粮 

Serengeti Grain Free Duck 
& Chicken Recipe Dry All 

Life Stages Cat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49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Serengeti无谷含三文鱼
鳕鱼配方全龄猫粮 
Serengeti Grain Free 

Salmon & Hoki Recipe 
Dry All Life Stages Cat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0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Serengeti无谷牛肉羊肉
配方全龄猫粮 

Serengeti Grain Free Beef 
& Lamb Recipe Dry All 

Life Stages Cat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1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Complete Pet Food-Dog 

Food

嗗达全犬期纽西兰NZ系
列无谷羊肉&
白鱼配方犬粮 

Woofstard NZ Natural 
Lamb & White Fish Grain 
Free All Life Stages Dog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2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Complete Pet Food-Cat 

Food

喵达全猫期纽西兰NZ系
列无谷牛肉&
白鱼配方猫粮 

Meowstard NZ Natural 
Beef & White Fish Grain 
Free All Life Stages Cat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新西兰）爱德胜宠
物产品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New Zea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3号

宠物配合饲料
幼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Puppies

优思犬低敏幼犬粮 
Junior Sensitive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德国Josera Erbacher 
Service工厂 

Josera Erbacher 
Service GmbH & Co. 

KG, Germany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4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s

优思犬低敏成犬粮 
Adult Sensitive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德国Josera Erbacher 
Service工厂 

Josera Erbacher 
Service GmbH & Co. 

KG, Germany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5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s

优思犬活力营养
成犬粮 
Active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德国Josera Erbacher 
Service工厂 

Josera Erbacher 
Service GmbH & Co. 

KG, Germany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6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s

优思猫鸡肉配方
成年猫粮 

JosiCat Crunchy Poultry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德国Josera Erbacher 
Service工厂 

Josera Erbacher 
Service GmbH & Co. 

KG, Germany

2020.10— 
2025.10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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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057号

宠物配合饲料小型犬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s of Small 

Breed

优思犬小型成犬粮 
Mini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德国Josera Erbacher 
Service工厂 

Josera Erbacher 
Service GmbH & Co. 

KG, Germany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8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s

赫緻低温烘焙健康粮 无
谷美国鸡肉配方 

HERZ GRAIN-FREE 
USA CHICKEN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珍食堡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JASPER PET CARE 
PRODUCTS INC.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59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s

赫緻低温烘焙健康粮 无
谷新西兰草饲牛肉配方 
HERZ GRAIN-FREE 

NEWZEALAND 
GRASS-FED BEEF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珍食堡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JASPER PET CARE 
PRODUCTS INC.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0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s

赫緻低温烘焙健康粮 无
谷美国火鸡肉配方 

HERZ GRAIN-FREE 
AMERICAN TURKEY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珍食堡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JASPER PET CARE 
PRODUCTS INC.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1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s

赫緻低温烘焙健康粮 无
谷澳洲羊肉配方 

HERZ GRAIN-FREE 
AUSTRALIAN LAMB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珍食堡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JASPER PET CARE 
PRODUCTS INC.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2号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s

赫緻低温烘焙健康粮 无
谷新西兰鹿肉配方 

HERZ GRAIN-FREE 
NEWZEALAND 

VENSION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台湾）珍食堡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JASPER PET CARE 
PRODUCTS INC.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3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Adult Cat

富力鲜至尊喜悦海鱼配
方全价营养均衡成猫粮 
Frisian Supreme Delight 
sea fish formula complete 

and balanced nutrition 
adult cat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丹麦）维塔宠物食
品集团公司（工厂） 

Vital Petfood Group A/
S, Denmark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4号

全价宠物食品
幼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ood for 
Kitten

富力鲜至尊喜悦海鱼配
方全价营养均衡幼猫粮 
Frisian Supreme Delight 
sea fish formula complete 

and balanced nutrition 
kitten food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丹麦）维塔宠物食
品集团公司（工厂） 

Vital Petfood Group A/
S, Denmark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5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Go! Solutions美毛系列无
谷鸡肉配方犬粮 

Go! Solutions Skin+Coat 
Care Grain-free Chicken 

Recipe for Dog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6号

全价宠物食品幼年期
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Puppy

Go! Solutions多肉系列无
谷含鸡肉火鸡肉+鸭肉配

方幼犬粮 
Go! Solutions Carnivore 

Grain-free Chicken 
Turkey+Duck Puppy 

Recipe for Dog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7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Go! Solutions美毛系列鸡
肉配方犬粮 

Go! Solutions Skin+Coat 
Care Chicken Recipe for 

Dog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68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Go! Solutions美毛系列三
文鱼配方犬粮 

Go! Solutions Skin+Coat 
Care Salmon Recipe for 

Dog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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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069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Go! Solutions多肉系列无
谷含三文鱼+

