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文件

国标委发 (2020 J 16 号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农业农村

及新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

示范项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气象局、 粮食和储备局、 林草局、 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夹、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决策部署， 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农业农村及新型城镇化领

域标准化试点示范申报工作。 经过材料审核和专家评审， 确定了

农业农村及新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共 128 项，其中，

第十批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 107 项， 第四批全国农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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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标准化试点项目12项，第四批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项目9

项 （见附件）。 现将项目下达给你们， 请指导各项目承担单位认

真组织实施。 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 项目计划执行时间为3年，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试

点示范项目建设任务。

二、 项目计划分为I类项目和II类项目， 市场监管总局将对

I类项目计划给予经费补助。 I类项目补助经费分3年下达， 每

个项目的经费额度将根据上 一年度项目执行情况和预算经费总量

酌情调整；相关部门和地方对项目配套经费不得低于1:1。 国家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经费

管理暂行规定》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 并按照《国家农业标准化

示范项目绩效考核办法（试行）》认真做好项目绩效考核工作。

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和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项目承担

单位参照上述经费管理和使用规定执行。

三、 项目承担单位要严格桉照《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 《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项目管理办

法》 《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要

求， 围绕下达的项目建设重点开展工作， 对项目建设成果和经验

要及时总结 。

四项目承担单位应于每年11月底前报送项目年度执行情况

总结， 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汇总后报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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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 委）要切实加强对试点示范项目的指导

和管理， 确保相关信息平台数据准确报送， 并加强组织协调， 认

真做好试点示范各项工作。

对农业农村及新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实施中出

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请及时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反馈。

联系人：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 蔡彬 董艳

联系电话：010-82262656 82261022

传真：010-82260667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

邮政编码： 100088

附件：1. 农业农村及新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表

(I类）

2. 农业农村及新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表(II类）

国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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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农业农村及新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表(I类）
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北京市丰

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

SFQl0-1 
国家生态节约型宿根植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公司
丰台区花乡人民政府、 北京花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1 
物生产标准化示范区 乡花卉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北京草桥杨镇花木种植基地有

北京
限公司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怀
国家蔬菜产业链质量控 第十批国家农业

2 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 质量监管体系标准化SFQl0-2 
制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怀柔区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 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人民 第四批全国农村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标

3 ZGSD4-1 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 政府、 北京森森天成环保科 综合改革标准化

点 技有限公司 试点
准化

4 SFQl0-3 
国家桃果生产与繁育综

天津咙森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合标准化示范区 术研究所 标准化示范区

天津
国家小站稻栽培标准化 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 笫十批国家农业

5 SFQl0-4 天津市衣业发展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示范区 心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花乡果巷一二三产
迁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迁西

笫十批国家农业
河北 6 SFQl0-5 唐山供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县农业农村局、 迁西县文化广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业融合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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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7 SFQl0-6 
国家有机蔬菜种植标准 河北和平农业技术开发有限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

化示范区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固安县财政局、 固安县发展改

革局、固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四批全国农村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农 固安县人民政府、 固安县金 固安县农业农村局、 固安温泉
8 ZGSD4-2 综合改革标准化 美丽乡村标准化

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休闲商务产业园区管委会、 固
试点

安温泉休闲商务产业园区林城

工作委员会

9 SPQI0-7 
国家生猪育种创新标准

山西凯永养殖有限公司
高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高平 笫十批国家农业

衣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化示范区 市畜牧兽医局 标准化示范区

10 SFQl0-8 
国家辣椒种植标准化示

屯留县源达农资有限公司
长治市屯留区市场监督管理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范区 局、 长治市屯留区农业衣村局 标准化示范区

山西
平定县甘泉井村、 平定县市场

第四批全国农村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农 平定县人民政府、 平定县兴 监督管理局、 平定县交通运输

11 ZGSD4-3 综合改革标准化 美丽乡村标准化
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局、 平定县农业农村局、 平定

试点
县财政局

兴安盟隆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 SFQl0-9 
国家高寒水稻种植标准 阿荣旗伟涛水稻产销专业合 内蒙古自治区生物技术研究院、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内蒙 化示范区 作社 呼伦贝尔劳模荚才科技服务中 标准化示范区

