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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政办发〔2016〕76 号  附件 5 

 

 

辽宁省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

转变，切实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十二五”规划综合评价 

“十二五”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下，

辽宁现代农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进一步夯

实，为“十三五”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 

——粮食产量年均超过 2000 万吨，保持了全国粮食主产省

地位；蔬菜产量 4000万吨以上；水果产量 882万吨。 

——全省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 423.2 万吨、276.5 万吨和

140.3万吨，饲料总产量 1239.4万吨、总产值 437.6亿元，产量

和产值均列全国第 3位；全省水产品供给量 523.7万吨。 

（二）农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 

——实施千万亩设施农业建设和提质增效工程，设施农业占

地面积发展到 1119 万亩，位居全国第 2 位，日光温室设施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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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全国第一。设施蔬菜总产量达 3235万吨、产值超过 700亿

元。 

——全省标准化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65%，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人均肉类、禽蛋生产量分别位居全国第 2位、第 1位；35%

的生猪、56%的禽肉、68%的禽蛋销售到省外。 

——实施千万亩经济林建设工程和千万亩水果提质增效工

程，完成千万亩经济林工程 378万亩；水果栽培面积达到 965万

亩。 

——“一县一业”示范县（市）达到 25 个，特色产业面积

450万亩，特色农产品在全国影响力全面提升。 

——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总数达到 14 个，新建省级现代

农业示范区 14个，现代农业示范作用不断增强。 

（三）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 

——规模以上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2390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达到 53家，位居全国前列。 

——投资规模超过 10 亿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产 53

个，完成投资额 439亿元。 

——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8542 亿元，实现利税

658亿元，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交货值 942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成

为支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各类农产品交易市场达到 88个，农业部定点市场 30个。

交易市场总占地面积 52.9万亩，年交易额 1184.7亿元，带动 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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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农户参与经营。 

——积极培育电子商务 O2O 典型，努力开辟自媒体营销，

大力推动第三方平台应用，农业电子商务开始起步。全省农产品

年网上销售额近 20亿元。 

——农产品出口总额实现 53.4 亿美元，全国第 4 位；水产

品出口达到 28.8亿美元。 

——建成农产品出口示范区 36个，国家级示范区 13个，居

全国第 2位。 

——休闲农业加快发展，全省休闲农业主体达到 9146 家，

从业人员 29万人，带动农户 31万户，年接待 8911万人次，年

经营收入 162亿元。 

（四）农业基础设施和装备水平全面提高。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累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

本农田 945万亩。实施 100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其中节水

增粮行动 600万亩。 

——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75%，农机总动力

2886.92 万千瓦；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实施水稻

1000 万亩全程机械化建设工程，水稻综合生产机械化水平

90.7%。 

——实现全省县以上城市及开发区供水全覆盖，受益人口达

到 2300万人，水资源配置全国领先。除险加固 243座病险水库

和 16座病险水闸，改造 665处（座）大中型灌区和泵站，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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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安全人口 586.73万人和农村学校师生 31.09万人，治理

重点河道、山洪沟 151条，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00万亩，

新增供水能力 15.85亿立方米。 

（五）农业科技支撑和产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省级以上种植业科技成果 112 项，31 项获得国家级奖

励。省级以上畜牧业科技成果 40项，19项获得省部级奖励。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5个百分点。 

——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及到位率均达到 95%

以上，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7.2%。 

——每年农民科技培训 200万人次以上，阳光工程、设施农

业科技培训农民 20万人。 

——推广秸秆还田腐熟、增施有机肥等土壤培肥改良技术

867 万亩，亩均增产 5%。粮食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59%。 

    ——省级农业地方标准 340项，三品一标产品总数达到 3210

个，农业标准化生产面积 3500 万亩。建设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

范县 10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综合示范县 32个。蔬菜、水果、食

用菌等主要农产品抽样合格率保持在 96%以上。 

——以“12316”金农热线为平台的农业信息化综合建设水

平全国领先，协同专家服务农民 470万人，带动了农村电子商务、

农产品市场监测、农业大数据及物联网技术等快速发展，智慧农

业、数据农业格局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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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全省农业机械化服务、

作物统防统治服务、设施农业高效技术服务在全省全面铺开。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3‰以下，森林火灾受害率

低于 1‰。 

（六）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 

——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1300 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

的 25.6%。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面积 371万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发展，全省农民合作社发展到

