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1
农业生产发
展资金

1 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
（财农〔2017〕41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
高素质农民培
训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
（财农〔2017〕41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
基层农技推广
补助项目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
（财农〔2017〕41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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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1
农业生产发
展资金

4 耕地地力保护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
（财农〔2017〕41号）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
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
〕26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
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

5
农业生产救灾
资金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6
农作物病虫害
防控申请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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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2
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

7
种植业优新技
术示范推广资
金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8
旱作节水农业
技术推广示范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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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2
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

9
有机肥应用示
范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0
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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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2
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

11

葡萄机械化生
产农机农艺融
合示范园区建
设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2
农作物种业提
升工程补贴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
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

13

酿酒葡萄优质
无毒苗木新建
基地以奖代补
资金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关于进一步完善葡萄产业
发展扶持政策的通知》（宁
葡委发〔2018〕11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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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2
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

14 农户记账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5
农产品成本核
算户记账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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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2
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

16
村级调查员补
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
畜牧养殖项
目补贴

17
见犊补母项目
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
畜牧养殖项

目补贴

18

畜牧节本增效
技术推广项目
示范点建设补
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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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3
畜牧养殖项

目补贴

19

畜牧养殖场物
联网技术推广
应用项目示范
点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0
地方优势特色
生猪产业发展
项目补贴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1
粮改饲项目实
施单位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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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3
畜牧养殖项

目补贴

22
渔业新技术推
广项目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4
动物防疫等
补助经费

23
重大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关于进一步做好兽医社会
化服务推进工作的通知》
（宁农（医）发〔2018〕12
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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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4
动物防疫等
补助经费

24
包虫病、狂犬
病、布病防控
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
办法》
（财农〔2017〕43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5
生猪养殖环节
病死猪无害化
处理补助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
办法》
（财农〔2017〕43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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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市

（区）级

4
动物防疫等
补助经费

26
生猪屠宰环节
病害肉无害化
处理补贴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动物防疫法》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
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商务部、财政部令2008年
第9号）
《财政部关于调整生猪屠宰
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
标准的通知》（财建〔2011
〕599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5
农村厕所革
命项目

27
农村厕所革命
整村推进奖补
资金

●政策依据                    
●申请指南：包括补贴对象、
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申请程
序、申请材料、咨询电话、受
理单位、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等                          
●补贴结果                      
●监督渠道：包括监督电话、
举报电话、地址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农业农村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
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
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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