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农农计〔2021〕102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
政策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项目

入库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

为推动广东省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认真贯彻《财政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实施渔业发展支持政策 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财农〔2021〕41 号）精神，做好 2021 年成品油价格调整

对渔业补助资金省级部分的申报、评审、实施等各项工作，按照

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现代渔业发展实际，制定本项

目申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现印发给你们，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申报内容

纳入《指南》储备申报的项目类型包括：

（一）池塘升级改造专题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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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丽渔场建设项目；

2.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示范项目；

3.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或育苗模式建设示范；

4.池塘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模式；

5.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模式；

6.陆基推水式集装箱循环水养殖模式；

7.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生态安全评价关键技术及应用；

8.集约化养殖池塘尾水治理节地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

（二）水产种业振兴专题

1.水产种业体系建设；

2.广东省水产苗种重要疾病监测。

（三）绿色健康养殖专题

1.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示范；

2.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与重点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相关

性分析；

3.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示范创建工程；

4.海水养殖生产区域划型及产品卫生监测。

（四）深远海养殖专题

1.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建设。

（五）水产品加工与流通和品牌创建专题

1.水产品流通与加工项目；

2.水产品绿色加工与流通技术推广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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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特优水产品或地理标志水产品全国推介和品牌创建。

（六）渔港攻坚和渔船管理专题

1.沿海渔港建设项目-平安渔港建设；

2.渔港综合管理改革试点项目；

3.渔港经济区创建；

4.渔船安全作业的光伏智能监管装置研发与示范应用；

5.基于北斗通信的智能报警救生衣研发与示范应用；

6.远洋渔船视频监控及可视化溯源体系前端建设（试点）；

7.渔民减船转产项目。

（七）渔业资源保护专题

1.濒危水生动物鼋历史栖息地资源环境调查；

2.濒危水生动物鼋人工繁育和野放适应性保护研究；

3.广东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现状调查与评估。

（八）渔业渔政管理专题

1.广东省典型传统渔港环境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

2.特定水域渔民培训；

3.渔业渔政管理平台整合与拓展。

二、申报主体及条件

（一）本《指南》的申报对象的具体条件详见附件 1。

（二）申报单位需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

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

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由省级单位主管部门、各地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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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农业农村局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

农业农村厅。

（三）已完成建设的项目不能申报本批次项目。

（四）项目承担单位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

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

额以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

审标准。

（五）根据省财政厅要求，入库储备项目均应按照规范文本

编制，不同类型项目须用相应申报书模板进行申报填写，未按要

求格式填写的项目不予纳入项目库储备。

三、申报程序

本次组织入库的市县企事业单位项目采取属地申报、属地管

理，由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统一收集、汇总并审核本辖区内

所有的项目申请，统一上报本地区项目入库需求，填写《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申报入库汇

总表》，系统推送项目，并报送纸质申报材料。不接受地市级企

事业单位的单独向省农业农村厅提出申报。

省级及省级以上申报单位需由主管单位统一汇总本单位的

申报需求，填写《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项目申报入库汇总表》，系统推送项目，并报送纸质申

报材料。需属于二级项目单位申报的，应由上级单位汇总本单位

所有申报项目，确认资料完整性之后予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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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上申报

各申报单位须进行网上申报（各省级单位账号由省农业农村

厅统一进行调配），网上申报网址：http://183.62.243.12:8001/

nytzj-web/minstone（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理系统-申

报端口：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具体账号请联系相关工作人员。网上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9 日 24:00，网上申报审核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30 日 24:00。

各申报单位统一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理系统中

填写项目申报信息，并填写《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

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申报入库汇总表》（附件 2）。

（二）书面材料

各项目申报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按照《指南》规定的格式报送

（有特殊规定的除外）。申报单位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7:30

前报送至省农业投资项目中心，逾期不予受理。

书面材料包括：

1.申报函（省有关单位汇总统一出具）

2.《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申报入库汇总表》（附件 2）

3.项目申报书（设计深度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见附件 3）

4.其他附件材料

（三）材料报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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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先烈东路 135 号 2 号办公楼 11 楼 11 房

联系人：黄婉薇，联系电话:020-37289982；

陈 锴，联系电话:020-37236548。

（四）各专题联系人

1.池塘升级改造专题，刘邓军，020-37289204

2.水产种业振兴专题，刘邓军，020-37289204

3.绿色健康养殖专题，孙秀秀，020-37289232

4.深远海养殖专题，刘邓军，020-37289204

5.水产品加工与流通和品牌创建专题，刘邓军，

020-37289204

6.渔港攻坚和渔船管理专题，莫海鸥，020-37289114

7.渔业资源保护专题，胡侃，020-37289210

8.渔业渔政管理专题，莫海鸥，020-37289114

附件：1.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2.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申报入库汇总表

3.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申报书使用说明

4.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各类项目申报书模板（通过农业

农村厅门户网站或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

理系统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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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1 年 12 月 1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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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水产

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关于实施“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九大攻坚”行动的指导意见》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农业农村厅珠三角百万亩

养殖池塘升级改造绿色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

大力推进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推动渔业发展从注重产量增长向

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从注重资源利用向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

护转变，从注重物质投入向更加注重科技进步转变。通过专项项

目实施，补齐渔业基础设施短板，全面增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体系，加快现代渔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着力构建广东现代渔业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推进广东省渔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

二、申报内容

纳入《指南》储备申报的项目类型包括：

（一）池塘升级改造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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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丽渔场建设项目

（1）建设内容及要求

按照《珠三角示范性美丽渔场建设要求（试行）》进行创建

申报。

（2）申报主体及条件

①以镇（街道、乡）、村集体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养殖

企业为申报主体，面积 1000 亩及以上，符合当地养殖水域滩涂

规划，并持有水域滩涂养殖证，建有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或纳入区

域养殖尾水处理点。

②申报主体需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

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

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由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汇总

本地区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③申报主体测算出池塘面积，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养殖证面

积核实为准（池塘面积取整到十位）。

（3）绩效目标

对水产养殖区进行升级改造，达到环境优美、绿色生态，科

学布局、设施完善，模式先进、科技引领，深挖底蕴、彰显文化，

协调发展、效益显著的目标。

（4）项目资金额度

按照不同创建面积给予补助，重点支持集中连片养殖池塘建

设，补助标准为 5000 元/亩，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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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

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

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及要求：原则上不超过 2 年，按年度实施。

项目按照边建边补的方式拨付补助资金。经省农业农村厅确定为

创建对象后省财政拨付 50%的补助资金到申报单位，第二年根据

项目单位申请及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再拨付剩余 50%的补助资金。

2.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示范项目

（1）建设内容

①池塘养殖生产设施升级改造，主要包括：池塘整形清淤、

池塘挖沟起垄、池塘护坡、生产道路、看护及管理用房、泵房泵

站、进排水沟渠及管道改造、养殖设备及电力、水质监控系统、

增氧设备、投料设备等。

②池塘尾水治理，主要包括复合人工湿地尾水治理模式、“三

池两坝”（处理塘+过滤坝）尾水治理模式、池塘工程化循环水

模式、池塘微生物组工程化循环水治理模式、大水面多营养搭配

复合立体生态养殖模式、鱼菜共生综合种养原位修复模式等国家

与我省推广的尾水处理模式。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生态沟渠、

沉淀池、生物接触氧化池、集成微生物组曝气净化床、潜流/表

流湿地、生态塘、过滤坝、集污系统以及养殖水槽、曝气增氧、

吸污系统、精准投饲等环保养殖设施设备。

（2）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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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养殖池塘进行升级改造，并配套建设尾水综合治理设施设

