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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发资〔2017〕298 号附件 8 

 

 

“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 

试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我国化学肥料和农药过量施用严重，由此引起环境污染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等重大问题。化肥和农药过量施用的主要原因：一

是对不同区域不同种植体系肥料农药损失规律和高效利用机理缺

乏深入的认识，制约了肥料农药限量标准的制订；二是化肥和农

药的替代产品落后，施肥施药装备差，肥料损失大，农药跑冒滴

漏严重；三是针对不同种植体系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的技术研发

滞后，亟需加强技术集成，创新应用模式。因此，制定化肥农药

施用限量标准、发展肥料有机替代和绿色防控技术、创制新型肥

料和农药、研发大型智能精准机具，以及加强技术集成创新与应

用是我国实现化肥和农药减施增效的关键。 

按照 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农业发展“转方式、调结构”

的战略部署，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精神，组织

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

试点专项，旨在立足我国当前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战略需求，按

照《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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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聚焦主要粮食作物、大田经济作物、蔬菜、果树化肥农药减

施增效的重大任务，按照“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技术

集成创新研究与示范”全链条一体化设计，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解决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为保障国家

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农业发展转方式、调结构，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专项主要通过化学肥

料和农药高效利用机理与限量标准、肥料农药技术创新与装备研

发、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研究，构建化肥农药

减施增效与高效利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到 2020 年，项目

区氮肥利用率由 33%提高到 43%，磷肥利用率由 24%提高到 34%，

化肥氮磷减施 20%；化学农药利用率由 35%提高到 45%，化学农

药减施 30%；农作物平均增产 3%，实现作物生产提质、节本、增

效。 

专项围绕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理论基础、产品装备、技术研

发、技术集成、示范应用等环节对专项一体化设计。在 2016 年、

2017 年启动实施 34 个项目的基础上，2018 年拟发布 15 个任务方

向，其中任务 1 为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类，任务 2-15 为技术集成创

新研究与示范类，拟安排国拨经费 6.88 亿元。 

一、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类 

1. 高效低风险小分子农药和制剂研发与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解决我国主要作物病虫草害防治药剂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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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剂型老化、抗药性加剧以及替代传统农药的小分子农药、新

剂型短缺等实际问题，以我国重要的蔬菜病毒病害、看麦娘抗

性杂草、水稻飞虱等有害生物为研究对象，开展农作物重大病

虫草害小分子农药、新剂型研究与应用技术集成研究，以天然

源仿生技术、药剂管道输液滴干技术、不对称合成技术和绿色

清洁制造技术等为关键技术，发展更高效、更环保、更安全的

小分子绿色化学农药新品种，开发小分子农药的环保新剂型，

研发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展小分子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环

境行为及非靶标生物风险评估，建立小分子农药田间配套综合

应用技术，进行小分子农药和新剂型的试验示范和大面积推广

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申请发明专利 30 件；研发高效

低风险小分子农药 3-5 个，新制剂 3-5 个，获得农药登记证 2-3

个；建立绿色制造工艺和生产装置，实现生产过程废渣和废水

循环利用，安全无害；研制环境友好新剂型和配套应用技术，

形成田间防控技术规程 2-3 个，绿色小分子农药产品推广示范

400 万亩，实现较常规化学农药减量施用 15%以上，农药利用率

提高 6%以上，农作物平均增产 3%。【预期性指标】发表高水平

论文 20 篇。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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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集成创新研究与示范类 

2. 北方水稻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北方稻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河北、

河南、山东等为研究区域，基于水稻养分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

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

适应的高效新型肥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

施、水肥耦合、地面高杆喷雾、航空植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

技术，优化与融合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农

药纳米化节量减施技术，及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

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形成北方稻区单作及周年连

作下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

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在北方水稻主产区大面

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北方水稻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7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7 个、制定配套技术

