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建单位 建设地点 中央投资 备  注

合    计 1000

1
2018年吉林省吉林市舒
兰市莲花乡区域生态循
环农业项目

舒兰市惠牧有机肥有限公司、舒兰市
惠牧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舒兰市德
生牧业有限公司、李继忠等种植大户
、马广林等养殖大户

舒兰市莲花乡 1000
牵头申报单位为舒兰市莲花乡
人民政府

2018年吉林省舒兰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立项项目表



附件2

小计 省级 地级 县级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万元）

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

内容

吉林省          县（市、区）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计划表

项目牵头
申报单位
及项目责

任人

建设
年限

自筹资金

日常监管
直接责任
单位、监
管责任人
及电话

总计

财政资金

合计
中央财政

资金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附件3

项目名称：

小计 其中：省级

合计   一  1
一、土建工程  一  2

（一）农副资源综合利用  一  3

1.原料堆场  平方米  4

2.粉粹/烘干/加工/包装/储存等车间/厂房  平方米  5

3.半成品/成品库房  平方米  6

4.秸秆青贮微贮氨化池  立方米  7

5.其他  一  8

（二）粪污处理设施  一  9

1.清粪沟  米  10

2.粪污收集/暂存/预处理池  立方米  11

3.集水/贮存/配水/处理/调节等池  立方米  12

4.消毒处理池  立方米  13

5.厌氧生物反应器  立方米  14

6.好氧处理设施 立方米  15

7.阳光板日光温室  平方米  16

8.雨污分离/污水配送等管道  米  17

9.膜反应器  平方米  18

10.其他  一  19

（三）有机肥生产  一  20

1.储存棚/堆放场  平方米  21

2.污水储存池  立方米  22

3.秸秆粉粹/堆肥/腐熟（发酵）/加工/包装等车间 平方米  23

4.仓库  平方米  24

5.其他  一  25

（四）农田生产相关设施 一  26

1.温室大棚 平方米  27

2.储藏库 平方米  28

3.库房/检测室 平方米  29

编制单位：

项目建设任务  单位  任务量 
行
次

备注
合计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投资额 （万元）

吉林省    县（市、区）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任务和资金计划表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资金



附件3

项目名称：

小计 其中：省级

编制单位：

项目建设任务  单位  任务量 
行
次

备注
合计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投资额 （万元）

吉林省    县（市、区）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任务和资金计划表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资金

4.化学投入品包装物收集池 立方米  30

5.水产品育肥/暂养/越冬等池塘 立方米  31

6.加工车间 平方米  32

7.其他 一  33

二、田间工程  一  34

1.排灌渠系  米  35

2.蓄水/沉沙等池  立方米  36

3.田间道路 米  37

4.土地平整 平方米  38

5.围墙 米  39

6.输变电线路 米  40

7.水肥一体化/节水等设施 米  41

8.“三防”设施 米  42

9.田间肥水贮存/配水/沼渣堆积等池 立方米  43

10.灌溉管网 米、亩 44

11.污水/肥水收集贮存池  立方米  45

12.生物拦截/护坡等植物  平方米  46

13.多孔砖  平方米  47

14.透水坝 /格栅 个  48

15.其他  一  49

三、仪器设备  一  50

（一）农副资源综合利用  一  51

1.农副资源收集、转运机械 台、套  52

2.秸秆粉碎机  台、套  53

3.翻抛机 台、套  54

4.秸秆还田机 台、套  55

5.菌种制备机械 台、套  56

6.成型机 台、套  57

7.储气/除尘设备 台、套  58



附件3

项目名称：

小计 其中：省级

编制单位：

项目建设任务  单位  任务量 
行
次

备注
合计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投资额 （万元）

吉林省    县（市、区）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任务和资金计划表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资金

8.生物质炉具 台、套  59

9.输气管道 台、套  60

10.产品计量包装设备  台、套  61

11.输送设备  台、套  62

12.其他  一  63

（二）粪污处理设施  一  64

1.干清粪刮粪设备  台、套  65

2.粪便收集/输送/转运等设备  台、套  66

3.固液分离设备  台、套  67

4.肥水输送设备 台、套  68

5.污水泵 台、套  69

6.爆气装置 台、套  70

7.污水处理设备  台、套  71

8.其他  一  72

（三）有机肥生产  一  73

1.有机肥粉碎机  台、套  74

2.生产加工设备  台、套  75

3.计量包装设备  台、套  76

4.输送设备  台、套  77

5.其他  一  78

（四）农田生产相关设施 一  79

1.废弃包装物转运机械 台、套  80

2.产品捕捞/质量检测等仪器设备 台、套  81

四、农机具  台、件  82

五、科技推广费  一  83

（一）技术培训  人次  84

（二）技术推广  一  85

六、项目管理费  一  86



附件4

基本值 目标值 变化率

1.人均GDP  万元 

2.农业收入占GDP比重  % 

3.农民纯收入  元 

4.人均耕地面积  亩/人 

5.土地流转率  % 

6.绿色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比例  % 

7.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  % 

8.耕地保有量  亩 

9.生态种养农田面积 亩 

10.农田标准化生产设施覆盖农田面积 亩 

11.农田保育设施覆盖农田面积 亩 

12.耕地粮食产出率  Kg/亩 

13.农业用水总量  立方米/年 

14.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一 

15.化肥平均施用量  kgN/亩 

16.农药平均施用量  Kg/亩 

17.有机肥平均施用量  kgN/亩 

18.畜禽类便资源化利用率  % 

19.畜禽类便负荷  kgN/亩 

20.农作物秸杆综合利用率  % 

21.农膜回收率  % 

22.农产品加工剩余物利用率 % 

23.生物质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 

24.农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年 

25.农业氨氮排放量  吨/年 

26.主要农作物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吨CO2E/吨 

27.主要畜禽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吨CO2E/吨 

28.综合养分管理计划 一 

29.其他 一 

机制创
新类

吉林省    县（市、区）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
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效益指标表

生产生
活类

资源类

环境类

项目  单位 行次 
数值 

编制单位：                             项目名称：



附件5

年度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值

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数量 个

新增示范面积 平方米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

项目验收合格率 %

时效指标 单个项目建设期限 月

项目区化肥农药减施率 %

项目区有机肥氮替代化肥氮比例 %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项目区农民增收比例 %

制定生态循环农业评价指标体系 套

制定养分综合管理计划套数 套

开展技术培训人数 人次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区群众满意率 %

吉林省    县（市、区）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
农业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专项名称 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地方资金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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