备，尾水处理后养殖尾水循环利用、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以县（区）农业农村局为单位集中申报并组织实施。鼓励

以镇（乡）政府、村集体组织名义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养殖尾水公

共处理设施建设试验试点，推进区域内养殖尾水由公共设施集中

处理后排放，养殖生产者按尾水排放量支付尾水处理费用。

②项目选址在规划的养殖区、限制养殖区范围内，项目实施

主体持有建设水域内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证、不动产权证、土地

承包合同等权证之一，或其他所有权证明材料。

③优先支持集中连片养殖池塘改造和尾水治理，国家级、省

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4）项目资金额度

补助标准为 2000 元/亩，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

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

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3.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或育苗模式建设示范

（1）建设内容

支持建设或购置可控温车间、新型陆地养殖池（桶）、生化

处理池（桶）、生物滤池、进排水系统、自动控温系统、水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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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监测系统、综合处理箱、生物滤塔、紫外杀菌器、砂滤罐以及

生物移动床等设施设备。

（2）绩效目标

工厂化养殖单位产量≥40kg/m3，养殖成活率≥90%，24 小

时水循环次数 12-24 次（可调），循环系统日循环率≥98%。工

厂化育苗单位产量达 10 万-15 万尾/立方米。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在粤注册的涉渔企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设地点

符合所在县发布《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工厂化养殖项目，每个

项目建设（改造）养殖车间不少于 8000 平方米，循环水养殖水

体不少于 6000 立方米。工厂化育苗项目，每个项目建设不少于

1000 立方水体。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且不超过总造价的 20%。

（5）实施年限：1 年。

4.池塘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模式示范

（1）建设内容

围绕草鱼、对虾等养殖品种，支持建设池塘（海水和淡水）

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模式，通过搭配不同营养层级、养殖生态位

互补的动植物，实现池塘水质调控、营养物质循环利用、生态防

病及质量安全控制，在提高养殖效益的同时减少池塘养殖废物排

放。淡水领域优先支持池塘营养多次利用模式，构建池塘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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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生物-鱼类（草鱼）多营养级利用模式；海水领域优先支持

虾蟹贝藻立体养殖模式，创建了投饵类动物（对虾）-滤食性贝

类-大型藻类-沉积食性动物多营养层次生态健康养殖技术。

（2）绩效目标

淡水示范基地建设面积大于 500 亩，海水示范基地建设面积

大于 1000 亩，示范基地饵料利用率提高 30%以上，氮磷排放降

低 30%以上，经济效益提高 20%以上，综合效益提高 30%。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在粤注册的涉渔企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设地点

符合所在县发布《养殖水域滩涂规划》，项目建设基地具备良好

的标准化池塘建设基础。

（4）项目资金额度

单个多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25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

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

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

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5.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模式示范

（1）建设内容

在池塘构筑砖混结构或者不锈钢结构的集中式养殖水槽，合

理设置集中养殖区、污水沉淀区、净水区等。新建或购置高效增

氧推水装置、高效养殖水槽单元、中央储料仓、鼓风机、自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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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称量、电磁阀等设施装备。

（2）绩效目标

集中式养殖水槽规格为 20 米×4 米×2.2 米，养殖水槽的总

面积占池塘总面积 2-2.5%，建成集高效增氧、水流控制和智能

中央投喂系统为一体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系统。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在粤注册的涉渔企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设地点

符合所在县发布《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4）项目资金额度

每个水槽补贴不超过10万元。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

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

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1 年

6.陆基推水式集装箱循环水养殖模式示范

（1）建设内容

支持建设或购置碳钢材料（外层为彩钢板）养殖集装箱（罐），

配套杀菌设备（臭氧发生器等）、水质处理设备（材料）、进排

水系统、增氧设备（鼓风机、气管、气石等）、水质监测设备、

设备监控箱、高效集污装置（集污槽、固液分离器、沉淀池等）、

便捷捕捞装置等。单个罐体养殖容量为 8-12 立方米，单个箱体

养殖容量为 20-25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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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目标

建成集循环水养殖、生物净水和物联网精准控制于一体的集

约高效、生态环保、智能标准的养殖系统。配备罐体（单个养殖

容量为 8-12 立方米）的，水塘净化面积与箱体数量的配比不低

于 1：5,即 1 亩池塘最多可以配置 5 个养殖罐体。配备箱体（单

个养殖容量为 20-25 立方米）的，水塘净化面积与箱体数量的配

比不低于 1：3,即 1 亩池塘最多可以配置 3 个养殖集装箱。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在粤注册的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设地点符合所

在县发布《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单个项目建设数量不少于 100

个箱。

（4）项目资金额度

养殖容量为 8-12 立方米的集装箱每个补助 0.4 万元，养殖

容量为 20-25 立方米的集装箱每个补助 0.9 万元。项目补助金额

不超过不超过 500 万元，且不超过总造价的 20%。项目承担单位

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

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

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1 年。

7.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生态安全评价关键技术及应用

（1）建设内容

借鉴化学品生态毒理与安全性评价的成熟技术，根据水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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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用投入品及其应用环境的特点进行相关技术的优化和调整，建

成一套专门针对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的生态安全评价关键技术，全

面评价水产投入品的生态环境风险。利用建立的生态安全评价技

术，选取广东省重要水产养殖体系常用的投入品为重点考察对

象，全面评价常用投入品的生态安全性，构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

生态安全基础数据库，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的评价、监管及使用

提供科学数据参考。

（2）绩效目标

制定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生态安全评价技术标准 3~4 份，涉及

目前常用的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及水产动保产品，形成水产

养殖用投入品生态安全评价技术标准簇。利用已建立的技术标准

完成 20 种市面常用水产投入品的生态安全性检测及评价，形成

调研分析报告，构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生态安全基础数据库。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对象为广东省内的省级科研机构或省级独立法人机

构。

②申报对象具有较完善的项目和财务管理制度，信用记录良

好。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申请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 2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

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

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 17 —

8.集约化养殖池塘尾水治理节地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

（1）建设内容

针对现行池塘尾水处理模式占地面积大、处理效率低的突出

问题，重点开展集约化养殖池塘原位减排和尾水处理工艺提升研

究。利用生物絮团驯化、益生元群体感应脱氮等技术，开展池塘

原位源头减排研发。开展尾水处理设施系统“三池二坝”中的固

体颗粒物质高效去除技术研究，创制高效尾水粪污去除装置；开

展“三池二坝”过滤材料研发，研制一体化尾水处理设备。开展

模块化人工湿地构建技术研究，形成低成本湿地处理系统。开发

出一批节约处理用养殖面积 50%的实用技术，建立养殖池塘环境

调控和养殖尾水生态治理技术规范，并在百万池塘升级改造过程

推广示范。

（2）绩效目标

通过技术集成，处理效率提高 60%以上，养殖池塘尾水处理

系统占地面积降低 50%以上，建立养殖池塘原位减排和养殖尾水

生态治理技术体系和模式，推广示范养殖池塘 30 万亩。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广东省境内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包括中央