古 心、 阿荣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3 SFQl0-10 
国家西门塔尔优质肉牛

内蒙古沃金农业有限公司 阿鲁科尔沁旗农牧局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养殖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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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通辽市蒙中药产业发展研究中

心、 奈曼旗占布拉递尔吉蒙中

SFQl0-11 
国家蒙中药材种植标准 奈曼旗人民政府、 奈曼旗国 药材研究发展管理中心、 内蒙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14 
化示范区 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古民族大学、 奈曼旗市场监督 标准化示范区

管理局、 奈曼旗教育科技体育

局

沈阳东方奇异苺休闲农业有限

国家软枣称猴桃种植标 辽宁玉泉圣果种植业有限公 公司、 辽宁聚缘生物科技有限 第十批国家农业
质量监管体系标准化15 SFQl0-12 

准化示范区 公司、 岫岩满族自治县市场监 标准化示范区司
辽宁 督管理局

国家智慧集约蛋鸡养殖 新民市公主屯镇人民政府、 辽宁众盟禽业有限公司、 新民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16 SFQl0-13 

标准化示范区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智慧农业综合标准
长春农业博览园

长春现代农业示范中心有限责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17 SFQl0-14 

化示范区 任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吉林
国家水稻种植与加工标 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

镇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18 SFQl0-15 
准化示范区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有机蓝蒂种植标准 通化禾韵现代衣业股份有限
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笫十批国家农业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19 SFQl0-16 

化示范区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大辏子产业标准化 通河县人民政府、 通河县佳 通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通河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20 SFQl0-17 

示范县 隆大果捺子农民专业合作社 县林业和草原局 标准化示范区黑龙

江
国家剌嫩芽、 剌五加栽 黑龙江省林口林业局有限公 第十批国家衣业

21 SFQl0-18 
培和管护标准化示范区

林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标准化示范区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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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国家鱼类绿色生态综合
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

笫十批国家农业
上海 22 SFQl0-19 上海品兴衣家乐专业合作社 局、 上海市奉贤区衣业农村委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员会

23 SFQl0-20 
国家蛋鸡全产业链标准

江苏天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天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笫十批国家农业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化示范区 司、 江苏天成蛋业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24 SFQl0-21 
国家青花莱种植标准化

盐城万洋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响水县昌盛蔬菜专业合作社、 笫十批国家农业

质量监管体系标准化
示范区 响水县村嫂家庭衣场 标准化示范区

江苏
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郅州

25 CZSD4-1 
江苏省郅州市新型城镇 郅州市人民政府、 郅州市市 市经济发展局、 郅州市农业农 第四批新型城镇

特色小镇建设标准化
化标准化试点 场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村局、 郅州市文体广电和旅游 化标准化试点

局

26 SFQl0-22 
国家

”

中黄 1 号
“

茶产 天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
天台县特产技术推广站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业标准化示范区 江天台九遮茶业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象山县委办、象山县委组织部、
第四批全国衣村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农 象山县人民政府、 象山县质 象山县委宣传部、 象山县市场

浙江
27 ZGSD4-4 

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量技术检测中心 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标准化研
综合改革标准化 乡村治理标准化

试点
究院

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王 遂昌县王村口镇人民政府、
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遂昌县 第四批新型城镇

28 CZSD4-2 村口镇新型城镇化标准 遂昌原创标准化事务所有限 小城镇建设标准化
市场监督管理局 化标准化试点

化试点 公司

安徽 29 SFQl0-23 
因家祁门红茶生产标准 安微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 第十批国家衣业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化示范区 司 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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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国家特色食用菌一二三
芜湖野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笫十批国家农业

30 SFQl0-24 产融合发展标准化示范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区
司 标准化示范区

31 SFQl0-25 
国家种哼养殖标准化示

安徽强荚鸭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一

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32 SFQl0-26 
国家生态樱花茶园产业

福建漳平台品茶业有限公司
笫十批国家农业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融合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高山茶种植标准化 南靖县高竹金观音茶叶专业
南靖县高竹金观音茶叶专业合

