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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办科〔2019〕15号

关于做好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农民教育培训）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各有关涉农院校：

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9年农业生产发展等

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19〕6号）和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 2019年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19〕

26号）要求，今年我省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教育培训）

项目具体任务和相关要求已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

达 2019年省以上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专项资金预算和实施意见

的通知》（苏农计〔2019〕17号、苏财农〔2019〕38号）和《关

于下达 2019年度第一批省级单位农业项目资金计划和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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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苏财农〔2019〕81号、苏农计〔2019〕29号）中明确，

相关资金随文下达。现将 2019年省级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见附

件 1），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作思路。各地要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主题，

将农民教育培训作为强化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途径，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

能为重点，强化统筹协调，注重机制创新，强化政策扶持，为乡

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要坚持面向产业、融入产业、服

务产业，全面优化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效益，就地培养和吸引提升

并重，不断发展壮大适应现代农业需求的，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二、落实主体责任。2019年开始，农民教育培训启动三年提

质增效行动，重点开展农业经理人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轮训（含现代青年农场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和现代创

业创新青年培养试点等（见附件 2-4）。项目实施单位要切实承担

项目实施的主体责任，科学合理编报项目实施方案，其中省级项

目单位需于 11月 12日前行文报省审核批复，并抄报省农业农村

厅计划财务处和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按批

复的实施方案执行，确保项目实施质量，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

金使用效益，打造农民教育培训精品工程。执行中确因特殊情况

需调整原方案的，按原审批渠道办理变更批复。

三、开展绩效评价。2019年中央财政农民教育培训项目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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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部、省两级绩效考核评价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中央转

移支付专项绩效目标随文一同下达（见附件 2），将依托全国农业

科教云平台和“云上智农”APP继续开展绩效考核。同时，农业农

村部将对我省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实行绩效考核，考核指标体系将

在修订后公布。项目实施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关于实施全程预

算绩效管理要求，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自查纠偏，确保专项绩

效目标全面实现。项目实施结束后 2月内，需开展绩效自评，自

评报告报省。省将视情况抽取部分单位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评价

结果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挂钩，并直接应用于下一年度项

目安排。

四、严格项目监管。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项目实施管理，重

点抓好立项评审、方案批复、检查验收、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等

关键环节的规范操作，严格管控风险。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为 1

整年（可跨年）。项目实施结束后，根据苏财农〔2015〕42号文

件“谁立项谁验收”原则组织验收。厅有关处室将及时组织开展省

级单位项目验收。各地要严格遵守中央财政项目资金有关规定，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强化资金监管力度，严格资金支

持方向，明确资金用途和使用计划，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联系方式：省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 崔艳梅、齐乃敏，联系电

话：025-86263816，邮箱：1046540694@qq.com。

附件：1. 江苏省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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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项目实施方案

2. 江苏省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教育

培训）项目任务分解表

3. 江苏省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教育

培训）项目承担机构与实施地区任务情况表

4. 江苏省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教育

培训）项目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任务分

解表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年 10月 28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年 10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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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 2019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农民教育培训）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2019年中央 1号文件有关精神，

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9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

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19〕6号）和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农办科

〔2019〕26号）要求，今年我省重点实施农业经理人培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含现代青年农场主）、农村实用人

才带头人培训和现代创业创新青年培养试点等。现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三农”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为根本遵循，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1号和省委 1 号文件精神，落

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部署要求，按照走在前列

的目标定位，聚焦农业结构调整和乡村产业提升需求，进一步

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培育体系、提高培育质量，为推进乡村振

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人才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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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农民教育培训是一项公益性、基础性、长

期性的事业，要坚持政府主导，组织推动，充分发挥各类培育

载体平台的资源优势，统筹协调，上下联动，整省推进。

尊重农民意愿。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听取农民意

见，尊重农民意愿，通过政策吸引和宣传引导，调动农民参训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立足产业培育。立足农业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发展实际，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和培育对象特点，分类分业分层

开展培育，强化培育的针对性。

突出培育重点。以农业经理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和现代创业创新青年为重点对象，以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

