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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是社稷之本，种业是农业之基”，农作物种业是

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突破

口，也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要开展种

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为此，

党中央、国务院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

8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

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 号）、《关于加快推进现

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12﹞46 号）和

《宁夏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种业发展方向。 

青铜峡市位于黄河中上游、宁夏平原中部，因其具有光

照充足、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非常适宜发展

玉米制种。2020 年全市杂交玉米制繁种总面积 6.5 万亩，年

产优质玉米种子 2736.5 万公斤，被评为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

超级大县。近年来，青铜峡市积极引入山东登海、湖北康农

等 14 家种子企业，建设 24 个玉米制种保护区、4 座玉米种

子加工中心，初步形成了以规模种植为基础，“生产+加工+

科技+营销”一体化发展格局，制种农户人均收入比全市平

均水平高 1300 元左右。为实施好制种大县奖励政策，规范

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制种大

县奖励资金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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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青铜峡产业发展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思路 

围绕打好种业翻身仗总体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推进种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保障国家玉米供种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

深化青铜峡市制种大县优势基地与国家种业龙头企业战略

合作，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加强制种田间工程建设，提升设

施装备水平，延伸种业链条，营造制种户增收、企业提质降

本、产业健康有序的种业发展环境，助力国家种业安全和粮

食安全，助力青铜峡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基本原则 

坚持县企共建，体现支持力度。以推动种业转型升级为

目标，结合地方产业发展和龙头企业实际需求，推动种业龙

头企业与优势基地结合，支持龙头企业重点投入研发、加工、

仓储等环节，确保支持有连续性，促进种业产业链条各环节、

各部门融通发展，提升种业产业链条现代化水平。 

坚持保供优先，突出建设重点。以田间基础设施配套完

善、制种科技装备提档升级、生产质量控制水平提升、市场

营商环境优化等为重点建设内容，优化玉米繁制种品种供给

结构，提升良种供给能力，推动我国实现有种自用、有好种

子用，保障粮食安全和种源供给安全。 

坚持科技创新，强化技术支撑。以基地建设、种业发展

为契机，集聚优势科技创新资源，在良种繁育、农机农艺融

合、农技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强化杂交玉米种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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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作用。 

坚持机制创新，推动良性发展。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相结合为导向，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规律，以企业发展需求、

产业做强需要为依据，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多企业、多

主体建设基地的积极性，形成基地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三、建设目标 

到 2022 年底，建设玉米制种核心基地 4000 亩，开展制

种基地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和改造升级，建设面积 20000 亩；

核心种源繁殖基地、绿色防控面积进一步扩大；育种研发平

台、种业综合服务、新品种生产力测定、种子初加工等能力

不断提升；龙头企业精加工体系改造升级初步完成，种业信

息管理服务大数据平台启动建设。龙头企业在现代种业发展

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突显，全市育种科研创新能力、种质资

源引进利用能力、良种生产加工能力和推广服务能力全面提

升，供种保障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效益大幅提高，带农增收

效果更加显著。 

四、建设内容 

（一）建设任务 

围绕玉米种业发展关键环节，针对青铜峡市种业发展遇

到的短板弱项，重点建设如下内容： 

一是实施基地生产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种业核心制种基

地改造提升项目、制种基地农田基础设施管护项目，完善制

种基地土地平整、土壤改良、道路沟渠、灌排设施等田间基

础设施，配套基地信息监测监管设施，推进基地规模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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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全面提升玉米种业生产能