鳕鱼配方犬粮 
Go! Solutions Carnivore 
Grain-free Salmon+Cod 

Recipe for Dog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0号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Dog

Go! Solutions
美毛系列羊肉配方犬粮 
Go! Solutions Skin+Coat 
Care Lamb Recipe for 

Dog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1号

全价宠物食品
成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Dog

Go! Solutions多肉系列无
谷含鸡肉火鸡肉+
鸭肉配方成犬粮 

Go! Solutions Carnivore 
Grain-free Chicken 
Turkey+Duck Adult 

Recipe for Dog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2号

全价宠物食品
老年期犬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Senior Dog

Go! Solutions多肉系列无
谷含鸡肉火鸡肉+
鸭肉配方老犬粮 

Go! Solutions Carnivore 
Grain-free Chicken 
Turkey+Duck Senior 

Recipe for Dog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犬
Dog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3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Go! Solutions多肉系列无
谷含鸡肉火鸡肉+

鸭肉配方猫粮 
Go! Solutions Carnivore 

Grain-free Chicken 
Turkey+Duck Recipe for 

Cat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4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Go! Solutions多肉系列无
谷含三文鱼+

鳕鱼配方猫粮 
Go! Solutions Carnivore 
Grain-free Salmon+Cod 

Recipe for Cat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5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Go! Solutions
美毛系列鸡肉配方猫粮 
Go! Solutions Skin+Coat 
Care Chicken Recipe for 

Cat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6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Go! Solutions美毛系列无
谷含三文鱼配方室内猫

猫粮 
Go! Solutions  Skin+Coat 
Care Grain-free Salmon 
Recipe for Indoor Cat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7号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Cat

Go! Solutions多肉系列无
谷含三文鱼+

淡水鳟鱼配方猫粮 
Go! Solutions 

Carnivore Grain-free 
Salmon+Freshwater Trout 

Recipe for Cats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加拿大）艾尔麦乐
宠物产品有限公司 
Elmira Pet Products 

Ltd., Canada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78号

宠物配合饲料 成年期
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Adult Cats

博黛精粹鲭鱼味成猫粮 
PRODIET 

PROFESSIONAL ADULT 
CAT MACKEREL 

FLAVOUR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泰国 Nutrix Public 
有限公司 

Nutrix Public Company 
Lt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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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079号

宠物配合饲料 
幼年期猫粮 

Pet Compound Feed for 
Kitten

博黛精粹海鱼牛奶味
幼猫粮 

PRODIET 
PROFESSIONAL 

KITTEN CAT OCEAN 
FISH & MILK FLAVOUR

宠物配合
饲料 

Pet Compound 
Feed

猫
Cats

泰国 Nutrix Public 
有限公司 

Nutrix Public Company 
Limite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80号

虾配合饲料 
Shrimp Compound Feed 

赛诺 S-PAK 0/2; 2/5; 5/8; 
8/12 

Sano S-PAK 0/2; 2/5; 5/8; 
8/12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虾
Shrimp

英伟（泰国）饲料
有限公司 

INVE （Thailand） 
Ltd., Thailand

2020.10— 
2025.10

新办

（2020）
外饲准字

1081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地衣芽孢杆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Bacillus licheniformis

保卫菌 500 
B-Act 500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家禽
Poultry

保加利亚标伟特
股份有限公司 

BIOVET Joint Stock 
Company, Bulgaria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82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氧化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Zinc Oxide

杰富锌宝 
JEFO ZINCO-PLUS S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
Swine

加拿大Jefagro
科技有限公司 

Jefagro Technologies 
Inc., Canada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83号

猪油 
Lard

饲料用热炸猪油 
Lard Feed Grade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家禽
Poultry

香港权丰猪油
有限公司 

Hong Kong Kun Fung 
Lard Limited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84号

鳗鱼微量元素
预混合饲料

Eel Mineral Premix

健鳗矿
Mineral Premix for Eel 

Feeds

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

Feed Additive 
Premix

鳗鱼
Eel

（台湾）领创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园厂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85号

鱼浓缩饲料
Fish Concentrate Feed

鱼佳宝
Upro

浓缩饲料
Concentrate 

Feed

鱼
Fish

鸿福生态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Gene Agri-Aqua 
Ecosystem Biotech Co., 

Ltd.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86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矿物元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Minerals

鱼用矿物精
Mineral Premix for Fish 

Feeds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鱼
Fish

（台湾）领创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桃园

厂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87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烟酰胺 碳酸钴 

丙二醇
Feed Additives Mixture 

Niacinamide Cobalt 
Carbonate Propylene 

Glycol

强能宝
Glucose Booster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奶牛
Cow

美国斯图尔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Stuhr Enterprises, 
LLC., USA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88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Enzymes

钻石强力酶BX+BG
NOPCOZYME II BX+BG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猪、家禽
Swine, Poultry