策扶持为主要环节，不断壮大适应现代农业需求的高素质农民

队伍。

（三）总体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下

达2019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计划的通

知》（农办人〔2019〕22号）要求，由农业农村部农村实用人

才培训基地（江阴市华西村）承担培训 800人。

根据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项目任务清单，结合我

省实际，安排农业经理人培养 450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轮训 23632 人（其中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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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型职业女农民 300人，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2300人），现代创业创新青年培养 800人。2018年现代青年农

场主任务 430人继续实施。

补助资金标准可参照苏农科〔2018〕17号执行。2019年新

增培训类型（新型职业女农民培训、现代创业创新青年培养）

可参照 2018年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标准。

二、分层分类培育

（一）农业经理人（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

1、农业经理人培养。培养对象主要为农业企业和新型经营

主体的经营管理人员，全省今年培养农业经理人 450人，由农

业农村部门会同扬州大学、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和南通科技

职业学院等 3所涉农院校共同实施。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经

理人基本素养、涉农相关法律与组织责任、市场营销、生产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采购与库存管理、财务管理、金融担保、

目标管理等方面，提高其管人的能力、管事的水平，提升其经

营管理及市场开拓能力，促进农业企业和主体健康发展。要按

照课程设计分模块开展相关培训、演练和实训，具体要求参照

农业农村部《农业经理人培训规范》。

2、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 2018 年任

务 430 人按原计划继续实施，由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扬州大学、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扬州职业大学、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

校、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等 5所涉农院校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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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年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工作

的通知》（农办科〔2016〕22号）和《农业部办公厅、教育部

办公厅、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计划

的通知》（农办科〔2015〕17号）及省农委、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关于组织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的通知》（苏

农科〔2015〕8号）组织实施。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

1、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

以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水平和带动小农户发展能力

为目标，重点面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小微农企和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带头人开展轮训，培训对象年龄一般不超过 60周

岁，农业农村部门对辖区内培训对象基本情况进行审核。全省

今年培训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21032人，由农业农

村部门会同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等 12所涉农院校共同实施。

家庭农场主要成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乡村振兴战略与农

业农村现代化、现代农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产品质量安

全与市场营销、农业生态环境与美丽乡村建设、家庭农场规模

生产与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相关法律政策、家庭农场日常管理

与销售管理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及主要成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解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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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章程、股权设置、利益分配、财务管理、民主管理、档案

管理，以及农产品质量建设、农业绿色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

合作社品牌营销、农民合作社联合合作等。

小微农企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头人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新

技术、新品种、新成果和新装备的推广应用，以及品牌创设、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和融资担保等内容。

集中培训期间，项目实施单位要组织学员到农业园区、科

技示范基地、物联网应用企业、农产品交易市场、农产品加工

企业、农业合作社等进行生产实践、现场观摩。集中培训结束

后，项目实施单位要围绕培育对象生产需求，面向学员开展全

周期跟踪指导和服务，帮助学员提高就业创业与产业发展的能

力与水平。开展跟踪指导不少于 2次。

2、新型职业女农民培训

根据全国妇联和农业农村部通知精神，今年我省为新型职

业女农民培训试点省份。全省将举办新型职业女农民实用技术、

经营管理等专题培训班 3 期，每期培训学员 100 人。培训对象

由省妇联组织遴选。培训方案由省妇联会同江苏农林职业技术

学院和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根据《关于开展 2019年度新型

职业女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共同制定。鼓励利用信息化

手段开展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提高培育工作的针对性、有

效性和规范性。项目实施单位要配合省妇联及时上报试点工作

总结，多渠道、全方位做好典型宣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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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

以提高培训对象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目标，主要面向省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农民合作社理事长、辅导员、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农作物病虫调查员、休闲观光农业经营

主体、畜禽养殖技术员、农业龙头企业管理人员、现代苗圃营

建管理员等（见附件 4），全省共安排 2300人。培训由农业农村

业务主管部门会同相关涉农院校（培训机构）共同组织，农业

农村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学员遴选，涉农院校按要求开展培训与

服务。实行集中授课与现场观摩相结合形式，全程培训时间不

少于 5天。

（三）现代创业创新青年培养

根据农业农村部要求，今年开展现代创业创新青年培养试

点。培养以增强农业生产发展能力和创新创业水平为目标，全

省安排培养任务 800人，分别在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 8 所涉农院校实

施，每所院校 100人。培养重点面向返乡创业大学生、中高职

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和退伍军人等农业后继者，培育对象由涉

农院校组织遴选。培训内容要强化职业素养、团队合作、科学

发展等模块，补齐农业农村知识短板，增强创业兴业能力。

（四）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

面向全国贫困地区村党组织书记及村“两委”其他成员、大

学生村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返乡下乡创业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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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验传授、专题讲座、研讨交流、现场教学等方式，承担“乡