力。  

二是实施联农带农增收工程。实施联农带农激励项目、

制种农户常态化专业培训项目、绿色防控行动项目，健全企

业与基地、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种业产业链

上的增值收益。 

三是实施种子加工装备提升工程。实施龙头企业精加工

体系改造升级项目、种子初加工能力提升项目、加工设备共

享项目，提档升级种子加工条件和加工能力。 

四是种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实施育种田间试验站建设

项目、育种研发平台建设项目、新品种生产力测定项目，提

升玉米种业科技创新设施装备条件。 

五是实施发展环境优化工程。实施种业信息管理服务大

数据平台升级项目，推进种业数字化生产、监管和服务，构

建现代化管理体系。 

（二）重点项目及建设安排 

项目 1：核心制种基地改造提升项目 

实施主体：康农种业、锦育种业 

建设地点：大坝镇、小坝镇、瞿靖镇 

建设规模：4000 亩 

建设内容：通过土地流转，建设玉米制种核心基地 4000

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开展土地归并平整、田间道路建设和

宜机化作业改造，灌溉、排水系统建设和改造，示范推广水

肥一体化技术，实施制种土壤保育技术，采取增施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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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改良剂等措施，有针对性的解决玉米制种基地连作障碍、

病虫害滋生、耕地质量退化和土壤盐渍化等问题。安装田间

气象和土壤质量观测信息化设备，建设防虫、诱虫等植保设

施。 

投资金额：计划总投资 800 万元，中央奖励资金按照实

际投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实施效益：示范推广制种全程机械化、植保统防统治、

肥水高效管理、秸秆回收综合利用、生产管理信息化等先进

技术模式，辐射带动青铜峡市玉米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 

项目 2：制种基地农田基础设施管护项目 

实施主体：基地村镇 

建设地点：大坝镇、小坝镇、瞿靖镇、叶盛镇、邵岗镇、

陈袁滩镇 

建设规模：2 万亩 

建设内容：针对制种基地存在的基础设施老化、田块不

适宜机械化作业、连续多年未倒茬、土壤盐渍化等短板，实

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田块合并、节水灌溉、路网建设等，

及时开展沟渠清理、道路养护、桥涵维修等田间设施设备管

护，开展制种玉米连作障碍防治，示范推广膜下灌溉水肥一

体化技术。 

投资金额：总投资 714 万元，中央奖励资金按照实际投

资额 70%的比例进行补助。 

实施效益：解决制种基地存在的设施老化、田块不适宜

机械化作业、连续多年未倒茬、土壤盐渍化等基础设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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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制种基地建设水平。 

项目 3：联农带农激励项目 

实施主体：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支持制种基地镇、制种企业、村级合作社合

作共建规模化制种基地，开展制繁种“整村推进”行动，对

基地规模稳定、秩序规范、联农带农显著且连续 3 年以上制

种产量及质量达到合同要求的基地村集体予以资金奖励。 

投资金额：总投资 295 万元，全部使用中央奖励资金。 

补助标准：通过基地镇、农业农村局、制种企业等相关

单位考核，奖励制繁种“整村推进”的制种村 2 个，每个奖

励 20 万元；制种面积在 3000 亩以上的制种村 4 个，每个奖

励 15 万元；制种面积 1000-3000 亩的制种村 5 个，每个奖励

10 万元；新发展制种产业的制种村 10 个，每个奖励 5 万元。 

实施效益：通过资金奖补，引导基地镇村建设规模化制

种基地，加强质量管控，确保制种面积稳定增长，制种规模

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通过资金奖励壮大村集体经济，

进一步提高联农带农效益，调动村集体、村级合作社及农民

制种积极性。 

项目 4：制种农户常态化专业培训项目 

实施主体：农业农村局 

建设规模：2000 人次 

建设内容：开展制种农户常态化专业培训，配备多媒体

培训设施，采用专家指导、现场实训、参观调研、异地交流

等方式，开展制种技术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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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金额：总投资 40 万元，全部使用中央奖励资金。 

实施效益：通过对制种农户开展制种技术培训与指导，

宣传种子法及配套规章制度，提升农民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

进一步提升基地生产水平。 

项目 5：绿色防控行动项目 

实施主体：基地镇村 

建设规模：8 万亩 

建设地点：大坝镇、小坝镇、瞿靖镇、叶盛镇、邵岗镇、

陈袁滩镇 

建设内容：全市玉米制种基地范围内开展种业绿色防控

行动，重点对集中连片 200 亩以上，且开展有红蜘蛛、粘虫、

玉米螟等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的制种玉米基地给于补助。 

投资金额：总投资 400 万元，全部使用中央奖励资金。 

补助标准：50 元/亩 

实施效益：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规模化、

集约化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提高防治效果，有效控制病

虫害。减少农药用量，有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提升生态文

明。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提高制种效益，调动农户制种积极

性。 

项目 6：企业精加工体系改造升级项目 

实施主体：康农种业、锦育种业 

建设地点：嘉宝工业园区、瞿靖镇 

建设内容：一是康农种业建设原材料常温库 2 栋 3350

㎡，加工成品常温库 1675m，低温冷藏仓库 2 栋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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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2条 10t/h的全自动种子加工生产线(包括种子清选设备，