第十批国家农业
33 SFQl0-27 作社、南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示范区 合作社 标准化示范区
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
福建省畜牧总站、 福建农林大

福建省福清市农村综合 福建省致肯生态环保有限公
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福建省农 第四批全国农村

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
34 ZGSD4-5 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 综合改革标准化

改革标准化试点 司 化
所、 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 试点

学院

国家贝贝小南瓜种植标 会昌县人民政府、 江西华中
会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会昌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35 SFQl0-28 县农业农村局、 会昌县宏源果

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事务所 标准化示范区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

国家竹苏种植标准化示 宜黄县人民政府、 江西华中
宜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宜黄

笫十批国家衣业
36 SFQl0-29 县农业农村局、 宜黄县富民食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范区 标准化事务所 标准化示范区
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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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高
资溪县高阜镇人民政府、 资 第四批新型城镇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标

37 CZSD4-3 阜镇新型城镇化标准化 资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溪县益康热敏炎有限公司 化标准化试点 准化

试点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

38 SFQl0-30 
国家有机蔬莱良好衣业 府、 泰安市有机食品协会、 泰安市泰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第十批国家农业

质量监管体系标准化
规范标准化示范区 泰安泰山亚细亚食品有限公 局、 泰安市泰山区农业衣村局 标准化示范区

山东
司等

国家核桃全产业链发展 笫十批国家农业
39 SFQl0-31 费县绿缘核桃专业合作社 衣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40 SFQI0-32 
国家日照绿茶三产融合 山东日照祥路碧海茶业有限 笫十批国家农业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发展标准化示范区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新野县歪子镇人民政府、 新野

41 SFQl0-33 
国家肉牛产业三产融合

科尔沁牛业南阳有限公司
县肉牛产业化集群示范区管理 笫十批国家农业

衣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标准化示范区 委员会、 新野县市场监督管理 标准化示范区

局

42 SFQl0-34 
国家肉鸽养殖标准化示

河南天成鸽业有限公司
舞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舞钢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河南 范区 市大明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 标准化示范区

鹤壁市市场监管局、 鹤壁市农

河南省鹤壁市农村综合 鹤壁市人民政府、 鹤壁市质
业农村局、 鹤壁市商务局、 鹤 第四批全国农村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标
43 ZGSD4-6 壁市气象局、 鹤壁衣信物联科 综合改革标准化

改革标准化试点 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准化
技有限公司、 鹤壁国立光电科 试点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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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特色农业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
第十批国家农业

SFQl0-35 
国家资丘道地药材生产

发展中心、 湖北泰悦中药材 理局、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康 质量监管体系标准化44 
标准化示范区标准化示范区

种业有限公司 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大蒜良种繁育标准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

笫十批国家农业
45 SFQl0-36 研究所、 当阳市长板坡农业 当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标准化示范区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化示范区
专业合作社

湖北 卓尔赤壁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赤壁市建工集团、 赤

湖北省赤壁市羊楼洞文化旅 壁市青（米）砖茶科学技术研
笫四批新型城镇

CZSD4-4 
湖北省赤壁市新型城镇

游区管理委员会、 湖北省标 究所、 湖北羊楼洞果茶股份有
化标准化试点

特色小镇标准化46 
化标准化试点

准化学会 限公司、 赤壁市洞口茶叶种植

专业合作社、 赤壁市荷叶塘家

庭农场

益阳市南县人民政府、 湖南
湖南助农农业科技发限公司、

笫十批国家农业国家稻虾生态产业标准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之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47 SFQl0-37 

省标准化协会 标准化示范区化示范区
香米业有限公司

国家食用菌药材立体高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食用菌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湖南 48 SFQI0-38 效循环种植标准化示范 长沙众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研究所、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学
标准化示范区 农业国际合作标准化

区 院

国家黄茶种植标准化示 临湘市白石于车岭茶业有限 临湘市农业农村局、 临湘市市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49 SFQl0-39 