村发展与治理”、“创业富民”等主题培训班 8期。

三、重点工作内容

（一）精选培育对象。各县（市、区）要广泛开展宣传发

动和摸底调查工作，按照地方重点产业和行业人才培养需求情

况，建立培训对象库，遴选有意愿、有需求的农民参加培训。

组织培训对象登录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农民教育培训申报系

统”或手机端下载“云上智农”或“农技耘”APP报名参加培训。支

持优先将“农业农村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报系统”中有培训需

求的农民列为培育对象。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对象由农业

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选派。

（二）创新培育模式。科学设置通用课程、专业课程、现

场学习、生产实践等教学环节，大力推行围绕产业周期的分段

式、交替式培训，进一步提升实习实训比重。遵循成人学习规

律和特点，加强教学互动，综合运用案例法、头脑风暴法、角

色扮演法等，通过参与式教学增强培训吸引力，让参训者在学

中用、在用中学，实现自主、理性参与学习。鼓励职业培训与

职业教育衔接贯通培养，推行实行农学结合、弹性学制、送教

下乡等培养模式，就地就近定向培养具有中高等学历的高素质

农民，提高农民学历水平。积极搭建农民协会、联合会、创业

联盟等交流平台和展示舞台，组织开展产销对接、商贸洽谈、

展览展示和技术技能比赛等各具特色的引领活动，引导农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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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充分有效对接。鼓励各地组织参训农民跨地区交流合作，

跨省、出境考察交流学习，拓展理念视野。

（三）推进线上培育。继续将“云上智农”APP和“农业农村

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报系统”应用纳入培训课程。加快推进线

上培育，充分利用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和“云上智农”APP，开展

在线学习，不断提升在线课程比重。在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轮训、新型职业女农民培训和现代创业创新青年培养

三种培训类型中，全程培训时间各地根据实际，可采用不少于 8

天线下集中培训，或采用不低于“6天+20学时”线上线下融合培

训，实现线上与线下培训的学时学分有效衔接。线上培训要紧

扣培训类型和主题，选好在线课程，与线下课程形成互为补充、

相互契合的课程体系。选择“6天+20学时”培训的，集中培训结

束后 2 周内，所有学员须完成规定的线上学时和考试考核。在

线学习的后台数据是培训学时的重要依据，要及时归入培训台

账。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付在线学习费用。

（四）强化政策服务。各地要积极整合现有政策资源，引

导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向参训农民倾斜，在产业扶持、土地流转、

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创业、信贷保险、学历提升、职称评定、

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农业农村部科教

司、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合作支持新型

职业农民发展的通知》（农科（教育）函〔2019〕111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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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单位要主动与农担公司对接，将农担公司讲师纳入农

民教育培训师资库，将农业金融担保相关课程纳入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课程体系，开展金融担保相关知识培训，组织融资担保

对接洽谈活动，更好地推动金融支农政策落实落地。

（五）加快认定管理。各地要加快出台职业农民认定管理

办法（意见）等制度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明确培育方向、培育

要求、认定条件、认定程序、认定管理机构、扶持保障政策等。

要以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为重点，加快职业农民认定管理，有

条件的地方可积极探索开展分级分类认定。对已认定的职业农

民颁发证书、登记注册，并录入信息库，及时掌握职业农民队

伍情况，建立健全职业农民档案，为进一步实施动态管理、落

实跟踪服务、出台扶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六）加强条件建设。继续按照有实训场所、有设施设备、

有管理团队、有科技示范户、有专家服务团、有政策扶持“六有”

标准，重点建设一批示范性综合培训基地、实训基地、创业孵

化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为职业农民培训提供各类就近就地的

便捷服务。加强全省教育培训师资库建设，加快遴选一批扎根

农村的土专家、田秀才和致富能手、乡土人才等充实完善培育

师资库，推介一批高水平名师。积极开发应用优秀教育培训资

源，加快精品教材建设，优先推荐使用部省培训教材。

四、其他工作要求

（一）强化过程跟踪评价。以信息化为手段，在培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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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依托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和“云上智农”APP（与省“农技