3.6万个，家庭农场 3200个。 

——集体林权配套改革加快，林权管理服务中心达到 53个，

集体林确权发证率达到 98.5%。 

——农村金融领域不断创新，新开办 60 家村镇银行，小额

贷款公司基本实现县区全覆盖。农业保险达到 3500万亩。 

（七）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0年的 6907.9元提

高到 2014年的 1205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635元。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明显，贫困人口从 157 万人减少到

117万人，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243元，年均增

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累计完成移民扶贫 14836户。 

——农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推广以“一池三改”、“四位

一体”为主要内容的户用沼气工程 9.5万户、改炕 38.4万铺、“被

动式太阳房”71.9 万平方米、太阳能热水器 40.3 万平方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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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畜禽养殖场能源环境工程 293处、生物质成型燃料工程 108

处、生物质成型燃料炊事采暖炉 5.64万户。 

（八）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实施碧水工程，辽河、凌河流域水质及全流域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实施青山工程，治理矿山 15万亩，坡地还林 297万亩，

围栏封育 2万公里。 

——实施大规模造林绿化工程、辽西北草原沙化治理工程，

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3206.25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40.9%，

活立木蓄积 3.18亿立方米，林分蓄积 3.06亿立方米，国家级公

益林保有量 3600万亩。治理沙漠化草原 490万亩。 

“十二五”期间辽宁农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

发达地区相比，依然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农业规模化生产

经营水平不高；二是农产品深加工水平还有待提升；三是深化农

村改革步伐不快；四是现代农业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二、“十三五”发展环境 

（一）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农业影响加大。截至目前，我国签署

了中韩等 14 个自贸区协议，这将对国内农产品生产、价格和贸

易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现代农业具有兼业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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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互联网+现代农业”在生产、经营、管理、销售、金融等

环节提升优化产业链，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将显著增强。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居民消

费结构发生变化，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成为必然选

择。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日益迫切。 

（二）内部环境。 

——“十三五”是我省全面落实“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率先基

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攻坚期。 

——我省是工业大省，也是农业大省，具备用现代工业装备

农业的先天优势。实施农业机械化可以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促

进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 

——“十二五”期间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支撑能力、国家政

策支持等方面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我省已经具

备了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

主线，着力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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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力求在农副产

品加工、产业结构调整、重点领域改革、农机装备、科技创新、

对外合作、生态环境等领域实现新突破，进而带动农民增收、产

业增效、县域实力增强，并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为辽宁老

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稳粮增效。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大

力发展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农业，确保农民收入持续

稳步增加。 

——坚持科技创新。全面提升农业科技支撑能力，加快农业

科技成果推广步伐。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

务水平，依靠信息化理念和手段谋求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与创新。 

——坚持改革创新。通过深化农村改革，逐步解决影响现代

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

伐。 

——坚持对外开放。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培育农业跨国经营企业，逐步建立农产品国际产销加工储运体

系，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 

——坚持可持续发展。有效提高水资源、土地资源、农业投

入品及农业废弃物的利用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发展目标。 

——“十三五”期间，农林牧渔结构为 42:3:35:20。第一产



 

- 9 -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4%左右，其中畜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以

上。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 2000 万吨左右，高标准粮田

建设面积达到 2292万亩。蔬菜产量稳定在 4200万吨以上，水果

产量达到 900万吨，烟叶种植面积达到 28万亩以上，生产规模

达到 100万担以上。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 490万吨、

300万吨、160万吨、520万吨。 

——畜牧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5%，标准化

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70%。 

——发展经济林 675万亩，新植 467万亩，改造复垦 208万

亩。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畜

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 6800亿元。农产品出口额达到 100亿美元

以上。 

——培育壮大新型规模化经营主体，经营规模达到 60%左

右。全省规模以上农业企业达到 3000 家以上，国家和省级重点

龙头企业达到 1000家。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3300 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0%以上。 

——每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万人，专业技能人才 3万人；

万名劳动力中有农业科技人员 16 人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65%以上；农业信息化整体水平达到 48%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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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系数提高到 0.592。 

——农业标准化覆盖率达到 70%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

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覆盖率达到 35%，农药化肥施用量实现零增长。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42%，森林蓄积量 3.41亿立方米。 