范区 公司 场监督管理局 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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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50 SFQl0-40 
国家铁皮石斛仿野生种 仁化县鑫宇生态开发有限公 广东省岸海标准技术服务有限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植标准化示范区 司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广东 51 SFQl0-41 
国家农产品跨境电子商

蓝天星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
东莞港蓝天星综合物流有限公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产品流通方式创新

务标准化示范区 司 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

52 SFQl0-42 
国家高山耐寒单丛茶种

广东天池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植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 凭祥市人民政府、广西东标 第四批全国农村

广西 53 ZGSD4-7 衣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 标准化质量认证咨询服务有 综合改革标准化 美丽乡村标准化

点 限责任公司 试点

海南 54 SFQl0-43 
国家火龙果生产标准化 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

海南省东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示范区 司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晚熟龙眼种植标准
重庆九星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第十批国家农业
55 SFQl0-44 重庆宏林龙眼有限公司 公司、 重庆永川区刘承会龙眼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种植有限公司

重庆
56 SFQl0-45 

国家巫山脆李种植标准 巫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巫
巫山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

笫十批国家衣业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化示苑区 山县脆李协会 标准化示范区

57 SFQl0-46 
国家油橄榄种植标准化

重庆油橄榄研究院有限公司
奉节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奉节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示范区 县林业局 标准化示范区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成
第十批国家农业四川 58 SFQl0-47 国家园艺标准化示范区 都添益衣业科学研究院（有 ，一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限合伙）
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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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南充嘉陵区市场监管局、 南充

59 SFQl0-48 
国家桑茶生产标准化示 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政府、 南 嘉陵区衣业农村局、 南充嘉陵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范区 充创新桑产业技术研究院 区蚕桑产业发展中心、 四川尚 标准化示范区

好茶业有限公司

郫都区委组织部、 郫都区委社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农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 成 治委、 郫都区财政局、 郫都区 第四批全国农村

60 ZGSD4-8 都市万豪质量技术服务事务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郫都区生 综合改革标准化 乡村治理标准化
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所有限公司 态环境局、郫都区农业农村局、 试点

郫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称猴桃种植标准化
水城县东部农业产业园区管 水城县农业农村局、 水城县市

第十批国家农业
61 SFQl0-49 理委员会、 六盘水市农业科 场监督管理局、 水城县绿美农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学研究院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 62 SFQl0-50 
国家花椒种植标准化示 德江县人民政府、 德江万进

德江县农业农村局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

范区 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标准化示范区 化

国家辣椒种植标准化示 遵义供销控股（集团）辣椒
遵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绥阳

笫十批国家农业
63 SFQI0-51 县农业农村局、 新蒲新区农业 衣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范区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农村局

64 SFQl0-52 
国家月季鲜切花高效无

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
笫十批国家衣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土栽培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云南
国家油茶栽培标准化示 红河州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

金平云瑶种养专业合作社、 红
笫十批国家农业

65 SFQl0-53 河州联衣油茶产销专业合作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范区 所 标准化示范区

社、 金平县油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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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开远市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新 开远市人民政府、 开远市融
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远市乐百

笫四批新型城镇
道街递办事处、 开远市灵泉街 小城镇建设标准化66 CZSD4-5 

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 和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化标准化试点
递办事处、 开远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国家袧杞种植标准化示 白朗后藏杞原农业科技开发
白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白朗

笫十批国家农业
县科学技术局、 白朗县农业农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67 SFQl0-54 

范区 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西藏 村局

国家娘亚秏牛养殖标准 西藏娘亚秏牛养殖产业发展 嘉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嘉黎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68 SFQl0-55 

化示范区 有限责任公司 县农业衣村局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红豆杉种植标准化 陕西天行健生物工程股份有
蓝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蓝田

第十批国家农业
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69 SFQI0-56 

示范区 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法局、 蓝田县人民政府

杨凌锦田果蔬专业合作社、 杨

国家智慧农业标准化示 杨凌现代衣业产业标准化研 凌示范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陕西 70 SFQl0-57 