耘”APP 对接），提高线上跟踪评价覆盖面，做到所有培训班、

培育学员、教师课程安排均上线可查；要组织学员对所有班次

的培训教师、培训基地、培训班组织和培训满意度实行线上评

价，学员线上评价率达 95%以上。项目实施单位要按农民教育

培训信息管理系统要求及时做好信息上报工作，实行培训执行

进度月报制。培训台账要完整规范，符合省里规定的建档和台

账要求（见苏农计〔2015〕52号附件 3-4），资金使用台账要与

培训台账互为补充，相互衔接、有据可查。

（二）加强典型宣传引导。要及时总结各地培育工作的探

索与实践，形成一批好经验、好做法、好模式，树立工作标杆。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多渠道多形式遴选宣传一批农民先进典型，积极营

造有利于农民教育培训的良好氛围。全省争取推出 10所优质培

训机构、20个优质实训基地、20位受学员喜爱的优秀教师、100

名杰出农民典型代表，通过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探索规律，

举一反三，形成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工作。

充分发挥日常宣传、重点宣传、点对点宣传等形式，有步骤、

多形式、全方位呈现工作成效。

（三）严格资金支出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与

集中培训、实习实践、跟踪指导、技能鉴定、绩效评价、宣传

考核等直接相关的培训支出事项，包括农民培训需求调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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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教材资料费、教学与实习耗材费、食宿费、场租费、交通

费（含保险费）、师资讲课费（劳务费）、服务费（跟踪以及

线上学习的相关支出）、项目实施推进支出（包括方案论证评

审、学员组织、参观交流、认定管理、证书印制、管理系统维

护、工作宣传、总结考核、绩效评价、项目审计验收等）以及

优秀教学资源开发、农民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实训基地（田

间学校）建设等方面的补助。项目实施单位要分培育环节和内

容规范资金支出，细化支出范围，明确资金用途和比例，做到“钱

随事走”。对于挤占挪用、骗取套取补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加快项目执行进度。2019年起，省级农业科技创新

与推广专项与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相关支持政策和资金

进行统筹整合，按“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和“省级单位转移支付”

分批下达，其中安排省级单位的农业项目实行“一次下达项目用

款计划，分年下达项目资金”的资金安排方式。省级单位要加快

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进度，2019年资金下达数务必按计划于 12

月底前使用完毕（即报账完毕），未在规定期限内使用完毕的资

金由省财政厅收回。2020 年 2 月 21 日前，项目实施单位要将

2019年项目实施和资金执行情况报省，未提交报告的，不安排

2020年计划和资金；项目实施进度不达预期、2019年项目实施

和资金执行进度慢的，将扣减 2020年计划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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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教育培训）项目任务分解表               单位：人 

市县别及培育机构
全省总任

务数
（人）

服务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

农机合作
组织带头

人

现代创业
创新青年

新型职业
女农民

农业经理人
现代青年农
场主（2018

年）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
承担机构[详见附件3]

全省任务合计 25312 2300 19757 1275 800 300 450 430

一、南京市 1240 1150 70 10 10

六合区 230 230 扬州大学动科院

浦口区 160 120 30 1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江宁区 210 200 1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高淳区 300 30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溧水区 340 300 4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二、无锡市 1030 950 50 20 10

无锡市本级

惠山区 200 20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锡山区 200 20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小计 400 400

江阴市 270 250 2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宜兴市 360 300 50 10 市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学校

三、徐州市 2340 2080 120 70 70

徐州市本级

徐州生物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980 880 100

贾汪区 190 150 30 10 扬州大学农学院

铜山区 250 240 10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小计 440 390 30 20

丰  县 430 350 30 40 10 扬州大学农学院

沛  县 370 320 40 10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睢宁县 360 350 10 扬州大学动科院

新沂市 360 350 10 扬州大学园植学院

邳州市 380 320 50 10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市县别及培育机构
全省总任

务数
（人）

服务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

农机合作
组织带头

人

现代创业
创新青年

新型职业
女农民

农业经理人
现代青年农
场主（2018

年）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
承担机构[详见附件3]