——重点供水二期工程力争 2019 年完工。通过农村饮水工

程巩固提升，改善 332.32万人口饮水条件。 

——提升农业、农村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暴雨预警时

效提前至 30分钟以上、暴雨预报落区误差减小到 50公里以内。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与 GDP保持同步。 

四、发展布局 

依据《全国主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综合考虑各地

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现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

重点，确定区域产业发展布局。 

（一）区域布局。 

——中部平原精品农业区：包括沈阳、鞍山、辽阳等地。该

区域地处松辽平原南端。主要发展水稻、蔬菜、畜产品、淡水鱼、

都市休闲观光农业等产业。 

——辽北粮油和畜牧业区：包括阜新、铁岭市等地。该区域

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是国家玉米最优产区之一。主要发展玉米、

水稻、花生、畜牧业和马铃薯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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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林业和特色农业区：包括抚顺、本溪、丹东等地。

该区域山多地少，是全省天然林资源集中的区域。主要发展林业、

食用菌、山野菜、中药材、休闲农业、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 

——辽西畜牧和设施农业区：包括锦州、阜新、葫芦岛西部、

朝阳等地。该区域属于半干旱地区，具有农牧皆宜的自然环境。

主要发展玉米、花生、杂粮、畜产品、设施农业等产业。 

    ——沿海水产粮果蔬农业产业区：包括大连、营口、盘锦、

葫芦岛、丹东、鞍山等地。该区域毗邻渤海和黄海，海洋资源丰

富。主要发展海洋渔业、水稻、园艺产业、农产品加工、休闲农

业、滨海旅游等产业。 

（二）优势产业布局。 

——粮油产业。粮食产业布局：辽浑太河流域粮食主产区、

辽西丘陵粮食产区、辽东山地粮食产区和辽南滨海粮食产区。突

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发展以优质水稻、玉米及杂粮和马

铃薯为主的粮食产业；油料生产布局：辽西北和沈阳等油料产区，

发展以花生和大豆为主的油料产业。建设沈阳、铁岭、锦州、阜

新 4个花生生产基地，打造阜新花生生产与加工产业大市。 

——蔬菜产业。实施设施农业提质增效工程。以辽西和大中

城市近郊为重点，同时推进东部山区特色型设施农业和沿海地区

出口型设施农业发展。 

——水果产业。按照辽南和辽西水果产业带和中北部优势果

品产区的“两带一区”总体布局，使水果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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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产业。构建以辽东山地丘陵生态屏障区、辽西低山

丘陵生态屏障区、沿海防护林带、辽河流域生态走廊为主体的“两

屏一带一廊”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畜牧产业。在沈阳、阜新、朝阳、铁岭、锦州等市县，

推进猪、鸡、牛、肉羊主导产业示范区和绒山羊、肉驴、鸭鹅特

色精品产业示范区建设。加快辽东辽南辽西绒山羊、辽育白牛、

辽宁地方优质黑猪产业开发。推进辽西北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渔业产业：在大连、丹东、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

着力打造水产供应基地、人工鱼礁区、渔业增殖功能区、种苗生

产标准化健康养殖园区和“盘锦河蟹”等渔业品牌建设，推广浅

海生态健康立体养殖模式。打造“多宝鱼”全国知名品牌。在辽

东、辽北山区建设现代生态渔业养殖示范区，在辽西辽北发展特

色生态渔业拓展区和高效立体循环养殖。 

（三）特色产业布局。 

——花卉产业。在朝阳、大连、抚顺重点发展球根花卉种球

繁育；在朝阳、沈阳、大连、抚顺、本溪、辽阳、盘锦等地重点

发展鲜切花生产及出口；在沈阳、鞍山、辽阳、丹东重点发展君

子兰、丹东杜鹃等特色花卉生产；在铁岭重点发展观赏苗木产业。 

——柞蚕业。建设丹东、鞍山、大连、营口、铁岭、辽阳、

抚顺和本溪等优质柞蚕茧生产基地；建设西丰、凤城柞蚕良种繁

育基地和绥中桑蚕种生产基地。 

——中药材产业。以抚顺、丹东、本溪、鞍山、辽阳、铁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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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东部山区为主，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中药材产业体系。 