种子处理、包衣设备等)、6 条全自动包装生产线、2 条二次

包装袋中袋生产线，2 条智能化玉米果穗烘干生产线(作业效

率达 1500t/批)以及种子质量检验检测成套设备和二维码追

溯管理系统等，计划总投资 2775 万元；二是锦育种业新建

种子成品加工线一套 10T/H，全自动包装设备 2 台，扫码追

溯系统 2 套，新建 1500t/批果穗烘干线 1 套，种子贮藏灌 8

座/200T，配套脱粒、除尘系统各 1 套，种子自卸过磅系统 1

套，种子废气物无害化处理 1 套，开展电力设施改造提升，

加工车间改造 300 ㎡。计划总投资 2100 万元。 

投资金额：总投资 4875 万元，中央奖励资金仅对加工、

烘干、转运提升等设备购置安装，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智能

化设备改造和可追溯体系建设按照实际投资额 40%的比例

进行补助。 

实施效益：实施加工设备智能化、信息化升级，实现种

子生产全程可视化作业、信息化采集、智能化监控。一是提

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用工量，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二是提

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提高种子生产质量和效率；三是创新

加工装备升级改造，探索产业发展方向，提高青铜峡制种产

业现代化水平。 

项目 7：种子初加工能力提升项目 

实施主体：稼禾盛种业、福裕农业 

建设地点：叶盛镇、小坝镇 

建设内容：稼禾盛种业新建 10t/h 杂交玉米种子精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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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加工线 2 条，计划总投资 300 万元；福裕农业新建 5t/h 杂

交玉米种子精选包衣加工线 1 条，计划总投资 150 万元； 

投资金额：总投资 450 万元，中央奖励资金仅对加工设

备购置安装按照实际投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实施效益：提高制种企业种子加工能力，建成后，年生

产加工玉米种子 7500 吨。 

项目 8：加工设备共享项目 

实施主体：登海种业、冠锐种业、贺兰山种业 

建设地点：嘉宝工业园区、连湖农场 

建设内容：对在青铜峡辖区注册并开展制种的种子生产

企业，自行烘干或委托辖区内持证种子生产企业进行果穗烘

干的，给予烘干加工费用补助。项目实施完成后核算总计烘

干量，按最终核算数据确定补助标准。果穗烘干每吨补助不

高于 100 元。 

投资金额：总投资 200 万元，全部使用中央奖励资金。 

实施效益：盘活辖区内过剩加工能力，引导中小种业企

业在本市进行烘干、精选包装，降低种子晾晒风险，减少环

境污染，提高种子质量。 

项目 9：育种田间试验站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康农种业 

建设地点：大坝镇 

建设规模：250 亩 

建设内容：建设科研育种基地 250 亩，开展杂交玉米新

品种选育和新品种生产力测定，开展育种基地土壤改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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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基地水、电、路、监控、围栏、隔离条件等田间育种设施

建设；建设必要的检测检验、考种、样品挂藏保存场所、机

具棚、仓储等基础设施及设备。 

投资金额：总投资 400 万元，中央奖励资金按照实际投

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实施效益：完善杂交玉米田间试验中心基础设施，实现

地块土地平整、隔离到位、排灌配套，安防设施完善，确保

有足够的检测能力和高水平的保存场所，提高育种研发创新

水平。 

项目 10：育种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康农种业 

建设地点：嘉宝工业园区 

建设内容：育种实验室、检验室等，配套育种实验、检

验检测等配套设施（包括组培、检测、分子编排、DNA 测试

等有关实验仪器），搭建研究院信息数据平台系统 

投资金额：总投资 1875 万元，中央奖励资金按照实际

投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实施效益：提升玉米种业科技创新设施装备条件，强化

玉米制种科技支撑能力，开展玉米新品种研发和技术创新，

推进青铜峡种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项目 11：种业信息管理服务大数据平台升级项目 