四、常州市 900 100 720 70 10

常州市本级

武进区 200 20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坛区 390 100 260 30 南京农业大学

小计 590 100 460 30

溧阳市 310 260 40 10 扬州市职业大学

五、苏州市 1980 200 1750 20 10

苏州市本级

市直 0 0

相城区 220 22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中区 250 25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江区 220 22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小计 690 690

常熟市 210 180 20 10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张家港 300 30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昆山市 490 200 290 扬州市职业大学

太仓市 290 29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六、南通市 1880 1640 60 120 60

南通市本级

南通科技职业
学院

1980 1670 100 140 70

通州区 300 240 30 20 10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小计 300 240 30 20 10

海安县 320 260 30 20 10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如东县 310 280 20 10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启东市 310 280 20 10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如皋市 330 300 20 10 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海门市 310 280 20 10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市县别及培育机构
全省总任

务数
（人）

服务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

农机合作
组织带头

人

现代创业
创新青年

新型职业
女农民

农业经理人
现代青年农
场主（2018

年）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
承担机构[详见附件3]

七、连云港市 1787 1367 330 40 50

连云港市本
级

连云港市农培
站

587 587

赣榆区 347 287 50 10 连云港市农培站

海州区 200 160 30 10 南京农业大学

小计 547 447 80 20

东海县 360 300 50 10 连云港市农培站

灌云县 410 300 100 10 南京农业大学

灌南县 470 320 100 40 10 扬州大学农学院

八、淮安市 2080 1950 80 50

淮安市本级

淮安生物工程
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1430 1250 100 80

淮安区 310 300 10 南京农业大学

淮阴区 310 300 10 南京农业大学

洪泽区 330 320 10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清江浦区 105 100 5 扬州大学农学院

小计 1055 1020 35

涟水县 370 310 50 10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盱眙县 340 310 30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金湖县 315 310 5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市县别及培育机构
全省总任

务数
（人）

服务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

农机合作
组织带头

人

现代创业
创新青年

新型职业
女农民

农业经理人
现代青年农
场主（2018

年）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
承担机构[详见附件3]

九、盐城市 2930 2710 120 30 70

盐城市本级

盐城生物工程
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2000 1830 100 70

盐都区 355 300 50 5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亭湖区 235 230 5 扬州大学动科院
大丰区 320 310 10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小计 910 840 50 20

响水县 320 310 10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滨海县 310 300 10 滨海县农业干部学校
阜宁县 330 300 30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射阳县 360 310 40 10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湖县 310 300 10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东台市 390 350 30 1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十、扬州市 1715 1540 125 50

扬州市本级

扬州市职业大
学

1940 1770 100 70

广陵区 190 190 扬州市职业大学
邗江区 200 190 10 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都区 370 320 40 10 扬州大学园植学院
小计 760 700 40 20

宝应县 345 290 45 10 扬州市职业大学
仪征市 270 260 10 南京农业大学
高邮市 340 290 40 10 扬州市职业大学

十一、镇江市 1180 1120 50 10

镇江市本级
市直 0 0
丹徒区 270 260 10 扬州市职业大学
小计 270 260 10

丹阳市 350 35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扬中市 160 16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句容市 400 350 5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市县别及培育机构
全省总任

务数
（人）

服务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

农机合作
组织带头

人

现代创业
创新青年

新型职业
女农民

农业经理人
现代青年农
场主（2018

年）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
承担机构[详见附件3]

十二、泰州市 1330 1130 100 100

泰州市本级

高港区 0 0
海陵区 0 0
姜堰区 340 250 60 3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小计 340 250 60 30

兴化市 380 350 3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靖江市 250 200 40 1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泰兴市 360 330 3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十三、宿迁市 1560 1390 100 40 30

宿迁市本级

江苏农民培训
学院(宿迁市)

760 760

宿豫区 235 230 5 江苏农民培训学院
宿城区 235 230 5 江苏农民培训学院
小计 470 460 10

沭阳县 410 330 30 40 10 扬州大学农学院
泗阳县 330 300 30 扬州大学园植学院
泗洪县 350 300 40 10 江苏农民培训学院

十四、南京农业大学 1950 100 1580 270

十五、扬州大学农学院 1470 1250 150 70

十六、扬州大学动科院 880 810 70

十七、扬州大学园植学院 970 970

十八、扬州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

125 125

十九、江苏农林职业技术
学院（含新希望）

3260 800 1780 380 100 200
含省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200人