——西甜瓜产业。以沈阳、锦州等主产区为主，打造西甜瓜

产业基地。 

——食用菌产业。以抚顺、丹东、本溪、鞍山、辽阳、铁岭

等东部山区及庄河市、凌源市、喀左县、朝阳县、建昌县为主，

加快辽宁食用菌产业发展。 

——山野菜产业。以抚顺市、本溪市、丹东市、岫岩县为发

展重点。 

——烟草产业。以凤城、宽甸、开原、西丰、阜蒙、彰武、

建平、北票及昌图县九个县为发展重点。 

五、主要任务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0-2020年）

任务实施高标准粮田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测土配方施肥、病

虫害防治、旱作节水灌溉、设施农业老旧棚室升级改造等建设。 

——加强水利重点工程建设。“十三五”期间，规划项目共

64 项，其中续建 30 项，新建 34 项。按专业分：防洪减灾工程

21项，其中续建项目 12项，新建项目 9项；水资源配置工程 18

项，其中续建项目 7项，新建项目 11项；农村水利工程 8项，

其中续建项目 3项，新建项目 5项；水土保持与河湖生态修复工

程 14项，其中续建项目 5项，新建项目 9项；其他工程 3项，

为续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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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实施“粮安工

程”，把粮食仓储物流设施纳入重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实

施放心粮油工程，建设放心粮油示范店和示范点，建设粮食应急

供应网点；每市及县（市、区）至少保留 1-2个国有及国有控股

粮食骨干企业；完成 430万吨“危仓老库”维修改造任务；构筑

以“哈大线”、“郑大线”、“东边道”为主轴的粮食物流通道，

建设 20个粮食产业园区和 80个粮食物流节点。 

——建立动植物疫情阻截带和应急防控系统。完善农作物重

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网络系统，建立健全省市县乡 4级农作

物病虫疫情监测防控体系。完善兽药质量安全监管和健全动物卫

生防控体系，健全海洋执法监管体系，完善林业绿化和防灾相关

法规。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农业生产气象灾害监测

预报预警系统。 

——建设农情远程监测及预警系统。在全省 50 个农业县

（市、区）分别建设 300 个左右监测基点，每个监测点相应建立

气象墒情、苗情监测终端，以及省、市、县三级农情监测与预警

服务平台，实现主要作物全生育期动态监测预警和生产调度。 

（二）做强农产品加工产业。 

——调整优化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加快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

工。大力推进精深加工，在提取蛋白、脂肪、纤维、新营养以及

活性物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农业副产物循环利用、加工副

产物全值利用和加工废弃物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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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建设。全省建设 40 个以上

有规模、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引导农

产品加工企业、项目向集聚区集中。 

——大力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快市场主体培育，培

育一批农产品加工产业集团。鼓励大型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建立

紧密联结机制的专用原料生产基地。支持符合条件农产品加工企

业上市融资，增强企业发展实力。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按照突出区域优势、产业优势、特色产品优势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建立一批优势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基地，开发驯化一批特色

农产品名优品种，推广一批优势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

适宜技术，培育一批知名的特色农产品优势产区。 

——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以发展水稻、玉米、蔬菜、

水果、畜牧、水产等优势产业和区域特色产品为切入点，以现代

种养业生产基地建设为载体，大力推进国家级、省级现代农业示

范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带建设。新建省级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带）

50 个，现代农业主导产业示范区 150 个和特色精品示范区 200

个。 

——发展休闲农业。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文化、民俗风情、观

光旅游有机结合。重点打造休闲农业园区 500个，培育农业采摘

园 1000个、休闲农庄 1000个和农家乐 5000家，吸纳 100万人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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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推广工厂化蔬菜育苗技术，争

取创建 50 个国家级蔬菜标准园。建设经济林标准化示范园 290

个；建设优质花卉标准示范园 50 个；建设优质柞蚕茧生产基地

50个，标准生态柞园 20个;建设中药材生产基地和种苗生产基地

100个，示范园 20个；建设西甜瓜生产基地 50个;建设食用菌生

产基地 5个。加强烟草生产基地设施建设，加强品种选育，推广

标准化栽培技术，加强垦区示范项目建设。 

——加强现代种业建设。建立辽宁省农业高新技术创新中心

1个；建立覆盖全省不同农业生态区域的综合性品种试验、鉴定

评价站点 42 个；建立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主要农作物品种

标准样品库、DNA 指纹图谱库；在主要作物主产区建立新品种

展示示范基地 31个；建立高标准稳定的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 25

个，省级南繁基地 1 个；建设省级种子质量监督检测（DNA、

转基因）中心 1个，省、市、县级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分中

心 21个；种子备荒储备中心 2个，搭建种子管理信息平台，加

快建立种子可追溯信息系统。 

    ——实施果业振兴计划。建设水果高效集约栽培示范园 5000

亩，改造密植果园 100万亩、老残果园 50万亩。建设 90个省级

高效精品示范园，创建 50个国家级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 15个

国家和省级果树良种繁育中心、20 个县级果树良种生产基地;建

设 5个现代果业园区。 

（四）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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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依法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加强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

