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斗府办〔2021〕9号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斗门
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牌和
“菜篮子”基地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园区、各镇政府和白藤街道办，区府直属各单位，中央、省、

市属驻斗门有关单位：

《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牌和“菜篮子”基地

奖励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农业农村局反映。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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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牌和
“菜篮子”基地奖励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菜篮子”基地建设，促进品牌农产品培育，

提升斗门农业品牌知名度，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部关于推进“三品一标”持续健康发展的

意见》（农质发〔2016〕6 号）、《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农

业部 2007年第 11号令）、《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

农村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推进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2020年

度工作要点>的通知》（粤办函〔2020〕14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获得农产品认证（认定）、“菜篮

子”基地认定或被评定、授予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的单位。

凡在本区行政区域内注册或登记，依法从事农业生产、加工、流

通的企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等获证

主体，其当年新获得农产品认证（认定）、农业知名品牌和“菜篮

子”基地认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评定，且不存在被有权机构

提出警告、改正、暂停使用或撤销等处罚情形的，均可以申报奖

励。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认证（认定）农产品包括“三品一标”

农产品（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

志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粤字号”农业品牌；农产品区域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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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指由国家、省级部门或社会组织评定或授予的，建立在区

域内独特自然资源或产业资源的基础上，借助区域内农产品资源

优势的区域品牌称号，如“中国 xx 之乡”等。

第四条 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牌和“菜篮子”

基地奖励资金由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区级财政预算安排。加大对

农业品牌培育推广力度，鼓励、扶持品牌农业发展。

二、奖励条件、标准及要求

第五条 奖励基本标准：

（一）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对单个类别无公害农产品一次

性奖励 3 万元；多于 1 个产品的，每增加 1 个奖励 2000 元，每个

申请主体奖励金额最高不超 4 万元。

（二）获绿色食品认证的，对单个绿色产品一次性奖励 4万元；

多于 1个产品的，每增加 1个奖励 2500元，每个申请主体奖励金

额最高不超 6万元。

（三）获有机产品认证的，对单个类别有机产品一次性奖励 5

万元；多于 1个产品的，每增加 1个奖励 5000元，每个申请主体

奖励金额最高不超 8万元。

（四）获农产品地理标志或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登记的，对

获得单位一次性奖励 20万元。

（五）入选“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产品的，对每个产品一次

性奖励 3万元；多于 1个产品的，每增加 1个奖励 5000元，每个

申请主体奖励金额最高不超 5万元。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

录的，对每个产品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多于 1个产品的，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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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奖励 1万元，每个申请主体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6万元。

（六）被评定或被授予为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每个品

牌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给予

一次性奖励 20万元。

（七）被认定为省级“菜篮子”基地或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基地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被认定为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产品加工企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

第六条 奖励规则：

（一）同一产品在同一有效期内只奖励一次，证书过期后不再

受理申请。

（二）只取得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未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的不予奖励。

（三）同一主体不同生产基地的多个认证产品，以及在原基地

上新增扩项的同类型认证产品，均按照同一主体多个产品进行奖

励，受最高奖励金额约束。专业合作社及其社员企业属同一法人

的，视为同一主体，认证产品奖励按相应条款执行。

（四）不同申报主体属同一法人，或不同申报主体不同法人但

同一生产基地的农产品取得认证（认定）的，按照一个生产基地

的标准进行奖励。

（五）同一主体的认证产品中，部分农产品同时获得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中两种以上认证的，按其中认证奖励

标准最高的进行奖励，不作累计重复奖励；其他只获得一种认证

的产品按相应奖励类型另行执行。

（六）同一农产品获得更高级别认证（认定）的，按所获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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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的奖励标准进行奖励。若在获较高级别认证（认定）前已领

取奖励，可按较高级别的奖励标准补足差额。

（七）同一农产品经不同认证机构认证颁发同一类型证书的，

只对其中一种类型进行奖励。

（八）同一基地同时被认定为省级“菜篮子”基地或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的，只奖励其中一项称号。