（省级班）

二十、江苏农牧科技职业
学院（含部级培育基地）

3310 800 1990 160 100 100 160
含省种子南繁南鉴站60人

（省级班）



市县别及培育机构
全省总任

务数
（人）

服务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

农机合作
组织带头

人

现代创业
创新青年

新型职业
女农民

农业经理人
现代青年农
场主（2018

年）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
承担机构[详见附件3]

二十一、苏州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

2080 100 1880 100

二十二、常州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340 340

二十三、省林科院 200 200

二十四、江阴市华西村 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8期

备注

    补助资金标准可参照苏农科〔2018〕17号执行。新型职业女农民培训、现代创业创新青年培养补助标准参照2018年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标准。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8期，学员由农业农村部组织，华西村承担培训。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
发展（农民教育培训）项目绩效目标为：完成下达任务数；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农民对培育基地和师资的满意度≥
85%，新型经营主体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80%。



附件3：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教育培训）项目承担机构与实施地区任务情况表         单位：人                                                                                                                    
                                                                                                                                                                                  

承担培育项目培训机构 培育类型 培育项目实施地（市、区、单位）及人数 任务合计

    全  省 25312

二、无锡市

宜兴市
宜兴市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培训

学校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宜兴市300人 300

三、徐州市

徐州市本
级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邳州市320人，沛县320人，铜山区240人 880

现代创业创新青年 100人 100

四、常州市

常州市本
级

常州市金坛区农广校 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金坛区100人 100

五、苏州市

昆山市 昆山市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 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昆山市200人 200

六、南通市

南通市本
级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常熟市180人，通州240人，海安县260人，

如东县280人，启东市280人，海门市280人，如皋市150人
1670

农业经理人
常熟市20人，通州区20人，海安县20人，

如东县20人，启东市20人，海门市20人，如皋市20人
140

现代青年农场主（2018年）
常熟市10人，通州区10人，海安县10人，

如东县10人，启东市10人，海门市10人，如皋市10人
70

现代创业创新青年 100人 100

如皋市 如皋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如皋市150人 150



承担培育项目培训机构 培育类型 培育项目实施地（市、区、单位）及人数 任务合计

七、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本级

连云港市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赣榆区287人，东海县300人 587

八、淮安市

淮安市本
级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涟水县310人，洪泽区320人
盱眙县310人，金湖县310人，

1250

现代青年农场主（2018年）
淮安区10人，淮阴区10人，洪泽区10人，清江浦区5人，
涟水县10人，金湖县5人，宿豫区5人，宿城区5人，

沭阳县10人，泗洪县10人
80

现代创业创新青年 100人 100

九、盐城市

盐城市本
级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大丰区310人，响水县310人，阜宁县300人，
射阳县310人，盐都区300人，建湖县300人

1830

现代青年农场主（2018年）
盐都区5人，亭湖区5人，大丰区10人，响水县10人，
滨海县10人，射阳县10人，建湖县10人，东台市10人

70

现代创业创新青年 100人 100

滨海县 滨海县农业干部学校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滨海县300人 300

十、扬州市

扬州市本
级

扬州市职业大学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昆山市290人，广陵区190人，邗江区190人，

宝应县290人，高邮市290人，丹徒区260人，溧阳市260人
1770

现代青年农场主（2018年）
溧阳市10人，丹徒区10人，邗江区10人，

江都区10人，宝应县10人，仪征市10人，高邮市10人
70

现代创业创新青年 100人 100



承担培育项目培训机构 培育类型 培育项目实施地（市、区、单位）及人数 任务合计

十三、宿迁市

宿迁市本
级

江苏农民培训学院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宿豫区230人，宿城区230人，泗洪县300人 760

十四、省直单位

1

南京农业大学

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100人 100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海州区160人，灌云县300人，淮阴区300人，
金坛区260人，淮安区300人，仪征市260人 1580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 农机合作组织带头人
浦口区30人，溧水区40人，丰县30人，