范区 究推广服务中心 检测中心、 杨凌食品农产品质 标准化示范区

量安全认证中心

国家奶山羊规模养殖标 陇县畜产局、 陇县秦羊奶畜
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县生

第十批国家衣业
态乳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71 SFQl0-58 

准化示范区 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标准化示范区
陇县畜牧工作站

甘肃
国家矮祜苹果种植标准 灵台县果业办公室、 甘肃齐 灵台县自然资源局、 灵台县市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72 SFQl0-59 
化示范区 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场监管局、 独店镇政府、 西屯 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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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镇政府、 什字镇政府、 上良镇

政府、 朝那镇政府、 灵台海升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灵台县钰

圣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背海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

国家八眉猪养殖标准化 场、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互助土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 第十批国家衣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73 SFQl0-60 

示范区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局 标准化示范区
青海 心

国家马铃薯种薯繁育标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高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74 SFQl0-61 

准化示范区 原薯业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宁夏 75 SFQl0-62 
国家黄花莱绿色生产标 盐池县衣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盐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准化示范区 心 标准化示范区

和田爱农果业有限公司、 和田

国家和田红枣产业扶贫
市田源红枣购销衣民专业合作

第十批国家农业
76 SFQl0-63 新疆和田果业有限公司 社、 新疆天山林果业食品有限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产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公司、果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新疆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市场监督

77 SFQI0-64 
国家有机肉牛养殖标准 新疆天莱牧业集团有限责任 管理局、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化示范区 公司 农业农村局、 博尔塔拉蒙古自 标准化示范区

治州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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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昌吉回族自治州农牧机械化技
昌吉市农之鑫衣机专业合作 笫十批国家农业国家智慧农机农艺融合

术推广站、 昌吉回族自治州市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78 SFQl0-65 
标准化示范区 社 标准化示范区

场监督管理局

中新农现代节水科技有限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市场

笫十批国家农业国家棉花液体肥精准水
监督管理局、 新疆天业智慧衣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79 SFQl0-66 

标准化示范区肥一体化标准化示范区 司
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

生产
国家一 带 一 路农业标准 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笫八师市场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国际合作标准化建设 80 SFQl0-67 
化国际合作示范区 公司 监督管理局 标准化示范区

兵团

可克达拉市创锦牧业有限公 伊利哈萨克自治州畜牧科学研 笫十批国家衣业国家西门塔尔牛养殖标
衣业绿色发展标准化81 SFQl0-68 

准化示范区 司 究院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灌区管道输水灌溉 山西省禹门口水利工程管理局 第十批国家农业
衣业绿色发展标准化82 SFQl0-69 

标准化示范区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稷山管理处 标准化示范区水利

部 国家节水灌溉标准化示 德清县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
德清县水利局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83 SFQl0-70 

范区 司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新型水产养殖标准 鼎湖区衣业农村局、观星（肇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农业 84 SFQl0-71 

化示范区 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农村

荣成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部 国家苹果生产标准化示 荣成市农业农村局、 威海市
心、 荣成市衣产品质量安全中

笫十批国家农业
质量监管体系标准化85 SFQl0-72 

翠虹果品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范区
心、 山东悦多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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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合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阳

县交通运输局、 合阳县发展和

气象
陕西省滑南市合阳县坊

坊镇人民政府、 陕西昌绿现
改革局、 洽川风景名胜区管理

第四批新型城镇
86 CZSD4-6 镇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 委员会、合阳县文化和旅游局、 小城镇建设标准化

局 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化标准化试点
I

占•、、 合阳县农业衣村局、 合阳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阳县自然

资源局

87 SFQl0-73 
国家五常大米生产标准 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粮食

．一

化示范区 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和储

备局 88 SFQl0-74 
国家冬小麦产业标准化 新疆大疆和农业科技有限公

新疆中聚粮油有限公司
笫十批国家农业

衣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示范区 司 标准化示范区

林草
89 SFQl0-75 

国家花卉种苗高效生产
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

北京天卉源绿色科技研究院有 笫十批国家农业
衣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局 标准化示范区 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叶城西域果叔电商供应链有限