新加坡大祥资源
有限公司

Diasham Resources 
Pte. Ltd., Singapore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89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Enzymes

钻石强力酵素
NOPCOZYME II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鸡、猪、牛、鱼、
虾

Chicken, Swine, 
Cattle, Fish, 

Shrimp

新加坡大祥资源
有限公司

Diasham Resources 
Pte. Ltd., Singapore

2020.10— 
2025.10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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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090号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枯
草芽孢杆菌 嗜酸乳杆

菌
Feed Additives 

Mixture Bacillus 
subtilis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生菌剂1号
BIO90

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养殖动物
All species or 
categories of 

animals

韩国浦项发酵 
饲料公司

POBAL （Pohang 
Fermentation Feed 

LP.）, Korea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91号

牛肉骨粉
Bovine Meat and Bone 

Meal

牛肉骨粉
Bovine Meat and Bone 

Meal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猪、家禽、鱼
Swine, Poultry, 

Fish

JBS澳大利亚公司
（Townsville工厂）

JBS Australia Pty Ltd 
（Plant in Townsville）, 

Australia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92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to 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Pesquera 
Diamante S.A.公司

Mollendo工厂
Pesquera Diamante 

S.A., Mollendo Plant,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93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to 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Pesquera 
Diamante S.A.公司

Callao工厂
Pesquera Diamante 
S.A., Callao Plant,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94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Pesquera 
Diamante S.A.公司
Pesquera Diamante 

S.A.,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95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to 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Pesquera 
Diamante S.A.公司 

Supe工厂 
Pesquera Diamante 

S.A., Supe Plant,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96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红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Red Fishmeal 
（Ⅲ to І）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Austral Group 
S.A.A.公司

Coishco工厂
Austral Group S.A.A., 

Plant Coishco,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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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097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红鱼粉
（三级）

Peruvian Red Fishmeal 
（Ⅲ）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Austral Group 
S.A.A.公司ILO工厂

Austral Group S.A.A., 
Plant ILO,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98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红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Red Fishmeal 
（Ⅲ to 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Austral Group 
S.A.A.公司

Chancay工厂
Austral Group S.A.A., 
Plant Chancay,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099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红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Red Fishmeal 
（Ⅲ to І）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Austral Group 
S.A.A.公司Pisco工厂
Austral Group S.A.A., 

Plant Pisco,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100号

鱼粉
Fishmeal

红鱼粉
（三级至二级）

Red Fishmeal （Grade III 
to Grade I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厄瓜多尔皇家贸易公
司（简称N.I.R.S.A.）
Negocios Industriales 
Real “N.I.R.S.A.” 

S.A., Ecuador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101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红鱼粉
（三级）

Peruvian Red Fishmeal 
（Ⅲ）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GER EXPORT 
S.A.公司, 

Chimbote 工厂
GER EXPORT S.A., 
Chimbote Plant,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102号

鱼粉
Fishmeal

红鱼粉
（二级）

Red Fishmeal （I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美国Daybrook
渔业有限公司 

Daybrook Fisheries 
Inc., USA

2020.10— 
2025.10

续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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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饲准字

1103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Tecnologica De 
Alimentos S.A.公司

Matarani工厂
Tecnologica De 

Alimentos S.A., Plant 
Matarani,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104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to 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CFG Investment 
S.A.C.公司

Chimbote工厂 
CFG Investment 

S.A.C., Plant 
Chimbote,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105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to 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CFG Investment 
S.A.C.公司
Razuri工厂

CFG Investment 
S.A.C., Plant Razuri,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106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to 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Corporacion 
Pesquera Inca 

S.A.C.公司
Razuri工厂

Corporacion Pesquera 
Inca S.A.C., Razuri 

Plant,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2020）
外饲准字

1107号

鱼粉
Fishmeal

秘鲁蒸汽干燥鱼粉
（三级至一级）

PERUVIAN STEAM 
DRIED FISHMEAL （III 

to I）

单一饲料 
Single Feed

畜禽、水产养殖
动物（反刍动物

除外）
Livestock, 
Poultry, 

Aquaculture 
animals （Not 

including 
ruminant）

秘鲁Corporacion 
Pesquera Inca 

S.A.C.公司
Bayovar工厂 

Corporacion Pesquera 
Inca S.A.C., Bayovar 

Plant, Peru

2020.10— 
2025.10

续展

续表



公告通报

12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登记证号 商品名称 通用名称 变更内容 原名称 变更名称

（2017）
外饲准字

363号

纽埃特立霉
克

MOLD-NIL 
Liquid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防霉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Preservatives

申请企业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比利时纽埃特
国际营养公司

生产厂家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比利时纽埃特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2017）
外饲准字

364号

纽埃特酶安
健

Nutri-Ferm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酶制剂

Feed Additives 
Mixture Enzyme

申请企业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比利时纽埃特
国际营养公司

生产厂家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比利时纽埃特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2017）
外饲准字

