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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政办发〔2022〕40 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推动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政策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市各相关部门： 

《关于加快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已经市第

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做好落实。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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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 

 

为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进一步调优农业产业结构、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加大政策扶持和改革创新力度，加快构建启东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

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根据中央、省、南

通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相关文件要求，现就加快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提出如下政策意见。 

一、坚持走质量兴农之路，实现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一）培优扶强经营主体 

1. 鼓励农业龙头企业提档升级。对首次获国家级、省级、南

通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称号的分别补助 15 万元、5 万元和 2 万元。

对通过监测并保持国家级、省级、南通市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分别

补助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凡在省级以上股权交易中心“农业板”成功挂牌的，每个企业奖励 5

万元。 

2. 支持发展产业化联合体。鼓励农业龙头企业牵头组织产业

化联合体，凡成功创建省级产业化联合体的，每个补助 3 万元。

对成功创建省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建设主体，在

省补基础上，再给予奖补 15 万元；成功创建南通市级“全程机械

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建设主体，在南通市补基础上，再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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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补 10 万元。 

3. 鼓励加工型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加

工企业）年度农产品应税销售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补助 10

万元。年度农产品应税销售额达到 3 亿元、1 亿元、5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以上且与前一年相比增幅超过 8%的，分别补助 20 万元、

15 万元、10 万元和 5 万元。 

4. 鼓励农业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当年农产品出口额在 150

万美元以上（含 150 万美元），且当年增幅在 15%以上的，每个

企业补助 8 万元。鼓励农业企业积极开展出口农产品示范基地

（区）建设，获得省级以上（含省级）出口示范基地（区）称号

的，每个补助 10 万元。 

5. 扶持新型合作农场建设工作。根据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推进新型合作农场发展的补充意见》（启委农发〔2020〕5

号）和关于印发《启东市新型合作农场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实施办

法》（启委农办发〔2021〕8 号）执行。 

6. 推进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壮大。对获得国家级、省级、

南通市级、启东市级示范性合作社及相当级别荣誉称号的，分别

补助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0.3 万元。对获得省级、南通市级、

启东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及相当级别荣誉称号的，分别补助 1 万

元、0.5 万元、0.2 万元。 

7. 支持农业招商活动。对当年新引进并落地 2 亿元以上、5

亿元以上、10 亿元以上农产品加工业或者休闲农业项目（包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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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建设内容的项目除外）的区镇分别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50

万元。 

8. 初级农产品网上规模营销奖励。鼓励农产品电子商务规模

营销，初级农产品网上规模营销实行以奖代补，对年网上交易额

达 100 万元以上的电商，按年销售额的 1%补助，单体补助金额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不包括微信朋友圈等无后台销售记录的销售

形式）。 

（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9. 鼓励示范园、示范区建设。对获得省级“味稻田园、绿色

菜园（味美菜园）”等荣誉称号的示范园、省级园艺作物标准园，

每个补助 5 万元。对获评“南通市绿色蔬菜产业基地”称号的申报

主体，每个给予 1 万元奖励。当年认定为农业农村部健康养殖示

范场（含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的单位，每个补助 5 万元。

通过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复查的，每个补助 1 万元。 

10. 鼓励种业市场主体培育。被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江苏省

特色优势种苗中心（企业）的，每个一次性补助 5 万元。 

11. 鼓励“一村一品”农业特色村（镇）建设。获得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称号的，每村（镇）补助 10 万元，补助资金

用于扩大特色村（镇）专业特色经营的生产规模，提升专业村（镇）

建设档次。 

12. 建办启东农产品上海专销区。在上海市区建办启东农产

品上海专销区，面积达 20 平方米，连续经营时间至少三年，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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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合格的专销区每年补助 5 万元，连补三年。 

（三）培育打造质量品牌 

13. “绿色优质农产品”补助。通过“江苏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基

地”认定，每个补助 5 万元；绿色食品证书每个补助 3 万元，同一

企业财政补助不超过 8 万元；获“中绿华夏”有机农产品证书补助 10

万元，获证后正常年检的，每个基地补助 3 万元/年；获农产品地

理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集体商标等区域公共品牌每

个补助 10 万元；获江苏省最美绿色食品企业、最佳人气奖分别补

助 1 万元、0.5 万元。 

14. 鼓励发展品牌农业。获得国家级农业品牌称号的，每个

补助 10 万元；成功入选省级农业品牌目录的，每个补助 2 万元。 

15. 优质农产品、休闲农业和农机推介补助。农业企业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加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举办的外省（除上海）、本省（包括上海）、南通市及启东

市内展示展销的，分别补助 2 万元、0.5 万元、0.3 万元和 0.1 万

元。农机生产企业参加国际或全国性农机展销的，每次补助 3 万

元。产品（项目）在国家、省、南通市、启东市农业农村系统（不

含协会）组织开展的评比等活动中，获得最高等级荣誉的，分别

给予 1 万元、0.5 万元、0.2 万元和 0.1 万元奖励；同时对非最高

等级荣誉获得情况根据获奖级别、实际成本酌情给予相应主体（或

个人）500–800 元补贴；同一主体（或个人）申请本项奖励不超

过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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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休闲创意农业 

16. 规范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创意农业。对被评为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的行政村，给予一次性补助 8 万元；对被评为省级创意