公司、 和田惠农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和田果叔生态农业有限

供销
90 SFQl0-76 

国家核桃生产加工销售
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和田汇农林果产品衣民 第十批国家衣业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总社 标准化示范区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叶城润昌 标准化示范区

林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新疆

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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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序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部门 号 编号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

91 SFQl0-77 
国家花椒生产标准化示 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所、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范区 涉县青阳山农产品专业合作 标准化示范区

社

国家青莱头（梓莱）种植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资有限公

笫十批国家农业
92 SFQl0-78 重庆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司、 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衣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托管服务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联合会、 重庆市农资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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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业农村及新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日表(II类）

地方／部门
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号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国家高效乳肉兼用牛良种繁 北京市北务广峰养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衣村

笫十批国家农业
1 SFQl0-79 局、 北京市顺义区市场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育标准化示范区 殖场 标准化示范区
监督管理局

北京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 北京金粟种植专业合作

2 SFQl0-80 
国家一年两熟葡萄栽培标 镇人民政府、 中国 社、 北京市延庆区市场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准化示范区 航空综合技术研究 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延 标准化示范区

庆区农业农村局

3 Sf'Ql0-81 
国家红梨产业标准化示范 河北鑫鼎农业科技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区 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河北 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南河头 献县南河头乡人民
献县农业农村局、 献县

笫四批全国农村
市场监督管理局、 献县

4 ZGSD4-9 乡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 政府、 匠心文旅产 综合改革标准化 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

, 占..、 业集团有限公司
财政局、 献县住房和城

试点
乡建设局

山西 s SFQl0-82 
国家有机旱作羊肥小米产 山西太行沃土农业

武乡县农业农村局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业发展标准化示范区 产品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桓仁富农果业专业
柜仁县人民政府、 桓仁

国家大捺子种植标准化示 县重点产业发展服务中 笫十批国家农业
辽宁 6 SFQI0-83 合作社、 桓仁众诚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范区 心、 五里甸子镇人民政 标准化示范区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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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部门
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号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市（梅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
局、 梅河口市农业局、

笫十批国家农业
梅河口市九星米业有限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7 SFQl0-84 

河口） 民政府 标准化示范区
责任公司、 梅河口市福

吉林
海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和龙市人民政

国家林下灵芝种植标准化 延边大阳参业有限
府、 吉林省延边州农业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村局、 吉林省和龙市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8 SFQl0-85 

示范区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吉林

省和龙市农业衣村局

国家红掌花栽培标准化示 上海瀛庙果蔬专业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

第十批国家农业
委员会、 上海市崇明区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9 SFQl0-86 

范区 合作社 标准化示范区
上海 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种养结合生态农业标 上海松林食品（集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10 SFQl0-87 

准化示范项目 团）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农产品品质智能控制
江阴市农业农村局、 江

笫十批国家农业
11 SFQl0-88 

标准化示范区
江苏省衣业科学院 苏华西都市农业科技发

标准化示范区
质量监管体系标准化

展有限公司

江苏
国家稻虾共生标准化示范

旰眙县人民政府 江苏省旰眙龙虾协会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12 SFQl0-89 
标准化示范区区

国家芦笋设施栽培标准化
涟水县市场监管局、 淮

第十批国家衣业
涟水县人民政府 阴工学院、 涟水县红窑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13 SFQl0-90 

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镇延寿芦笋种植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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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部门
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号

作社、 淮安市标准计量

情报所

14 SFQl0-91 
国家中蜂

“

三产融合＋精准 泰顺县百花蜜烽专 泰顺县市场监管局、 泰 笫十批国家农业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帮扶
”

标准化示范区 业合作社 顺县衣业农村局 标准化示范区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

浙江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新型

局、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
笫四批新型城镇

15 CZSD4-7 安吉县人民政府 规划局、安吉县住建局、 城镇协调发展标准化
城镇化标准化试点 化标准化试点

安吉县发改局、 浙江省

标准化研究院

16 SFQl0-92 
国家种猪繁育标准化示范 福建永诚农牧科技

福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区 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福建 福建省龙岩市福果

17 SFQI0-93 
国家百香果种苗繁育标准

时代农业科技有限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一"

化示范区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18 SFQI0-94 
国家平阴玫瑰全产业链发 山东芳蕾玫瑰科技 山东芳蕾田园综合体有 笫十批国家农业

一二三产融合标准化
展标准化示范区 开发有限公司 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19 SFQl0-95 
国家禽类智慧养殖标准化 山东众客食品有限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山东
...