驻粤单位）。在池塘养殖尾水综合治理领域有丰富研究基础的机

构。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省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 600 万元,每年 300 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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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

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项

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2 年,分年度实施。

（二）水产种业振兴专题

1.水产种业体系建设

（1）建设内容

新建“育繁推”一体化育种科企联合体和省级遗传育种中心，

指导国家级和省级良种场进行能力提升，对水产良种推广体系建

设和水产种业企业良种扩繁给予补助。

（2）绩效目标

①“育繁推”一体化育种科企联合体：申报育繁推一体化科

企联合体项目需有省级以上良种场为实施主体，育种科研、技术

推广、种苗扩繁和养殖单位等多方合作，由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

员主持。每个项目 2~3 年内需培育出 1 个以上在省内有影响力的

品牌，每年服务保障不少于 2000 户的养殖主体。

②省级遗传育种中心：申报省级遗传育种中心项目需有省级

以上良种场为实施主体，育种科研、技术推广、种苗扩繁等多方

合作，由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主持。每个项目 5 年内需培育出

1 个以上经国家审定的新品种，每年保存亲本数量不少于鱼类

600 尾，虾类 1200 对，龟鳖 600 只。

③国家级水产良种场：申报国家级原良种场项目需经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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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列入渔业投资计划。

④省级水产良种场和省级水产苗种繁育场：申报省级原良种

场和水产苗种繁育场项目需有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认定

文件。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广东省境内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渔业企业、事业单位

（包括中央驻粤单位）。申报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均不得兼项申

报，已申报并批准的国家或省级同类型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有在

研国家或省级同类型项目或有到期的主持项目无故不申请验收

记录的失信人员不得申请本项目。

（4）项目资金额度

“育繁推”一体化育种科企联合体每个省财政补助金额不超

过 600 万元，每年补助 300 万元；省级遗传育种中心每个补助金

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每年补助 500 万元；国家级水产良种场每

个补助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每年补助 100 万元；省级水产良种

场每个补助金额不超过 120 万元，每年补助 6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

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

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2 年，分年度实施。

2.广东省水产苗种重要疾病监测

（1）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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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我国水产苗种生产大省，然而至今我省还缺乏一个

完整的水产苗种疾病监测。本项目拟对我省省级及以上水产苗种

场的水产苗种疾病种类进行监测，主要包括草鱼出血病、鲫造血

器官坏死病、罗非鱼湖病毒病、无乳链球菌病、传染性脾肾坏死

病、弹状病毒病、虹彩病毒病、病毒性神经坏死病、白斑综合症、

传染性皮下造血器官坏死病毒病、虾肝肠胞虫病、罗氏沼虾白尾

病等十多种重要疾病。从苗种源头控制重大水生动物疫病扩散，

为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提供保障。

（2）绩效目标

①对省级以上良种场的水产苗种重要疾病种类进行监测。

②对 12 种以上重要疾病开展监测。

③培训水产苗种疾病检测技术，每年培训人员不少于 200

名，人员主要来自水产良种场。

④制作 12 种以上重要疾病诊断视频（每个视频时长约 5 分

钟）。

⑤每年编写 1 份广东省水产苗种疾病监测报告并发布。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渔业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

②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

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

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③申报单位有长期从事该领域的工作基础和优势条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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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具有开展该项工作的设施条件和运行管理

经验。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省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每年补助100万元。

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

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5）实施年限：2 年，分年度实施。

（三）绿色健康养殖专题

1.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示范

（1）建设内容

支持建设稻渔综合种养系统中稻田标准化改造（包括鱼沟、

鱼坑开挖）、进排水系统改造、购置防逃设施、生态防虫设施、

水质监测设施设备等。要求田埂加高至 0.5 米，田埂顶部宽 0.3

米，底部宽 0.5 米，田间工程建设应符合主养品种对稻渔共生的

基本要求，且沟坑占比不得超过总面积的 10%，并配套完善的进

排水系统。开展不同模式、地区和品种（鱼、虾、蟹、鳖等）的

养殖试验，每种试验面积不低于 10 亩，总面积不低于 300 亩。

（2）绩效目标

饵料系数与池塘养殖相比减少 35%以上。鼓励水稻秸秆还田

利用。亩均利润与同等条件下水稻单作相比提高一倍以上。研究

制定并发布稻渔综合种养各种模式及标准。

（3）申报对象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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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注册的涉渔企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设地点

符合所在县发布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省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600万元,每年补助300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

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2 年,分年度实施。

2.广东省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与重点养殖水产品质量安

全相关性分析

（1）建设内容

开展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与水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性分析，

针对我省重点养殖品种乌鳢、大口黑鲈、鳜鱼、草鱼、罗非鱼、

南美白对虾等，开展投入品使用与不同养殖阶段病害调查及病原

监测检测，确定病原种类、分型和分布及病害发生特点；分析水

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与相关水产品不同生长阶段药物残留相关

性，评价其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引导水产养殖者规范使用

投入品，推动我省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2）绩效目标

完成我省乌鳢、大口黑鲈、鳜鱼、草鱼、罗非鱼、南美白对

虾等 10 个重点养殖品种养殖全过程 3 类投入品包括：水产养殖

用兽药（化学药品）、水产养殖用兽药（中草药）和“非规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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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使用情况及流行病相关规律报告 1 份；水产养殖用投入品

使用与乌鳢、大口黑鲈、鳜鱼、草鱼、罗非鱼、南美白对虾等质

量安全相关性报告 1 份；完成乌鳢、大口黑鲈、鳜鱼、草鱼、罗

非鱼、南美白对虾等重点品种养殖过程病害防治与投入品使用规

范 6 份，上述报告及规范均需正式发布。引导水产养殖者合理规

范使用水产养殖用投入品,推动构建生产方式绿色健康、产出产

品质量安全的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体系。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广东省境内省级及以上农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事业单

位。申报对象应具备实验室、技术平台等科研所需的硬件设施，

需具备水产品中药物残留检测 CMA 和 CATL 资质。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省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每年 100 万元。

（5）实施年限：2 年，分年度实施。

3.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示范创建工程

（1）建设内容

按照《关于开展 2021 年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

范区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农渔养函〔2021〕61 号）和《关

于开展 2021 年度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示范活动

的通知》（粤农农函〔2021〕684 号）等文件要求，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创建，

打造一批国家级、省级示范区。示范区内开展池塘工程化循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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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稻渔综合种养、鱼菜共生生态种养、

养殖尾水治理等模式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创建项目分国家

级示范区和省级示范区两级创建，按分级申报分类建设：

①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申报主体为

县级人民政府或生产经营单位。以县级人民政府申报围绕贯彻落

实绿色发展理念，建立适合本地特点的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和优质

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营造优美的水产养殖生态环境；

改善本县（市、区）生产条件，提高物质装备水平；创新经营机

制，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完善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健全行