易市场建设，重点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平台，在尊

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和龙头企

业，鼓励土地租赁，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探索建立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统一归口管理机制。 

    ——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着重提升农技推广、疫病防控、

质量监管的服务能力，使农民享受到低成本、便利化的公益性服

务。同时，鼓励政府项目形成的资产交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护，

支持通过订购、委托、招投标等方式购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

营性服务。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

实现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资源性资产重点推进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非经营性资产探索有利于提高公共

服务能力的集体统一运营管理有效机制，经营性资产，明晰产权

归属，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展多种形式的

股份合作。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制度，增

强村级集体经济实力。 

——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农业信用体系，推动金融

资源继续向“三农”倾斜，建立由财政支持的农业担保、投资机

构，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增强新型农业主体融资能力，加大融

资补贴力度，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提高财政保费补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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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银行金融机构客户信用评定范围，对符

合条件的进行综合授信；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融资租赁试点。 

（五）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 

——建设种猪、奶牛 DHI、绒山羊绒毛等检测中心各 1处；

实施定点屠宰厂（点）升级改造；2016、2017 年每年新建畜禽

标准化生态养殖场（小区）50个，畜牧产业化率达到 85%以上；

实施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搬迁，二级保护区搬迁或

粪污治理设施达标；建设现代草原生态和草牧业示范区；完善监

管体系建设。 

——新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5个；建设大宗品种和优势出

口品种的遗传育种中心，建设省级水产保种场 100个，新建国家

级水产保种场 5个；完善水产动物疫病监控中心体系建设；建成

水产品出口示范区、外贸出口示范基地各 20个；加强渔港建设，

配套完善渔船渔港监控设施。  

（六）构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完善 14个市级、44个县级质检站建设，市级农产品检

验检测机构“双认证”通过率达到 100%，县级检测机构通过率

达到 50%以上；建设 700个重点乡镇标准化监管站（检测点）。 

——省级农业地方标准达到 400项。“三品一标”认证数量

达到 3500个，生产面积达到 3800万亩。建设国家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 10个，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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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善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14 个市级、

44个县级分平台。 

（七）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 

——大力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新增玉米生产全

程机械化面积 1000 万亩；创新农机服务形式，加快促进高质量

农机合作社发展，提高精准作业能力。 

——加快大型拖拉机、高效联合收割机等配备，大力推广农

机保护性耕作。 

——大力发展农机装备制造业。通过创新和引进，提高农机

工业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培育自主品牌。 

（八）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 

——构建数据农业体系。建立农业大数据中心，推进数据化

决策、数据化服务，数据化经营、数据化指挥系统。 

——实施智慧农业工程。一是继续推进 12316金农热线云平

台建设，年服务农民达到 600万例；二是大力推进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三是建设农业公共电子商务平台；四是建立农情、畜情等

远程监测及预警指挥平台，实现农业生产远程可视化指挥调度;

五是积极推进智慧气象为农服务系统建设。 

（九）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 

——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重点实施秸秆还田及综

合利用，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推广沼气生产新技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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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节能生物质炉具示范应用；推广节能炊事采暖炉 25万户、

对 50处新建或改建秸秆成型燃料工程进行建设奖补、改造 50个

乡镇政府部分集中供暖锅炉、建设秸秆沼气（气化）示范工程

25处、采取 PPP运行模式恢复 20处秸秆气化站运营、对 200个

（次）沼气服务网点进行奖补、报废因灾毁、移民动迁等原因造

成无法继续使用的沼气池。新建特大及大型沼气工程 25 处、对

50 个（次）运行良好的大中型沼气工程进行奖补，创建 300 个

农村能源综合试点。 

——加强面源污染治理。推进畜禽场粪污综合处理设施建

设，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开展农业投入品回收利

用体系和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工程建设。 

——实施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

设项目、生态造林示范项目、防沙治沙工程、平原绿化工程、村

屯绿化、森林抚育、退化林防护林修复等重点工程，实施闭坑矿

山生态治理工程；开展湿地生态修复和湿地污染治理。 

——加强自然保护区晋升和自然保护小区工程建设；建立农

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加快外来入侵生物防除资源化利用示

范区建设。 

——加强生态治理监测评价。推进生态环境气象监测能力建

设，建成高分卫星数据应用中心，实时动态监测评估辽宁省湿地、

湖泊、森林结构与功能变化，监测评估生态脆弱区土地沙化与水

土流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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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组织推进精准扶贫。 