示范区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农村 山东齐力新农业服
第四批全国农村

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
20 ZGSD4-10 一· 综合改革标准化

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务有限公司
试点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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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部门
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号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21 SFQl0-96 
国家伊普吕肉免现代化养 济源市阳光兔业科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市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殖标准化示范区 技有限公司 场监督管理局 标准化示范区

河南
国家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 河南中农华盛农业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产品认证体系实施

22 SFQl0-97 荣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施标准化示范区 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

孝感市农业农村局、 湖

23 SFQl0-98 
国家无性系茶树良种繁育 湖北福良山农业科 北大悟玄坛村福坛农业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标准化示范区 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孝 标准化示范区

感红贡茶有限公司

薪春县市场监督管理

湖北
局、薪春县交通运输局、

湖北省黄冈市薪春县檀林
薪春县公路管理局、 薪

湖北省黄冈市薪春 春县发改局、 薪春县国 第四批新型城镇
24 CZSD4-8 镇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 小城镇建设标准化

县檀林镇人民政府 土资源局、 薪春县住房 化标准化试点－壮

刁汜
和城乡建设局、 薪春县

农业衣村局、 薪春县水

利和湖泊局

国家猪资源保护标准化示
湘潭市家畜育种站

第十批国家农业
湖南 25 SFQI0-99 （湘潭市饲料监测 湘潭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站）

广东 26 SFQI0-100 
国家花卉苗木优质高效栽 云浮市永盛农林有 云浮市云城区市场监督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产业扶贫标准化
培标准化示范区 限公司 管理局 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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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部门
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号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新型 东莞市横沥镇人民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四批新型城镇 城镇基础设施运行维
27 CZSD4-9 橾沥分局、 东莞市标准

城镇化标准化试点 政府 化标准化试点 护标准化
与产业融合促进会

国家称猴桃种植标准化示 簦庆三磊田甜农业
黔江区市场监督管理

笫十批国家衣业
28 SFQl0-101 局、 黔江区农业衣村委 质量监管体系标准化

范区 开发有限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员会

石柱县中益乡人民政

重庆 府、 石柱县市场监督管
笫四批全国农村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理局、 石柱县衣业农村
29 ZGSD4-ll 综合改革标准化 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

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人民政府 委、石柱县生态环境局、
试点

石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国家鹊鸦产业标准化示范 四川九升食品有限
东坡区科学技术协会、

笫十批国家农业
四川 30 SFQI0-102 眉山市东坡区畜牧站、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

区 公司 标准化示范区
眉山市畜牧站

略阳县农业农村局、 陕

31 SFQl0-103 
国家乌鸡养殖标准化示范 略阳县市场监督管 西龙佳衣业科技发展有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区 理局 限公司、 陕西略阳汉水 标准化示范区

陕西 源乌鸡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农村 石泉县池河镇人民
陕西环治生物科技有限 第四批全国农村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标
32 ZGSD4-12 公司、 石泉县市场监督 综合改革标准化

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政府 准化
管理局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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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部门
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号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参加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重点

国家金银花全产业链标准 通渭县李家店乡人
通渭县市场监督管理

笫十批国家农业
甘肃 33 SFQl0-104 局、通滑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化示范区 民政府 标准化示范区
通渭县财政局

水利部 34 SFQl0-105 
国家绿色小水电创建示范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一
·

区 究院 标准化示范区

农业农村
35 SFQlO一106

国家象山村橘区域公用品
象山县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

笫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品牌提升标准化

部 牌培育提升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气象局 36 SFQl0-107 
国家黄泛区小麦良种繁育

河南省气象局 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第十批国家农业

农业科技创新标准化
气象保障标准化示范区 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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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年4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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