业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等。以生产经营单位为主体为水产养

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等，围绕“基

础条件、依法规范管理、引领高质量发展”等要求，生产经营单

位通过项目建设，完善养殖生产条件。提升养殖管理水平、健康

养殖保障能力、水产品质量和效益。

②省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申报主体为县

级人民政府或生产经营单位，县级人民政府围绕绿色健康养殖面

积达 65%以上，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率达 95％以上。鼓励产学

研合作的目标，通过项目建设，完善养殖生产条件。生产经营单

位为主体为水产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家庭

农场等申报。围绕基础条件完善、投入品监管严格、生产操作规

范、示范带动突出的目标，通过项目建设，完善养殖生产条件。

提升养殖管理水平、健康养殖保障能力、水产品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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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目标

通过开展示范区创建活动，打造一批国家级、省级水产健康

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在示范区全面实施养殖水域滩涂空间规

划和养殖证制度，建立完善的水产养殖生产监管制度、建立适合

本地特点的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和优质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

体系，营造优美的水产养殖生态环境，引领构建现代水产养殖业

发展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提升我省水产养殖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国家级示范区申报主体一是县级人民政府，绿色健康养殖

面积达 80%以上，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率达 98％以上；二是水

产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等。围绕

“基础条件、依法规范管理、引领高质量发展”等要求，推进渔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②省级示范区申报主体一是县级人民政府，绿色健康养殖面

积达 65%以上，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率达 95％以上，鼓励产学

研合作；二是为水产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家庭农场等，围绕“基础条件完善、投入品监管严格、生产操作

规范、示范带动突出等”要求，助力渔业转型升级。

（4）项目资金额度

国家级示范区每年 4 个项目，政府类项目每个支持额度不超

过 1000 万元，企业类项目每个支持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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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政府类项目每个支持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企业类项目

每个支持额度不超过 20 万元。

（5）实施年限：1 年。

4.海水养殖生产区域划型及产品卫生监测

（1）建设内容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1 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

残留监控计划〉的通知》（农渔发〔2021〕8 号）文件的要求，

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海水

贝类生产区域划型工作要求》，连续三年在广东省沿海对海水养

殖生产区开展区域划型，并对主要养殖产品进行质量卫生指标监

测，形成分析评价报告，为准确掌握海水养殖卫生状况，及时做

好产地水产品风险防控和预警提供科学依据。

（2）绩效目标

①每年在粤东、粤西和珠三角地区各选取 1 个典型的海水养

殖生产区域，每个划型区设定不少于 6 个监测站位，每个站位抽

取主要的养殖贝类品种，兼顾吊笼、底播、插播等养殖方式，分

季度连续开展 3 次区域划分评价。获得 3 次以上基础数据，形成

全年生产区域划型工作情况、生产区域类型变动情况和划型工作

相关总结报告。

②每年对典型海水养殖生产区的海水鱼类开展 3 次监测评

价，每次不少于 20 个鱼类样品。抽取种类以石斑、金鲳、鲷科

鱼类等当地主要养殖和捕捞品种为主，进行铅、镉、汞、砷、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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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硝基呋喃类等 8 种有毒有害污染物

质的监测，形成海水鱼类卫生质量风险评价报告。

③每年对典型海水养殖生产区的养殖贝类开展 3 次卫生监

测，每次不少于 15 个贝类样品。抽取种类以牡蛎、蛤类、扇贝

等当地主要养殖品种为主，进行腹泻性贝类毒素、麻痹性贝类毒

素、大肠杆菌、菌落总数、铅、镉、多氯联苯等 7 类指标的监测，

形成海水贝类卫生质量风险评价报告。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广东省境内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涉渔高校、科研机构

（包括中央驻粤单位）。满足海区调查和水产品卫生监测参数技

术条件和技术能力，近 3 年有参加省级以上部门组织的贝类毒

素、重金属、兽药残留等能力验证，并取得合格或满意结果。之

前承担过国家和广东省海水贝类卫生监测和贝类生产区域划型

工作的单位优先。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省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每年 50 万元。

（5）实施年限：2 年，分年度实施。

（四）深远海养殖专题

1.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建设

（1）建设内容

①重力式深水网箱。

②桁架类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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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船型类网箱。

上述 3 项建设标准参照国家《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建设项目

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第一章第三条建设标准”执行。

（2）绩效目标

上述 3 项绩效目标参照国家《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建设项目

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第七章绩效评价”执行。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广东省境内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渔业企业、事业单位

（包括中央驻粤单位）。项目实施地点应符合当地《养殖水域滩

涂规划》，并取得项目实施地点合法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证》，

且有效期 5 年以上（从 2021 年 1 月 1 日算起）。

项目实施内容参照国家《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建设项目管理

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深远海管理细则》）执行（如

《深远海管理细则》有调整，后续项目按照新调整的《深远海管

理细则》实施）。

为确保项目质量和实施进度，每年每个市报送重力式深水网

箱项目（项目建设规模折合标准网箱不少于 50 个）和桁架类网

箱项目（单个标准网箱设计容积不低于 30000 立方米）最多不超

过 3 个，船型类网箱（舱养结构单船养殖水体不低于 80000 立方

米）最多 1 个。

（4）项目资金额度

已申报并纳入国家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建设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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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力式深水网箱按照国家补助金额的 30%给予配套补助；

②桁架类网箱按照国家补助金额的 50%给予配套补助；

③船型类网箱按照国家补助金额的 100%给予配套补助。

符合国家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建设项目申报条件因受资金

规模和水深等限制未安排的项目，按照同类型项目上述补助标准

予以补助。

（4）实施年限：1 年，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实施。

（五）水产品加工与流通和品牌创建专题

1.水产品流通与加工项目

（1）建设内容

重点支持水产品清洗、分级、分割、包装、低温暂养、保鲜

冷冻、副产品利用、废水处理、信息化等设备购置等。

建设标准参照国家《水产品加工和仓储保鲜能力建设项目管

理细则（征求意见稿）》附件 1 执行。

（2）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参照国家《水产品加工和仓储保鲜能力建设项目管

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第七章绩效评价”执行。

（3）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对象及条件参照国家《水产品加工和仓储保鲜能力建设

项目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第二章项目申报”执行。

项目实施内容参照国家《水产品加工和仓储保鲜能力建设项

目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加工和仓储保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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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执行（如《加工和仓储保鲜管理细则》有调整，后续项

目按照新调整的《加工和仓储保鲜管理细则》实施）。

为确保项目质量和实施进度，每年每个市报送项目数量不得

超过 1 个。

（4）实施年限：1 年，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实施。

2.水产品绿色加工与流通技术推广与示范

（1）建设内容

围绕我省大宗鱼类、对虾等优势水产养殖品种，研究低温保

活保鲜流通技术、调理水产品加工技术、副产物高值化加工技术、

质量提升与标准化生产技术；开发鱼类冷冻调理食品、冷冻鱼糜

制品，利用副产品加工开发胶原蛋白肽等水产品高值化绿色加工

产品，进行标准化示范与推广。

（2）绩效目标

完成低温保活保鲜流通技术、水产调理水产品加工技术、副

产物高值化加工技术等绿色保鲜加工流通技术 4 项；制定省级以

上标准 6 项，发布省级以上水产标准 2 项；开发绿色加工产品 6

个以上，示范生产线 2 条；开展水产保鲜加工流通技术和标准化

培训 120 人次以上，提升广东省水产品保鲜加工流通技术产业化

水平和标准化水平。

（3）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主体为从事水产品保鲜、加工、流通、标准化科研的渔

业事业单位（包括中央驻粤单位），具备省部级以上水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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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中心、水产品加工技术集成基地、广东省标准化专业技