推进精准扶贫、干部驻村、金融扶贫、社会扶贫工作，加强

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和考核，推进扶贫机制创新。力争提前完成国

标贫困人口脱贫。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 

建立目标责任制，成立辽宁省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现代农业建设发展的总体指导和协调，确保各项

任务落实。各级政府要把“十三五”农业发展业绩纳入领导干部

的考核指标，完善考核奖励机制。各市县（区）成立政府主要领

导挂帅的农业规划实施机构，制定本地区农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

施。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综合协调，强化部门之间协调配合，

提高服务意识，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规划有效实施。 

（二）强化政策保障。 

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发挥政策支持和引

导作用，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

着力解决当前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着力发展

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要勇于改革创新，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和完

善各项配套政策，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大力推

进农村资产资本化、农业资产证券化试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建立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有利于改善生态和民生的

林业发展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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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投入机制。 

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坚持把农业农村农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

先保障领域，加快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持续增加财政“三

农”支出。推进涉农资金整合统筹，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及公

益性事业建设。加强对社会化服务组织扶持力度。特别要坚持利

用市场机制，改革农业补助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融资担保体系，

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鼓励和大力引导包括金融资本在内

的其他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建设，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入体

系。建立政府发起、募集社会资本为主的市场化运营的投资基金，

拓展农业政策性融资范围。 

（四）提供科技保障。 

加快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符合支持条件的农业科技

项目，可按程序向省科技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申请财政资金支

持。继续深化农技推广和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突破资源环境

约束，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整合科技资源，建设一批公共研发

平台和农业科技产学研联盟，集中开展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集成攻

关。进一步加大农业科研投入，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基

础研究和公益性、半公益性的应用研究与技术推广服务，不断提

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形成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

科技服务网络和可持续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五）提供人才保障。 

充分发挥我省科技资源、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加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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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金投入，建立稳定的培训经费保障制度。打造多形式、多层

次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队伍，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健康

发展。重点加强优秀村官、创业大学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

的培训，鼓励支持各类人才进入农村创业就业。探索将职业农业

资格认证与农业扶持政策挂钩的办法和途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的各类农业企业家和农业专业人才，吸揽国内外高端人才，建立

稳定的农业和农村人才增长机制。 

（六）扩大对外交流合作。 

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努力提高农业国际竞争能力。着

力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完善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政策，扩大

农产品出口规模、质量和效益。积极扩大紧缺农产品进口，优化

进口来源地布局，建立稳定可靠的贸易关系，提高农业国际化经

营水平。抓住东北亚区域合作机遇，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促进跨国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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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表 

类 别 指  标    2020 年规划 

农产品 
供给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2000 

粮食播种面积（万亩） >4700 

玉米总产量（万吨） 1411 

水稻总产量（万吨） 450 

水果总产量（万吨） 900 

蔬菜（万吨） >4200 
油料总产量（万吨） 100 

烟叶（万吨） >5 

肉类总产量（万吨） 489 

禽蛋总产量（万吨） 302 

奶类总产量（万吨） 162 

水产品总产量（万吨） 520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 97% 

农业 
结构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35% 

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20%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 2.5:1 

农业 
物质 
装备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万亩） 2528.85 

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0.592 

农机总动力（万千瓦） 3300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80% 

农业 
科技 

科技进步贡献率（%） >65% 

农业 
生产 
经营 
组织 

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户数量（万户） 450 

家庭农场数量（个） 20000 

农民合作社（个） 60000 

奶牛规模化养殖（年存栏 100 头以上）比重（%） 75% 

生猪规模化养殖（年出栏 500 头以上）比重（%） 65% 

农业生态环
境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90% 

农业产值与
农民收入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310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6600 

 


	辽政办发〔2016〕76号  附件5
	辽宁省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