实施主体：农业农村局 

建设地点：裕民街道 

建设内容：对大数据平台进行升级，开发农资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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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管理系统、企业生产销售调度系统、企业交易系统、农

户田间服务系统、农户四情信息服务系统、专家服务系统和

制种玉米监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等，增加抽检、全生态监测

大屏展示能力和种子执法、门店经营、交易销售等监管能力，

通过平台和手机 APP，实现亲本种子监测、播种抽检和叶片

抽检等过程信息化，新增信息系统等保服务和应用系统安全

评测，全方位对接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确保种子信息数据

流通和安全。 

投资金额：总投资 200 万元，全部使用中央奖励资金。 

实施效益：通过加强种业数字化建设和管理，增加种子

抽检、全生态监测大屏展示能力和种子执法、门店经营、交

易销售等监管能力，通过平台和手机 APP，实现亲本种子监

测、播种抽检和叶片抽检等过程信息化，全方位对接中国种

业大数据平台，确保种子信息数据流通和安全 

（三）资金使用 

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玉米制种大县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衔接，2022 年制种大县奖励资金主要涉

及 11 个项目，总投资 10254 万元，其中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5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48.76%；社会投资 5254 万元，占总

投资的 51.24%。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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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资金测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奖励资金 社会资金 

总    计 10254 5000 5254 

一 基地生产能力提升工程 1514 820 694 

1 核心制种基地改造提升项目 800 320 480 

2 制种基地农田基础设施管护项目 714 500 214 

二 联农带农增收工程 640 640 0 

3 联农带农激励项目 200 200 0 

4 制种农户常态化专业培训项目 40 40 0 

5 绿色防控行动项目 400 400 0 

三 种子加工装备提升工程 5525 2330 3195 

6 企业精加工体系改造升级项目 4875 1950 2925 

7 种子初加工能力提升项目 450 180 270 

8 加工设备共享项目 200 200 0 

四 种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2275 910 1365 

9 育种田间试验站建设项目 400 160 240 

10 育种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1875 750 1125 

五 发展环境优化工程 200 200 0 

11 
种业信息管理服务大数据平台升级

项目 
200 200 0 

六 预备费用 100 100 0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青铜峡市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建设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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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分管副市长和农业农村局局长任副组

长，市政府办、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

科技局、监察局、审计局、商务局、水利局、各重点乡镇政

府等为成员单位，负责统筹奖励资金使用、基地规划建设、

政策制定、工作协调、督促检查等，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

农业农村局，负责具体工作安排及落实。其中：市农业农村

局负责规划编制、资金使用方案制定、绩效考核方案制定、

统筹协调、日常事务等；市发展改革局和财政局负责整合市

内涉农项目资金，用于基地建设，对资金使用方案提供技术

支撑；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基地建设所需配套设施用地的审批，

制种耕地保护，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监管；市科技局配合农业

农村局对基地建设生产标准体系构建工作的技术把关，以及

制种技术推广和创新工作；市审计局奖励资金的全程监督和

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合规使用，防止套取、挤占、截留和

挪用；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负责招商引资，配合市农业农村

局做好区域性公共品牌创建工作；市水务局负责农田水利项

目的技术服务和过程管理；镇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

以各自片区的基地建设项目，并配合好相关部门搞好相应工

作。 

（二）规范资金使用 

严格执行制种大县奖励资金各项管理制度和公示制度，

按照“集中使用，突出重点，择优安排”的原则，严格按照资

金拨付程序、年度项目计划拨付资金，确保资金使用科学合

理。设立专门档案，各项目建设单位应将资金使用方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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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方案、重要会议纪要、设备购置发票等重要档案进行