术委员会，有水产品加工中试生产设备，10 年以上水产品加工、

流通技术研发与推广工作经验。

（4）项目资金额度

每个项目省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 600 万元。承担单位需自行

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

最终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5）实施年限：2 年，分年度实施。

3.名特优水产品或地理标志水产品全国推介和品牌创建

（1）建设内容

①每年支持 6 个地级市在全国进行名特优水产品或地理标

志水产品推介活动。

②每年支持 6 个地理标志产品进行区域公用品牌创建。

③每年支持 2 个水产品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绩效目标

①每场推介活动国家级龙头企业不少于 1 家，省级龙头企业

不少于 3 家，其它养殖主体不少于 20 家，产品不少于 100 种。

②申报区域公用品牌项目的单位需初步建成区域公用品牌

标准体系，并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进行技术提

升。

③国家批复成为地理标志产品。

（3）申报对象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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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是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每年每个市申报上述 3

个项目数量分别不得超过 1 个。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省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 2800 万元，每年 1400 万元。

其中每年推介会项目600万元，区域公用品牌项目600万元，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创建项目 2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

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

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

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5）实施年限：2 年，分年度实施。

（六）渔港攻坚和渔船管理专题

1.沿海渔港建设项目-平安渔港建设

（1）建设内容

①二级以上渔港升级改造及群众渔港建设：支持防波堤、拦

沙堤、码头、护岸、港池航道锚地疏浚、港区道路和通讯导航、

系泊、监控、供电、照明、给排水、消防、公共卫生、渔港污染

防治等配套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渔港污染防治设施设备配备参

照《沿海渔港污染防治设施设备配备指导标准（试行）》的要求。

②避风锚地升级改造：支持安全辅助、监控指挥和后勤保障

三大系统，具体分为防波堤、系泊岸线、航道锚地疏浚、系泊设

施、导助航设施、消防设施、避台指挥中心、气象观测站、视频

监控设施、信息发布设施、上岸码头、进出道路、临时安置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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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设施等升级改造。

（2）绩效目标

渔港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渔港疏浚效果明显，防波堤防台等

级、港区有效掩护水域面积及渔船有效避风率有提高，渔港码头

及相关陆域配套设施达到方案设计要求，渔港综合管理设施设备

及保障能力得以加强。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广东省沿海市县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国有或民营企业且具备

以下申报条件：

①列入全国渔港名录及广东省上报农业农村部的《广东省沿

海渔港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布局表》中的渔港。

②已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③已完成项目建设实施方案。

④已经获得项目用海、用地、环评等前期预审意见。（已取

得上述正式批复意见或项目已经开工优先考虑）。

（4）项目资金额度

①每个项目省级财政投入不超过 5000 万元，升级改造为沿

海中心渔港（含已建成的沿海中心渔港扩建）5000 万元/个；升

级改造为一级渔港（含已建成的沿海一级渔港扩建）3000 万元/

个；升级改造为沿海二级渔港（含已建成的沿海二级渔港扩建）

及避风锚地升级改造 2000 万元/个。市县财政适当配套，鼓励社

会资金补充投入。（此资金可同时用于我省已出具批复的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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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部渔港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

②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

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

为准。

（5）申报材料清单及要求

①项目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正式申请文件。

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③项目用海、用地、环评等前期预审意见。（已取得上述正

式批复意见出具批复意见）。

④平安渔港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6）实施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2.渔港综合管理试点项目

（1）建设内容

①渔港港区风貌提升整治。加强渔港水陆域区周边环境卫生

的管理及脏乱差的整治。重点考虑陆域和沿岸垃圾的清理，码头

积水的处理，垃圾设备的购置；公共卫生间的设置；污水处理设

备的购置。改善港容港貌，渔港整齐洁净、照明设施齐备、绿化

覆盖，港区封闭管理及安全应急设施等。

②渔港综合管理改革。实行“港长制”，组建渔港综合管理

中心，实行驻港监督管理，推进渔港管理中心实体化运作，加强

渔港渔船信息化建设，提升渔船安全生产和渔业资源管控能力，

落实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加强船籍港和靠泊港渔船信息共享和



— 35 —

联动管理。建立渔业、公安、海事、海警、等部门和乡镇（街道）

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海上捕捞作业动态管理。落实渔

业船员配员标准，推行船东船长船员培训机制。按渔获物定点上

岸渔港的标准要求，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探索渔获物总量管理和

溯源管理，完善渔捞日志、交易转载日志制度。

（2）绩效目标

规范港务管理秩序，加强港容港貌整治，落实渔船出入渔港

报告制度，探索建立渔获物定点上岸、合法性标签管理和渔获物

可追溯体系。二级以上渔港全面落实“港长制”，促进渔港在服

务渔业生产、保障渔船安全生产、加强渔业资源管控等方面功能

明显提升，在促进依港管渔、推进渔区振兴等方面作用初步显现。

（3）申报对象及条件

列入广东省渔港名录中的二级以上渔港及全国定点上岸渔

港所在地人民政府。

（4）项目资金额度

①每个项目省级财政投入不超过 500 万元，其中，列入广东

省渔港建设攻坚行动任务清单的渔港 500 万元/个；国家中心渔

港 300 万元/个；一级渔港 200 万元/个；二级渔港 100 万元/个。

②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

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

为准。

（5）申报材料清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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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项目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正式申请文件。

②渔港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6）实施年限：1 年。

3.渔港经济区创建

（1）建设内容

①智慧渔港。以现代化设施、设备为基础，将先进的信息技

术与渔港业务深度融合，在信息全面感知和互联的基础上，实现

渔港设施设备管理、渔船动态监控、船员管理、渔获物管理、渔

港运营等方面的智能化。主要包括：

渔港在线监测预测功能，配置风浪气象监测、潮流泥沙监测

预测、水质环境监测、视频监控、进出港监控以及渔获物上岸监

测等监测设备，构建渔港全景信息监测模块。

渔港通信传输功能，配置 AIS 基站、5G 基站和港区 WiFi 传

输设备，构建覆盖渔港的现代化通信网络。

渔港管理服务功能，配置岸上便民自助服务终端、构建渔港

公共信息资源库，并通过渔港管理服务模块建设，与农业农村部

渔船渔港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做好数据对接。

②平安渔港。实施渔港、避风锚地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进

行渔港综合环境整治，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打造设施完善、功能

齐全、绿色生态的平安渔港。主要包括：

防波堤、拦沙堤、码头、护岸、系泊岸线、浮筒等水工设施，

渔港管理用房等陆域设施，以及港池航道疏浚、沉船打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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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台应急用房、防污应急设施设备、消防应急设施设备、物