431号

纽埃特包被
烟酸NUTRI-

PP 50C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包被烟酸

Feed Additives 
Mixture Coated 
Nicotinic Acid

申请企业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比利时纽埃特
国际营养公司

生产厂家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比利时纽埃特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2017）
外饲准字

432号

纽埃特包被
氯化胆碱
NUTRI-

CHOL 25C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包被氯化胆碱

Feed Additives 
Mixture Coated 

Choline Chloride 

申请企业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比利时纽埃特
国际营养公司

生产厂家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比利时纽埃特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2018）
外饲准字

246号

纽埃特沙诺
克 GM

SANACORE 
GM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香味物质 
Feed Additives 

Mixture Flavouring 
Substances

申请企业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比利时纽埃特
国际营养公司

生产厂家名称
比利时纽蔼迪国际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比利时纽埃特国际
营养公司

（Beveren-Waas工厂）

（2016）
外饲准字

037号

饲虾维
Vitamin 

Premix For 
Shrimp Feeds

混合性饲料添加
剂 维生素

Feed Additives 
Mixture Vitamins

申请企业名称

（台湾）全兴国际水产股份
有限公司

NUTRI-POTENTIAL 
BIOTECHNOLOGY Co. Ltd.

（台湾）领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生产厂家名称

（台湾）全兴国际水产股份
有限公司桃园厂

NUTRI-POTENTIAL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台湾）领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桃园厂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生产地址名称
No.106, Lane 800, Chung Sang 
S. Road, Yang-Mei Town, Tao-

Yuan County

No.106, Ln.800, Zhongshan 
S. Rd., Yangmei Dist., 

Taoyuan City 326

（2017）
外饲准字

344号

鳗多维
Vitamin 

Premix for 
Eel Feeds

维生素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

Vitamin Additive 
Premix

申请企业名称

（台湾）全兴国际水产股份
有限公司

NUTRI-POTENTIAL 
BIOTECHNOLOGY Co. Ltd.

（台湾）领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生产厂家名称

（台湾）全兴国际水产股份
有限公司桃园厂

NUTRI-POTENTIAL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台湾）领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桃园厂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生产地址名称
No.106, Lane 800, Chung Sang 
S. Road, Yang-Mei Town, Tao-

Yuan County

No.106, Ln.800, Zhongshan 
S. Rd., Yangmei Dist., 

Taoyuan City 326

附件2

换发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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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商品名称 通用名称 变更内容 原名称 变更名称

（2019）
外饲准字

053号

鱼用维生素
Vitamin 

Premix for 
Fish Feeds

鱼用维生素
预混合饲料

Vitamin Premix for 
Fish

申请企业名称

（台湾）全兴国际水产股份有
限公司

NUTRI-POTENTIAL 
BIOTECHNOLOGY Co. Ltd.

（台湾）领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生产厂家名称

（台湾）全兴国际水产股份有
限公司桃园厂

NUTRI-POTENTIAL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台湾）领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桃园厂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生产地址名称
No.106, Lane 800, Chung Sang 
S. Road, Yang-Mei Town, Tao-

Yuan County

No.106, Ln.800, Zhongshan 
S. Rd., Yangmei Dist., 

Taoyuan City 326

（2019）
外饲准字

052号

虾用矿物精
Mineral 

Premix for 
Shrimp Feeds

虾用微量元素
预混合饲料

Trace Mineral 
Premix for Shrimps

申请企业名称

（台湾）全兴国际水产股份有
限公司

NUTRI-POTENTIAL 
BIOTECHNOLOGY Co. Ltd.

（台湾）领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生产厂家名称

（台湾）全兴国际水产股份有
限公司桃园厂

NUTRI-POTENTIAL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台湾）领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桃园厂
PREMIXSTAR 

BIOTECHNOLOGY CO., 
LTD., Tao-Yuan Factory

生产地址名称
No.106, Lane 800, Chung Sang 
S. Road, Yang-Mei Town, Tao-

Yuan County

No.106, Ln.800, Zhongshan 
S. Rd., Yangmei Dist., 

Taoyuan City 326

登记证号 商品名称 生产厂家

（2015）
外饲准字

257号

宜生饲宝
Rum-A-Fresh

美国瑞科动物营养公司
Ralco Nutrition, Inc., USA

（2015）
外饲准字

383号

马骨粉
Horse Bone Meal

蒙古恒生实业公司
KHAN SHINSHE LLC, Mongolia

（2015）
外饲准字

225号

莱硒乐®
Selemax 2000

巴西库塔糖业公司（Quatá工厂）
Acucareira Quatá, S.A. (Plant Quatá), Brazil

（2015）
外饲准字

340号

犊牛益康
SmartCare

美国达农威公司
Diamond V Mills, Inc.,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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