上报归档，为绩效考评提供重要依据。 

（三）强化监督检查 

青铜峡市财政相关部门应指导和督促项目单位建立健

全内部管理制度，认真履行财政监督检查职责，将财政监督

工作贯穿到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和效益分析全过程，实

行项目跟踪问效机制，建立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

制度，对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性、合规性和绩效情况跟踪问效，

使监督检查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确保专款专用。 

（四）定期考核项目进展 

建立“月汇报、季考核”的项目跟踪考核制度，实时掌握

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按月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听取

建设单位汇报资金使用进展，研究解决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

题。按季召开项目资金使用考核会，可引入第三方机构等方

式，开展专项奖补资金绩效评价，奖励优秀项目建设主体，

敦促滞后项目建设主体，确保资金高效运行。 

（五）实行信息公开 

在青铜峡市政府平台设置制种大县信息公开咨询窗口，

以公开信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为原则，及时公开奖励资金

使用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相关行政办专人负责做好公开

信息审查、信息发布，针对社会公众疑问，按时高质量做出

答复，做到“依法公开，真实公正，注重实效，有力监督”。 

（六）严格责任追究 

坚持压实责任、跟踪问效、责任追究，由青铜峡市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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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委、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强奖励资金过程监管，确保建设

项目落地实施、资金安全运行。涉嫌违规使用项目资金一经

查实，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附件：青铜峡市玉米制种大县 2022 年度实施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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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青铜峡市玉米制种大县 2022 年度实施项目一览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 总投资 奖励资金 其它资金 

合计 10254 5000 5254 

1 

核心制种基

地改造提升

项目 

康农种业 

锦育种业 

大坝镇、瞿靖

镇 
4000亩 

通过土地流转，建设玉米制种核心基地 400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开展土地归并平整、田间道路建设和宜机化作业改造，灌溉、排水系

统建设和改造，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实施制种土壤保育技术，

采取增施有机肥、土壤改良剂等措施，有针对性的解决玉米制种基地

连作障碍、病虫害滋生、耕地质量退化和土壤盐渍化等问题。安装田

间气象和土壤质量观测信息化设备，建设防虫、诱虫等植保设施。中

央奖励资金按照实际投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800 320 480 

2 

制种基地农

田基础设施

管护项目 

大坝镇、小坝

镇、瞿靖镇、

叶盛镇、邵岗

镇、陈袁滩镇 

大坝镇、小坝

镇、瞿靖镇、

叶盛镇、邵岗

镇、陈袁滩镇 

20000亩 

针对制种基地存在的基础设施老化、田块不适宜机械化作业、连续多

年未倒茬、土壤盐渍化等短板，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田块合并、

节水灌溉、路网建设等，及时开展沟渠清理、道路养护、桥涵维修等

田间设施设备管护，开展制种玉米连作障碍防治，示范推广膜下灌溉

水肥一体化技术。中央奖励资金按照实际投资额70%的比例进行补助。 

714 500 214 

3 
联农带农激

励项目 
农业农村局 — — 

支持制种基地镇、制种企业、村级合作社合作共建规模化制种基地，

开展制繁种“整村推进”行动，对基地规模稳定、秩序规范、联农带

农显著且连续 3年以上制种产量及质量达到合同要求的基地村集体

予以资金奖励。通过基地镇、农业农村局、制种企业等相关单位考核，

奖励制繁种“整村推进”的制种村 2个，每个奖励 20万元；制种面

积在 3000亩以上的制种村 4个，每个奖励 15万元；制种面积

1000-3000亩的制种村 5个，每个奖励 10万元；新发展制种产业的

制种村 10个，每个奖励 5万元。 

200 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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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种农户常