资保障设施设备等。

渔业航标建设、维护与养护，主要包括灯塔、灯桩、浮标等。

渔业行政执法机构驻港监管办公用房、执法船舶停靠码头等

设施设备。

港区陆域场地及道路硬化、卸鱼装备、供电照明、给排水、

港区绿化亮化等。

③绿色渔港。建设垃圾污水收集处理设施，主要包括：

渔船含油污水和垃圾接收处理、港区固体垃圾收集处理、渔

具回收处理、水域清污、公共厕所等环境综合治理设施设备。

渔港经济区内建设独立的垃圾、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实现污

水达标排放，或接入当地城镇污水管网统一处理，实现垃圾统一

清运处理。

④产业渔港。在区域内优势或特色产业基础上，针对产业短

板，建设完善产业发展平台，进行精准招商，纵向延伸、横向拓

展产业链条，打造培育、做大做强渔业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牌，大

力发展临港产业，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包括：

供油、供冰、供水、物资补给等生产生活配套设施。

鱼货交易、冷藏加工、冷链物流、渔船修造等设施设备。

渔旅观光、特色餐饮、海钓码头等休闲渔业设施。

海洋生物医药、渔业装备、渔业人才孵化等相关产业研发、

制造、服务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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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人文渔港。依托渔港风情、渔村风貌、渔业文化等特色优

势，弘扬、保护、传承渔文化，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

合”，打造“生态环境优美、休闲特色鲜明、渔业文化浓郁、渔

村风情独特”的最美渔港渔区。主要包括：

渔民文化广场、渔民文化风情园、渔业展览馆、渔港标志等。

传统渔村、特色渔业村镇、渔港古城的交通改造、房屋整治、

环境治理、风情美化等。

其他渔港、渔业村镇、港城融合等建设内容。

（2）绩效目标

①实现渔港综合管理信息化。建立渔船进出港报告系统、渔

船船位动态管理系统、渔港视频监控系统、渔业执法监管系统等

相关软件和硬件。

②渔港升级改造效果明显。防波堤防台等级提升；航道、渔

用航标、锚地、浮筒、导助航等水工设施基本满足渔船避风停泊

及通航需求；生产经营、及渔港综合管理等陆域设施齐全；配备

防台应急用房、防污防治应急设备、物资保障设施等应急救助设

施设备；渔船含油污水、港区垃圾及污水接收处理、水域清污、

公共厕所等环境综合治理设施设备；配套渔获物交易、冷藏、冷

链物流、油料等物资补给等配套设施。

③渔业文化及港区美化。有渔民广场、渔业展览馆等文化场

馆、休闲渔船码头及配套海鲜餐饮街区、渔港标志、港区绿化亮

化美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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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单位为《规划》中明确的我省沿海 17 个渔港经济区范

围内已经验收的中心渔港、一级渔港及具备升级条件的二级渔港

所在地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国有或民营企业。具备以下申报条件：

①已列入《全国沿海渔港建设规划（2018-2025 年）》。

②已完成本级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

③已完成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④已完成渔港经济区创建方案。

⑤已经获得项目用海、用地、环评、防洪评价等前期预审意

见。（已取得上述正式批复意见或项目已经开工优先考虑）

（4）项目资金额度

政府财政资金投资为主，其中，国家级渔港经济区创建项目

中央投资 20000 万元/个，省级配套资金 20000 万元，项目所在

地市县财政配套相关资金及社会资本投入总和不低于中央投入

资金 4 倍；省级渔港经济区创建项目省财政投资 10000 万元/个，

当地财政配套相关资金及社会资本投入总和不低于省财政投入

资金 4 倍。（地方资金投入额及实际投入情况作为项目优先安排

的考虑因素）

（5）申报材料清单及要求（项目入储备库仅需前 4 项,实施

方案评审需要全部提交）

①项目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正式申请文件。

②项目用海、用地、环评等前期预审意见。（已取得上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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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批复意见的出具批复意见）

③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

④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⑤渔港经济区创建方案。

（6）实施年限：3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7）参照附件 3-3、3-4 模板申报。

4.渔船安全作业的光伏智能监管装置研发与示范应用

（1）建设内容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乡村振兴、安全生产“一线三排”、渔

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全省渔业安全生产现场会等工

作部署，以及省领导关于渔船安全生产“不安全、不出海”“亮

口号、硬要求、实行动”指示精神，针对渔船 AIS 通导设备“一

船一码一设备”不够落实、在线率不高问题，研究结构紧凑、安

装维护简单的渔船光伏供电装置，实现不同类型渔船的 AIS 设

备、航行灯设备通电；开发蓄电池均衡充放策略，研究电池组防

火防爆防振工艺，有效保障海上恶劣环境中的电池安全；研究基

于北斗/4G 通信的智能船用信息化控制器，实现 AIS 通导设备、

航灯等渔船安全设备的运行状态、光伏充电装置、蓄电池剩余电

量、船只定位等信息的集中获取、存储和无线传输；开发渔船光

伏智能管理系统，实现渔船通导设备的状态监测及管理，对接无

AIS 通导设备的乡镇渔船信息，形成全省渔船信息一张图管理，

并进行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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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目标

①突破基于北斗/4G 的智能信息通信技术、AIS 通导设备在

线监控技术、电池均衡充放管理技术 3 项；研制针对不同类型渔

船的光伏智能监管成套装置 1 套。

②光伏智能监管装置至少满足以下 7 条标准：渔船用电子设

备环境条件 SCT7002.2- SCT7002.2-8。

③开发渔船光伏智能管理系统 1 套，对接不低于 10000 艘的

乡镇渔船信息，完成乡镇渔船和国库渔船的统一管理示范。

④提供50套渔船光伏智能监管成套装置样机，至少完成3-4

处渔港现场试点示范应用。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农机相关科研院所、高校。

②申报主体要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项目负责

人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拥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基础。

申报团队主要研究人员长期从事渔业装备相关研究工作，熟悉渔

业装备开发及生产，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具

有类似项目研究工作经验。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 25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

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

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5）实施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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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北斗通信的智能报警救生衣研发与示范应用

（1）建设内容

近年，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对海洋事业高度重视，对渔业

防台和海上（水面）应急处突工作密切关注。为配合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不安全、不出海”专项行动，针对海上作业人员遇险落

水的安全问题，研制基于北斗通信技术的体积小型化个人定位求

救装置，实现海上无通信盲点求救报警；集成海上救援应急灯，

研究低功耗节能作业策略，实现定位求救装置的长时间续航报

警；研究定位求救装置的落水自动触发报警算法，实现雨水淋湿、

渔船作业淋湿条件下不会误触发功能；结合现有的泡沫式和自动

充气式救生衣，研究个人定位求救装置的安装方式，实现方便作

业且能够保证自动报警触发；开发海上作业人员实时救援系统，

实时获取个人定位求救装置的报警信息，实现海上救援行动的快

速有效进行，并进行示范应用。

（2）绩效目标

①研制北斗通信关键部件1项，实现北斗搜星速度10s以内，

搜星数量大于 10 颗，保障求救报警信息的及时上传。

②开发低功耗节能作业策略，研制结构紧凑、体积小型化的

北斗个人定位求救装置，体积不大于 150×100×50mm，持续待

机时间大于 1 年，激活运行可续航 72 小时以上，至少满足以下

7 条标准：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条件 SCT7002.2- SCT7002.2-8。

