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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

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农计财发﹝2019﹞31 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委、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部直属单位，有关高校： 

为贯彻落实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升科技支撑乡

村振兴的能力，结合“十三五”以来《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

件建设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组织实施情

况，并与“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相衔接，我部对《规划》进行

了修订，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重大农业科学工程建设布局 

针对农业农村领域的重大科技瓶颈问题，按照需求导向、

精准布局和严格选项的原则，调减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

物种质资源精准评价大型科研设施（装置）建设，以及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热带农业有害生物、农

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公共实验设施

建设等 4 个项目。 

二、完善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建设布局 

为更好地推进我国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进一步强

化农业领域长期定位观测监测站点的技术集成研究和示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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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开展新品种、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集成试验研究与示范，依

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确定第一批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的

通知》（农办科〔2018〕3 号）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确定

第二批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的通知》（农办科〔2019〕28

号），增加国家种质资源渭源观测实验站等 81 个国家农业科学

观测实验站。调减农业部核辐射农业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等 21

个项目。 

三、优化农业科学试验基地建设布局 

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战略，聚焦区域性农业发展关键性科技问

题，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增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改扩建、中国农业

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兰考试验基地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

亚科研试验基地等 3 个项目。调减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

究所荥阳试验基地等 12 个项目。 

请相关单位根据《规划》项目布局调整情况，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科学确定建设

内容，合理申报投资规模，确保投资计划下达后能够尽快执行，

尽早发挥投资效益，避免资金闲置。 

 

附件：《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规划（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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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项目布局调整表 

 

 

                   农业农村部 

                    201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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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规划（2016—2020 年）》 

项目布局调整表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一 
重大农业科学

工程 
调减 4 个。   

1 调减 国家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中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2 调减 
国家热带作物种质资源精准评价大

型科研设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3 调减 
“一带一路”热带农业有害生物科学

研究中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

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4 调减 
国家农业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

心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 

二 
国家农业科学

观测实验站 
增加 81 个，调减 21 个。   

1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渭源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2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武鸣观测实验站 广西农业科学院 

3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红原观测实验站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 

4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江津观测实验站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5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道外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6 增加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长春观测实验站 吉林农业大学 

7 增加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南京观测实验站 南京农业大学 

8 增加 国家种质资源澄迈观测实验站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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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甘谷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10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枝江观测实验站 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11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郾城观测实验站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12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南充观测实验站 南充市农业科学院 

13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保定观测实验站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 

14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忻州观测实验站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

究所 

15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库尔勒观测实验站 
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16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廊坊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17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桂林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18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临沂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 

19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西宁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

研究所 

20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兴城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

所 

21 增加 国家植物保护三亚观测实验站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生物技术研究所 

22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鄂尔多斯观测实验

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

所 

23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双流观测实验站 
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

所 

24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伊春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

江分院 

25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扬州观测实验站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 

26 增加 
国家农业微生物乌鲁木齐观测实验

站 

新疆农业科学院微生物应

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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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增加 国家动物疫病重庆观测实验站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28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抚远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

江水产研究所 

29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大鹏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

水产研究所 

30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杨浦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

水产研究所 

31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青岛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 

32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滨湖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

渔业研究中心 

33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武汉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

水产研究所 

34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秦皇岛观测实验

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戴

河中心实验站 

35 增加 
国家渔业资源环境沙河口观测实验

站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

院 

36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德州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7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祁阳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8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昌平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9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洛龙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40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西湖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 

41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凉州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

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 

42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镇原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43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伊宁观测实验站 伊犁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44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雁山观测实验站 桂林市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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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洪山观测实验站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46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相城观测实验站 
江苏太湖地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 

47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徐州观测实验站 
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

学研究所 

48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武清观测实验站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所 

49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爱辉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50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呼伦贝尔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51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玉树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

所 

52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呼和浩特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

所 

53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湛江观测实验站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

热带作物研究所 

54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通辽观测实验站 通辽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55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太和观测实验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

料研究所 

56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新乡观测实验站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

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57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广州观测实验站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

源与环境研究所 

58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福安观测实验站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 

59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雅安观测实验站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 

60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昆明观测实验站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61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安定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62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新市区观测实验站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

与节水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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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增加 国家土壤质量阿克苏观测实验站 
新疆农业科学院拜城农业

试验站 

64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寿阳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65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阜新观测实验站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66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四子王观测实验站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67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商丘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

研究所 

68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顺义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69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那曲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70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岳阳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71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大理观测实验站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研究所 

72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齐齐哈尔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

哈尔分院 

73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建三江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74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彰武观测实验站 
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

究所 

75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六合观测实验站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76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宜春观测实验站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

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77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南宁观测实验站 广西农业科学院 

78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张掖观测实验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79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西宁观测实验站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80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日喀则观测实验站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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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增加 国家农业环境晋中观测实验站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

业研究中心 

82 调减 
农业部核辐射农业生物科学观测实

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 

83 调减 
农业部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上

海科学观测实验站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84 调减 
农业部黄淮海区玉米科学观测实验

站（北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85 调减 
农业部新疆塔里木棉花科学观测实

验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

设第一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86 调减 
农业部西南山地油料作物科学观测

实验站 
贵州省油料研究所 

87 调减 
农业部华东地区蔬菜农业科学观测

实验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

究所 

88 调减 
农业部五大连池作物有害生物农业

科学观测实验站 

黑龙江农垦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 

89 调减 
农业部合肥作物有害生物农业科学

观测实验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 

90 调减 
农业部动物疫病病原生物学华北区

科学观测实验站 
河北农业大学 

91 调减 
农业部动物疫病病原生物学西南科

学观测实验站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92 调减 
农业部安徽耕地保育农业科学观测

实验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93 调减 
农业部四川盆地平原耕地保育农业

科学观测实验站 
四川农业大学 

94 调减 
农业部房山农业环境农业科学观测

实验站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95 调减 
农业部武川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

站 
中国农业大学 

96 调减 
农业部桓台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

站 
中国农业大学 

97 调减 
农业部蔬菜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

制北京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 

98 调减 
农业部大理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

站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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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调减 
农业部东海与长江口渔业资源环境

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

研究所 

100 调减 
农业部商丘农业环境科学观测实验

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

研究所 

101 调减 
农业部寿阳农业环境与作物高效用

水科学观测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02 调减 
农业农村部桂林有害生物科学观测

实验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三 
农业科学 

试验基地 
增加 3 个，调减 12 个。   

（一） 
综合性农业科

学试验基地 
增加 1 个。   

1 增加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改扩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二） 
专业性农业科

学试验基地 
增加 2个，调减 12个。   

1 增加 郑州果树研究所河南兰考试验基地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 

2 增加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亚科研试验

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生物技术研究所 

3 调减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荥

阳试验基地 
郑州果树研究所 

4 调减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松

江试验基地 
上海兽医研究所 

5 调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江苏大丰盐碱

地水域养殖试验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

水产研究所 

6 调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奉贤渔业水下

设施专业试验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

水产研究所 

7 调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病害防治

珠海专业试验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

水产研究所 

8 调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曹妃甸海水养

殖试验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9 调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中部地区

天然橡胶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

研究所 

10 调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福建漳州热带

农业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

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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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农业生产

信息服务链技术综合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

信息研究所 

12 调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

研究所热带海洋生物资源试验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生物技术研究所 

13 调减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种业全

程机械化技术集成基地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 

14 调减 农业遥感高光谱综合试验基地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