沛县40人，邳州市50人，涟水县50人，盱眙县30人 270

2

扬州大学农学院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贾汪区150人，丰县350人，

灌南县320人，沭阳县330人，清江浦区100人
1250

农业经理人 贾汪区30人，丰县40人，灌南县40人，沭阳县40人 150

现代青年农场主（2018年）
贾汪区10人，铜山区10人，丰县10人，

沛县10人，睢宁10人，新沂市10人，邳州市10人
70

扬州大学动科院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六合区230人，睢宁县350人，亭湖区230人 810

现代青年农场主（2018年）
浦口区10人，宜兴市10人，赣榆区10人，

海州区10人，东海县10人，灌云县10人，灌南县10人
70

扬州大学园植学院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泗阳县300人，江都区320人，新沂市350人 970

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农机合作组织带头人 高邮市40人，宝应县45人，江都区40人 125



承担培育项目培训机构 培育类型 培育项目实施地（市、区、单位）及人数 任务合计

3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厅种植业管理处100人 100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惠山区200人，锡山区200人，相城区220人，吴中区250人，
吴江区220人，太仓市290人，张家港市300人，武进区200人 1880

现代创业创新青年 100人 100

4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含新

希望集团300人）

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100人，厅植保站100人，厅对外交流合作处

200人，厅农业技术推广总站300人，省农民体协100人
800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浦口区120人，溧水区300人，丹阳市350人，句容市350人，
高淳区300人，扬中市160人，省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200人 1780

农机合作组织带头人（机电工程学
院承担）

灌南县100人，灌云县100人，东海县50人，
赣榆区50人，海州区30人，句容市50人

380

新型职业女农民 200人 200

现代创业创新青年 100人 100

5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含全
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

地）

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200人，厅植保站200人，

厅畜牧总站200人，省农民体协100人，厅乡村产业发展处100人
800

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江宁区200人，江阴市250人，东台市350人，姜堰市250人，

兴化市350人，泰兴市330人，靖江市200人，省种子南繁南鉴站60人
1990

农机合作组织带头人（农业工程学
院承担）

靖江市40人，姜堰区60人，海安市30人，通州区30人 160

新型职业女农民 100人 100

农业经理人
江宁区10人，江阴市20人，东台市30人，

姜堰市30人，兴化市30人，泰兴市30人 ，靖江市10人
160

现代创业创新青年 100人 100



承担培育项目培训机构 培育类型 培育项目实施地（市、区、单位）及人数 任务合计

6 省林科院 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全省200人 200

7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农机合作组织带头人
宜兴市50人，溧阳市40人，金坛区30人，阜宁县30人，

射阳县40人，盐都区50人，沭阳县30人，泗阳县30人，泗洪县40人
340



附件：4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教育培训）项目服务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任务分解表            
         单位：人

序号 培训对象
培训
任务

承担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承办院校

1 新型经营主体
带头人（省级

班）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成员 200 省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周振兴 025-86263418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 南繁南鉴技术员 60 省种子南繁南鉴站 陈  斌 025-86263231 江苏农牧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260

3

服务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 100
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 杨意飞 025-86263024

江苏农牧职业技术学院

4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辅导员 100 江苏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5 家庭农场主 100 江苏农牧职业技术学院

6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 100 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李旭 025-86263013 南京农业大学

7 生物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 100 厅种植业管理处 马德云 025-86263627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8 农作物病虫调查员
100

厅植保站
朱先敏 025-8626334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0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9 病虫害专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 100 张绍明 025-86263833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0 农业“走出去”企业负责人 200 厅对外交流合作处 倪锡林 025-86263236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1 休闲观光农业经营主体 100

厅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陈宗元 1381585686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12 从事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100

珍稀食用菌高效栽培技术骨干 100 马金骏 15850565048

13 畜禽养殖技术员 200 厅畜牧总站 朱慈根 025-8626337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4 农业合作社及企业文体骨干 100
省农民体协 王传云 13813913899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5 农业合作社及企业文体骨干 10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6 农业龙头企业管理人员 100 厅乡村产业发展处 周林华 025-86263431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7 林农复合生态种养新技术新模式
应用主体负责人 200 省林科院 李  茹 13809009206 江苏省林科院

18 现代苗圃营建管理员 200 昆山市农委 胡艺春 13806211848 昆山市农委

19 茶叶生产加工职业技工 100 金坛市农委 滕  颖 13961409181 金坛市农广校

合计 23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