③研制基于北斗通信的智能报警救生衣成套装置 1 套；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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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作业人员实时救援系统 1 套，对接全广东省持《出海渔民证》

的船民信息，完成海上快速救援行动示范。

④提供60套基于北斗通信的智能报警救生衣，至少完成3-4

处渔港现场试点示范应用。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农机相关科研院所、高校。

②申报主体要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项目负责

人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拥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基础。

申报团队主要研究人员长期从事渔业装备相关研究工作，熟悉渔

业装备开发及生产，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具

有类似项目研究工作经验。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 15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

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

（5）实施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6.远洋渔船视频监控及可视化溯源体系前端建设（试点）

（1）建设内容

用于扶持创建广东省远洋渔业视频监控平台，并为远洋渔船

安装视频监控（试点），以视频监控平台和可追溯体系为基础，

建立从渔船到码头的可视化溯源前端系统。

（2）绩效目标

①完成广东省远洋渔业视频监控和可追溯平台建设；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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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艘渔船进行远洋渔船视频监控安装和运行试点；编制可追

溯认证管理体系操作规程，建立由渔船到码头的可视化溯源前端

体系，完成海上渔获数据跟踪与溯源。

②以数字化手段赋能远洋渔业管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

势，进一步提升远洋渔船规范管理水平，积极推进食品追溯体系

建设，增强食用农产品消费信心，实现行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

（3）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对象为广东省内注册、具有远洋渔业资格的企业和涉渔

行业协会。鼓励联合申报。

（4）项目资金额度

补助资金不超过 10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

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详细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主要

包括但不限于软件开发费、平台建设和运行维护费、视频监控设

备购置和安装费以及维护费、流量费等费用。

（5）实施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7.渔民减船转产项目

（1）建设内容

在渔民自愿的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通过政府赎买方式，

引导渔民淘汰报废渔船，压减近海捕捞强度，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2）绩效目标

通过压减纳入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的我

省近海捕捞渔船双控功率和渔船数量，以降低捕捞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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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主体为纳入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的

近海捕捞渔船持证人（申请人），包括个人、渔业合作组织和渔

业企业。

申报条件为从本申报指南印发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申请淘汰报废我省纳入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

的近海捕捞渔船，优先淘汰老旧渔船、木质渔船、大中型渔船。

该项目实行逐年申报制。

（4）项目资金额度

根据近海捕捞渔船的双控功率，设置补助标准，采取“先拆

后补”的方式一次性予以补助。

（5）实施年限：5 年。

（七）渔业资源保护专题

1.濒危水生动物鼋历史栖息地资源环境调查

（1）建设内容

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

为进一步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鼋拯

救行动计划（2019-2035 年）》等有关要求和目标任务，推进鼋

等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以韩江水系（大埔段、丰顺段和潮州段）

和绥江水系（广宁段、四会段）为典型历史栖息河段开展鼋资源

环境调查，采用传统调查方法、环境 DNA 技术以及现代遥感技术

相结合的方法，摸清流域的渔业管理现状，初步掌握鼋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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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模、食物源现状，评估鼋关键栖息地质量及生存状况，开展

再引入可行性分析，提出鼋栖息地修复方案。

（2）绩效目标

回收有效调查问卷不少于 100 份；采用传统调查方法、环境

DNA 技术以及现代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共设置 25 个位点，

周年开展 2 次调查；形成广东省鼋典型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现状

调查报告 1 份、鼋栖息地修复方案 1 份。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渔业相关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

会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含中央驻粤渔业科研单位。

②申报单位具备丰富的相关工作基础和经验，承担过国家或

省级相关项目调查研究工作。

③申报单位在本领域有较专业的人才队伍，有较完善的组织

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

录。

④申报单位需具备完善的保密管理措施。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 120 万元。

（5）实施年限：不超过 1 年。

2.濒危水生动物鼋人工繁育和野放适应性保护研究

（1）建设内容

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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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鼋拯

救行动计划（2019-2035 年）》等有关要求和目标任务，推进鼋

等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开展鼋人工驯养繁育技术研究，加强鼋人

工保种基地能力建设。继续探索野化适应性保护，进行野放点的

改造；野放幼鼋并建立野放个体的标记和遗传档案；开展野放前

后的生态环境调查；加强野放水域的监控，提升野放水域的监测

水平；开展野放个体的回捕，进行野放周年效果评估，为开展规

模化人工放流奠定基础。

（2）绩效目标

制定鼋人工繁育技术规范 1 份；野放幼鼋不少于 30 只，带

有PIT个体标记并建立遗传档案；野放点铺设河沙不少于300m3；

提供监控视频材料不少于 100h，并展开相应的分析；开展鼋野

放效果评估，回捕率不少于 10%，形成鼋野放适应性调查分析报

告 1 份。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渔业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县（市、

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含中央驻粤渔业科研单位。

②申报单位具备丰富的相关工作基础和经验，有较完善的组

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

记录。

③申报单位需具备完善的保密管理措施。

（4）补助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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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 180 万元。

（5）实施年限：不超过 1 年。

3.广东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现状调查与评估

（1）建设内容

开展广东省 17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渔业资源与环

境本底调查，评估其资源与环境保护现状；开展主要保护对象种

群动态调查，分析其生活史，提出最佳可捕规格；开展涉保护区

水域捕捞现状调查，掌握涉保护区水域渔船数量、渔具类型、捕

捞产量等基础数据，推进重点水域全面禁捕；开展保护区管理机

构、基础设施、管理模式等管理现状调研和评估，提出科学管理

策略。

（2）绩效目标

完成 5 种以上重要种质资源种群动态分析与评价；提出保护

区水域全面禁捕实施方案（草案）；构建可视化数据库，研发保

护区渔业资源与环境的调查和评估信息展示平台,制定保护区基

础数据及基础条件一张图；提出保护区科学管理策略，提升保护

区管理机构管理能力。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渔业相关科研院所，含中央驻粤渔

业科研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

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可联合相关渔业生态评估与开

发利用、农业信息化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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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联合申报团队具有长期从事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与评估

的工作基础和明显的技术优势，拥有经验丰富专业人才队伍，具

有从事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与评估必备的设施设备条件及运行

管理经验。

③申报单位承担过类似项目的优先考虑。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省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 500 万元。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

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

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5）实施年限：不超过 1 年。

（八）渔业基础管理专题

1.广东省典型传统渔港环境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

（1）建设内容

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 号）决策部署，

切实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沿海渔港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农办渔(2019)40 号）和《广东省现代渔港建设规划（2016-2025

年）》关于渔港建设的要求，彻底改善全省渔港“脏、乱、差”

的环境状况，亟需加强渔港环境动态监测，及时掌握渔港环境质

量变动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统筹做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渔港建设和生态保护相协调，打造水质良

好、环境优美、港容港貌宜游宜居的美丽渔港。研究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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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省典型渔港水域（休渔期和作业期）水质环境、沉积环境、