态化专业培

训项目 

农业农村局 — 2000人次 
开展制种农户常态化专业培训，配备多媒体培训设施，采用专家指导、

现场实训、参观调研、异地交流等方式，开展制种技术培训班。 
40 40 0 

5 
绿色防控行

动项目 

大坝镇、小坝

镇、瞿靖镇、

叶盛镇、邵岗

镇、陈袁滩镇 

大坝镇、小坝

镇、瞿靖镇、

叶盛镇、邵岗

镇、陈袁滩镇 

8万亩 

全市玉米制种基地范围内开展种业绿色防控行动，重点对集中连片

200亩以上，且开展有红蜘蛛、粘虫、玉米螟等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

的制种玉米基地给于补助，补助标准 50元/亩。 

400 400 0 

6 

企业精加工

体系改造升

级项目 

康农种业、锦

育种业 

嘉宝工业园

区、瞿靖镇 
— 

康农种业建设原材料常温库 2栋 3350㎡，加工成品常温库 1675m，

低温冷藏仓库 2栋 1200㎡，新建 2条 10t/h的全自动种子加工生产

线(包括种子清选设备，种子处理、包衣设备等)、6条全自动包装生

产线、2条二次包装袋中袋生产线，2条智能化玉米果穗烘干生产线(作

业效率达 1500t/批)以及种子质量检验检测成套设备和二维码追溯管

理系统等，计划总投资 2775万元；锦育种业新建种子成品加工线一

套 10T/H，全自动包装设备 2台，扫码追溯系统 2套，新建 1500t/批

果穗烘干线 1套，种子贮藏灌 8座/200T，配套脱粒、除尘系统各 1

套，种子自卸过磅系统 1套，种子废气物无害化处理 1套，开展电

力设施改造提升，加工车间改造 300 ㎡，计划总投资 2100万元。仅

对加工、烘干、转运提升等设备购置安装，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智能

化设备改造和可追溯体系建设按照实际投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4875 1950 2925 

7 

种子初加工

能力提升项

目 

贺兰山种业、

稼禾盛种业、

福裕农业 

叶盛镇、小坝

镇 
— 

稼禾盛种业新建 10t/h杂交玉米种子精选包衣加工线 2条，计划总投

资 300万元；福裕农业新建 5t/h杂交玉米种子精选包衣加工线 1条，

计划总投资 150万元；中央奖励资金仅对加工设备购置安装按照实际

投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450 180 270 

8 
加工设备共

享项目 

登海种业、冠

锐种业、贺兰

山种业 

嘉宝工业园

区、连湖农场 
— 

对在青铜峡辖区注册并开展制种的种子生产企业，自行烘干或委托辖

区内持证种子生产企业进行果穗烘干的，给予烘干加工费用补助。项

目实施完成后核算总计烘干量，按最终核算数据确定补助标准。果穗

烘干每吨补助不高于 100元。 

200 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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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育种田间试

验站建设项

目 

康农种业 大坝镇 250亩 

建设科研育种基地 1处 250亩，开展杂交玉米新品种选育和新品种生

产力测定，开展育种基地土壤改良，完成基地水、电、路、监控、围

栏、隔离条件等田间育种设施建设；建设必要的检测检验、考种、样

品挂藏保存场所、机具棚、仓储等基础设施及设备。中央奖励资金按

照实际投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400 160 240 

10 
育种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 
康农种业 

嘉宝工业园

区 
— 

建设康农种业西北玉米育种研究院,主要建设内容为育种实验室、检

验室等，配套育种实验、检验检测等配套设施（包括组培、检测、分

子编排、DNA测试等有关实验仪器），搭建研究院信息数据平台系统。

中央奖励资金按照实际投资额 40%的比例进行补助。 

1875 750 1125 

11 

种业信息管

理服务大数

据平台升级

项目 

农业农村局 裕民街道 — 

对大数据平台进行升级，开发农资管理系统、农机管理系统、企业生

产销售调度系统、企业交易系统、农户田间服务系统、农户四情信息

服务系统、专家服务系统和制种玉米监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等，增加

抽检、全生态监测大屏展示能力和种子执法、门店经营、交易销售等

监管能力，通过平台和手机 APP，实现亲本种子监测、播种抽检和叶

片抽检等过程信息化，新增信息系统等保服务和应用系统安全评测，

全方位对接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确保种子信息数据流通和安全。 

200 200 0 

12 预备费用 农业农村局 — — 规划设计、可研编制等。 100 10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