（九）申请有机产品认证奖励的产品，须到市区两级农业农村

部门备案，并由省农业农村部门认可的机构进行认证。

（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认证的生产规模须达到相关要求，

植物类（不含菌类）种植基地认证规模达到 100亩；食用菌生产

基地认证规模达到 10万袋（菌棒）；肉牛、肉猪、山羊养殖基地

认证规模年出栏分别达到 100头、200头、300头；鹅、鸡、鸭养

殖基地认证规模年出栏分别达到 5000羽、1万羽、1万羽；青蟹、

虾、鳗鱼、笋壳、甲鱼等高值水产品养殖基地认证水面规模达 30

亩；草鱼、䲞鱼、黑鱼、鲈鱼、黄骨鱼、罗非鱼等普通水产品养

殖基地认证水面规模达 50亩。

（十一）对于往年已取得广东省名牌产品（农业类）奖励的，

“粤字号”农业品牌不再进行奖励。

三、申报、核发程序

第七条 奖励资金申报审批程序主要有四个环节，分为主体

申请、专家评审、区级审定和资金划拨。

（一）由区农业农村部门每年发布申报通知，符合本办法奖

励条件的，由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企事业单位、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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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组织及其它经济组织等获证主体自行申报。

（二）申请单位填写《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

牌和“菜篮子”基地奖励申报表》，连同当年获得的认证(认定)

证书原件、企业农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农产品生产纪录、农业投

入品使用纪录、农产品检测报告等资料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在

镇（街道）农业部门加具审核意见后，报送区农业农村部门提出

申请。

（三）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将专家评审结果报送

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获奖候选名单在斗

门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无异议的报区政府审定。

（四）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后，由区农业农村部门划拨奖励资

金。

四、监督管理

第八条 获证农产品的农业经营主体应当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健全农产品生产纪录、农业投入品使用纪录，强化生产过程监管，

保证农产品质量。规范使用农产品认证（认定）标识，不断提升

农产品和企业的品牌形象，努力提高农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

占有率，自觉接受、配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监督管理。

未按相关规定对认证农产品进行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所属主体进行整改，未达到管理规定要求之前不受理该主体申请

本办法奖励。

第九条 有效期内的认证（认定）农产品在各级专项检查、例

行检测、抽检中出现不合格，或消费者投诉反映存在农残超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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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且经核查属实，或出口产品被国外索赔且经核查属实的，区

农业农村部门将向发证（登记）机构提请撤销认证资格，自事件

发生当日起 3年内该主体的所有认证产品均不得申请本办法规定

的相关奖励。

第十条 本办法奖励的单位，经审查、举报、投诉等方式发

现有骗取奖励资金行为且经核查属实的，取消该单位本次奖励资

格，已领取奖励资金的追回奖励资金，自事件发生当日起，5 年

内不再受理该单位申报本办法以及其他区级农业项目扶持。

第十一条 区农业农村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认证农产品的主

体及认证产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区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审批程序，确保奖励公开、

公平、公正；财政部门负责将奖励资金纳入区财政年度预算。任

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或改变奖励资金用途。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有效期 5年。

2018年 11月 16日发布的《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品牌名牌奖励办法>的通知》同

时废止。相关法律依据变化或者有效期届满时，根据实施情况依

法评估修订。

附件：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牌和“菜篮子”

基地奖励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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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牌和
“菜篮子”基地奖励申报表

申 报 主 体：

法定代表人 ：

申报奖励类型：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珠海市斗门区农业农村局印制



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牌和
“菜篮子”基地奖励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名称

生产基地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类型
机关事业单位□ 农业企业□ 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 社会组织□ 其他 □

认证农产品类

型及数量

无公害农产品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绿色食品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有机产品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产品□ 个，申请奖励 万元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省级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菜篮子”基

地类型及数量

省“菜篮子”基地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加工企业 □ 个，申请奖励 万元

认证农产品

奖励金额
万元

菜篮子”基地

奖励金额
万元

申请奖励

资金总额
万元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申报承诺

本单位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无弄虚

作假行为；若有违背，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并全

额退回奖励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镇（街）农业

部门审核意见

（ 盖 章 ）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部

门审核意见

（ 盖 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申请奖励金额= 认证农产品奖励金额 +“菜篮子”基地奖励金额；

2.开户银行、账号名称、银行账号务必真实一致。



政策解读：《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知名品牌和“菜篮子”

基地奖励办法》

http://www.doumen.gov.cn/zhsdmqrmzfmhwz/zwgk/gfxwjzcjd/content/post_3019813.html
http://www.doumen.gov.cn/zhsdmqrmzfmhwz/zwgk/gfxwjzcjd/content/post_30198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