休闲农业系列乡村的行政村，市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5 万元。被

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三至五星级企业的，分别给予一次

性补助 3 万元、4 万元、5 万元。 

二、夯实现代农业基础，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一）提档升级省级农业园区 

17. 扶持发展智能温室。新建玻璃温室（含电动遮阳、加降

温设备、自动喷滴灌系统及环境条件监测等物联网系统，标准另

行制定）高效种植项目，达到 2000 平方米以上的，每平方米补助

400 元，单体项目补助不超过 400 万元。新建的塑料智能温室（含

电动遮阳、加降温设备、自动喷滴灌系统及环境条件监测等物联

网系统，标准另行制定），达到 6000 平方米以上，每平方米补助

150 元，单体项目补助不超过 300 万元。（均指在省级农业园区

内） 

18. 发展智慧农业。加大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对高标准农

田安装农业“天眼”，建立追溯体系。对大棚内天眼系统与联动控

制终端补助 1 万元/套，对大棚外天眼系统监测终端补助 0.8 万

元/套，对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系统终端维护和数据分析的平

台补助 10 万元/年。 

19. 支持产学研合作。为提高园区建设科研水平，鼓励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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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与园区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在合作期取得成果，年给予园

区 40 万元补助。 

20. 支持园区长效平稳运行。当年度园区正常运转，通过主

管部门牵头考核，按考核结果给予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二）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 

21. 支持农机具的推广和应用。对列入启东市级农机购置补

贴目录的农机具，给予定额补贴（最高不超过购机额的 30%）；

对新购置水稻、小麦、油菜和大豆生产关键机械化环节的智能农

机、无人农机等机具进行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自筹资金部分的

40%；对新购置粮食烘干机（燃煤、燃油除外）实行定额补贴，

在正常享受农机购置补贴上，15（含）–20 吨的每台补贴 3 万元

（热泵型补贴 5 万元），20 吨（含）以上的每台补贴 5 万元（热

泵型补贴 7 万元）；对新购置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专用播种

机具实行专项奖补，每台奖补自筹资金部分的 50%；农户及农机

合作组织利用银行贷款购买农机的，给予所付利息 50%的补助。 

22. 鼓励创建农机化示范基地。对当年新获得省、南通市和

启东市级农机化示范基地称号的单位，在上级补助的基础上，再

分别给予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的农机实物补助。 

23. 加强农机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农机维修能力和服

务水平，保障农机作业安全，对达到建设标准的农机维修中心第

一年奖补 10 万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各奖补 8 万元。 

24. 鼓励农机生产企业研发创新。对当年度研发并取得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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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农机具，每种机型补助 5 万元，每个企业

年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 

（三）发展现代高效渔业 

25. 落实省环保督察渔港问题整改。对督察指出的吕四渔港、

塘芦港、协兴港部分陆域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不到位、渔港港池

海水水质监测劣四类的问题，限期整改到位的属地区镇，分别给

予 10 万元补助。 

26. 加强渔业商会引领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改革创新，

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为渔业行业服务，加快渔业体系建设，成

绩突出，给予 5 万元补助。 

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一）优化提升农村环境 

27.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按照三星级康居村庄标准完成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并通过启东市验收的，补助 5 万元。加快特色田园

乡村建设，获评“省特色田园乡村”称号的，补助 100 万元。加强

农村河道保洁，根据《2022 年度启东市河长制工作考核办法》，

按照“三、四级河道 2500 元/公里和五级河（泯沟）3 元/人”的标

准实施补助。 

（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28. 推进农村水利和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按《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启东市 2022 年度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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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政办发〔2021〕55 号）和《关于印发启东市农村生态河道建

设管护实施意见的通知》（启政办发〔2021〕54 号）实施补助。 

（三）综合利用废弃资源 

29. 鼓励秸秆综合利用。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生产主

体，经申报验收后，每亩补助 20 元。秋季稻秸秆还田采取犁耕深

翻的生产主体，经申报验收后按省级标准每亩补助 40 元。 

30. 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废旧农

膜回收利用网络体系，逐步扩大回收网点布局，对建成体系顺畅

运行的区镇给予 0.6–1.2 万元补助。 

四、加强农业科技引领，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31. 产学研合作项目。按《关于进一步提升人才发展竞争力

的意见》（启发〔2022〕3 号）实施补助。 

32. 鼓励申报农业科技成果。以第一完成人申报，获得国家

级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奖、丰收奖或省科技进步奖的，每个技术成

果补助 10 万元。以第一完成人申报，获得省级农业科学技术推广

奖或丰收奖一、二、三等奖的，每个技术成果分别补助 5 万元、

4 万元、3 万元。以第一完成人申报，获得南通市级农业科学技术

相应奖项一、二、三等奖的，每个技术成果分别补助 2 万元、1.5

万元、0.6 万元。 

33. 创新工作补助。参加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的创业创新项目

创意大赛，在全国、省、南通获奖的，分别补助 5 万元、3 万元、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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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鼓励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农产品配送中心等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采购本市农产品，建立稳定购销机制。 

五、相关规定 

35. 以上所列款项中，同一建设内容同时符合本级及上级相

关奖补的，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 

36. 所有项目采取建前申报、建中监督、建后验收、先建后

补的原则。建前申报应由所在区镇组织建设单位实行，必要时由

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相关部门组织相关业务人员进行审核。项目

申报实行竞争性立项。 

37. 凡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获得政府资金扶持的，必须是

列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的单位。 

38. 对未参加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动态监测或者未按序时

进度要求及时申报数据的企业，取消财政奖补资格。 

39. 市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防止奖补项目不必要的重复

申报、重复建设，杜绝恶意套取财政奖补行为。严禁弄虚作假，

一经查实，由相关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局取消并追回所有财政补助，

并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法律责任。 

40. 凡本文件所涉补助对象在实施农业生产项目过程中，发

生安全生产事故致人死亡的，实行一票否决，取消相应补贴。 

41. 本意见涉及的扶持政策由相关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局牵

头制定相关考核标准和实施细则。 

42. 本意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执行期暂定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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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政协办，市监委，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

市各人民团体。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