生态状况、渔港陆域环境和渔港周围污染源等情况进行调查监测

与评价，对渔港生态环境现状和影响渔港生态效益的因素进行科

学分析，并为渔业主管部门科学施政、渔港管理制度制修订和渔

港环境污染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2）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

①摸清广东省中心和一级以上渔港的水质、沉积物、生态、

陆域环境等现状。

②阐明渔港环境的主要污染因子，建立渔港环境评价的科学

体系。

③结合广东省渔港近几年的监测评价结果，提出“清洁渔港”

的管理策略建议。

（3）申报对象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渔业相关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

会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含中央驻粤渔业科研单位。鼓励联合申

报。

②申报主体具备承担项目实施的能力，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优

先。

③申报主体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的单位预

算编码。

④申报主体要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项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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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拥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基础。

申报团队主要研究人员具有渔港环境监测、调查相关工作经验，

熟悉渔港管理政策，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研究能力。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

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无需开展外业调查的政策研究课题原则

上不得超过 25 万元。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5）实施年限:最长不超过 1 年。

2.特定水域渔民培训

（1）建设内容

为加强特定水域渔业生产管理，农业农村部在十四五期间对

特定水域渔业生产管理和油补政策均有所调整。按上级工作要

求，针对我省特定水域生产渔船进行培训与政策宣贯，培训内容

包括：特定水域渔业生产管理规定、特定水域油补资金管理办法、

涉外安全应急须知、安全生产相关事宜、特定水域渔业生产注意

事项等内容。

（2）绩效目标

①培训涉及特定水域渔船应全面覆盖每年农业农村部下达

的特定水域渔船指标数，培训对象人数不得少于 350 人/年。

②培训人员满意度不低于 95%，培训人员签到率达到 100%。

③宣传材料发放不少于 350 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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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对象

①申报主体为省级及以上渔业相关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

会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含中央驻粤渔业科研单位，鼓励联合申

报。

②申报主体具备承担项目实施的能力，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优

先。

③申报主体在广东省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有独立的单位预

算编码。

④申报主体要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项目负责

人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拥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基础。

申报团队主要研究人员长期从事特定水域渔业生产研究工作，熟

悉特定水域管理政策，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研究能力，

具备类似项目研究工作经验。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 6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

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

（5）实施年限：不超过 1 年。

3.渔业渔政管理平台整合与拓展

（1）建设内容

为全面贯彻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战略的总体要求，根据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信息化建设和业务管理的需要，围绕推进渔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渔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核心任务，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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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渔业渔政的业务工作，面对渔业渔政管理平台建设分散、

系统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系统之间打通能力受限、以及对接上报

省厅相关部门数据报送难等问题，亟需构建渔业渔政管理中台。

建设内容：结合广东省渔业渔政管理的业务整合及拓展需要，打

通各类系统之间的关键 API 接口，做好数据融合，实现对省政务

服务数据管理局编目挂接和填表报数等需要，为渔业管理部门实

现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高效能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

（2）绩效目标

全面摸清渔业渔政管理平台建设现状；明确渔业渔政管理平

台之间的整合与拓展的目标和任务；结合广东省渔业渔政管理的

业务，构建渔业渔政管理中台，打通各类系统之间的关键 API 接

口，做好数据融合；实现对农业农村厅内部系统之间的高效耦合，

实现对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编目挂接和填表报数的需要。

（3）申报对象

申报主体为省级相关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事业单位，鼓励联

合申报。

申报主体有项目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申报主体要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划。项目负责人

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申报团队项目人员具有业务系统建设和运

营运维经验，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系统整合能力。

（4）项目资金额度

项目补助资金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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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施年限：1 年。

三、申报材料及要求

1.池塘升级改造专题：美丽渔场建设项目、养殖池塘标准化

改造和尾水治理示范项目使用第 2 类《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

类项目申报书模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或育苗模式建设示范项

目使用第 5 类《现代种业提升建设工程类项目申报书模板》，池

塘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模式、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模式、陆基

推水式集装箱循环水养殖模式、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生态安全评价

关键技术及应用、集约化养殖池塘尾水治理节地关键技术研发与

应用项目等使用第 9 类《农业科研类及技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

书模板》；水产种业振兴专题：水产种业体系建设使用第 5 类《现

代种业提升建设工程类项目申报书模板》，广东省水产苗种重要

疾病监测使用第 11 类《农业监测检测、调查普查项目申报书模

板》；绿色健康养殖专题：4 个项目均使用第 9 类《农业科研类

及技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书模板》；深远海养殖专题：使用第

5 类《现代种业提升建设工程类项目申报书模板》；水产品加工

与流通和品牌创建专题：水产品流通与加工项目使用第 3 类《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类项目申报书模板》、水产品绿

色加工与流通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使用第 9 类《农业科研类及技

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书模板》、名特优水产品或地理标志水产

品全国推介和品牌创建项目使用第 7 类《农业品牌创建、宣传推

广类项目申报书模板》；渔港攻坚和渔船管理专题：沿海渔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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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平安渔港建设、渔港综合管理改革试点项目、渔港经济

区创建使用第 12 类《渔港经济区等项目申报书模板》，渔船安

全作业的光伏智能监管装置研发与示范应用、基于北斗通信的智

能报警救生衣研发与示范应用项目使用第 9 类《农业科研类及技

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书模板》，远洋渔船视频监控及可视化溯

源体系前端建设（试点）项目使用第 4 类《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

件提升（重点实验室）建设工程类项目申报书模板》，渔民减船

转产项目使用第 14 类《农业补贴补助项目情况表（模板）》；

渔业资源保护专题：濒危水生动物鼋历史栖息地资源环境调查、

广东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现状调查与评估项目使

用第 11 类《农业监测检测、调查普查项目申报书模板》，濒危

水生动物鼋人工繁育和野放适应性保护研究项目使用第 9 类《农

业科研类及技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书模板》；渔业渔政管理专

题：广东省典型传统渔港环境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特定水域渔

民培训使用第 9 类《农业科研类及技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书模

板》，渔业渔政管理平台整合与拓展项目推荐使用第 4 类《农业

科技创新能力条件提升（重点实验室）建设工程类项目申报书模

板》（每个项目具体对应的模板请见附件 3）。

2.广东省 2021 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项

目申报入库汇总表。

3.申报材料统一使用 A4 纸打印和复印，按顺序装订成册，

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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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

1.申报单位必须确保所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可行

性、合规性和完整性，材料数据要求准确、完整，提供的复印件

要与原件相符，不得编造、伪造有关证明材料，不得骗取、套取

财政资金。一经申报，即视同承诺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愿意接受

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合同、实施方

案等认真组织实施，按期完成项目并提交成果报告。

2.申报项目应严格按照本指南规定的内容范围、资金额度进

行申报，需严格按照规定的资金用途制订经费预算，且须经具有

资质的财会人员对其合理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

3.申报项目必须有明确的、可量化的技术指标和考核验收指

标。各方任务分工明确、研发或产业化进度科学，经费预算合理，

知识产权归属清晰。

4.项目验收前，须经具有审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经

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审计通过后，方可提交验收申请。

5.申报材料一经提交，不予修改、更换，申报材料一律不予

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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