规程 7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600 万亩，示范区肥料利用率

提高 8%、化肥减量 17%，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1%、减量 30%，

水稻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增

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500 万亩，培训农技

人员 4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15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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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3. 华南及西南水稻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云南、贵州、四川、

重庆稻区为研究区域，基于水稻养分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有害

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针对水稻种植不同耕作制度，

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效新型肥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

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肥耦合、精准施药、航空植保等先

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融合绿肥、畜禽粪肥利用、秸秆

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农药纳米化节量减施技术，及物理防控、

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形成华南及西南稻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

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

农民培训，在华南及西南水稻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华南及西南水稻化肥农药减

施技术 8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8 个、制定

配套技术规程 8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800 万亩，示范区肥

料利用率提高 8%、化肥减量 17%，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1%、

减量 30%，水稻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

农药减施增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900 万亩，

培训农技人员 6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25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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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4. 北方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北方小麦分布区陕西、山西、甘肃、宁夏、内

蒙古、黑龙江、新疆等为研究区域，基于小麦养分需求特性与限

量标准、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针对小麦种植

不同耕作制度，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效新型肥料、高

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地面高

杆喷雾、航空植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融合绿肥、

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理防控、生物防

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形成北

方小麦优势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并建

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

培训，在北方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北方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8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8 个、制定配套技术

规程 8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800 万亩，示范区肥料利用率提

高 8%、化肥减量 17%，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1%、减量 30%，

小麦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增

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900 万亩，培训农技

人员 6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20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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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5. 长江流域冬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长江流域冬小麦分布区的安徽、江苏、浙江、

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为研究区域，基于冬小麦养分

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

针对冬小麦种植不同耕作制度，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

效新型肥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肥

一体化、地面高杆喷雾、航空植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

优化与融合绿肥、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

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

栽培技术，形成长江流域冬小麦优势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

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

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在南方冬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推广

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南方冬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

术 7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7 个、制定配套

技术规程 7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700 万亩，示范区肥料利用

率提高 8%、化肥减量 17%，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1%、减量 30%，

小麦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增

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700 万亩，培训农技

人员 55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2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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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6. 黄淮海夏玉米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黄淮海夏玉米分布区山东、河北、河南、北京、

天津等为研究区域，基于玉米养分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有害生

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针对夏玉米种植不同耕作制度，

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效新型肥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

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地面高杆喷雾、航空植

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融合绿肥、畜禽粪肥利用、

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

术，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形成黄淮海夏玉米优势

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

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在黄

淮海夏玉米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黄淮海夏玉米化肥农药减施

技术 9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9 个、制定配

套技术规程 9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900 万亩，示范区肥料利

用率提高 8%、化肥减量 17%，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1%、减量

30%，玉米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

减施增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2100 万亩，培

训农技人员 6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15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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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7. 南方山地玉米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南方山地玉米分布区四川、云南、贵州、福建、

江西、广东、广西、湖北等为研究区域，基于玉米养分需求特性

与限量标准、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针对玉米

种植不同耕作制度，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效新型肥料、

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地面

高杆喷雾、航空植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融合绿

肥、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理防控、生

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形

成南方玉米优势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

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

农民培训，在南方玉米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南方山地玉米化肥农药减施

技术 9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技术模式 9 个、制定配套

技术规程 9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600 万亩，示范区肥料利用

率提高 8%、化肥减量 17%，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1%、减量 30%，

玉米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增

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200 万亩，培训农技

人员 5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15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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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8. 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北方马铃薯产区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

陕西、山西、山东、河北和南方马铃薯产区广东、福建、江西、

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域，基于马铃薯

养分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

准，针对马铃薯种植不同耕作制度，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

的高效新型肥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

水肥一体化、地面高杆喷雾、航空植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

术，优化与融合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

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栽

培技术，形成我国马铃薯优势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农药减

施技术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

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在马铃薯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8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8 个、制定配套技术

规程 8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500 万亩，示范区肥料利用率提

高 8%、化肥减量 17%，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1%、减量 30%，

马铃薯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

增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000 万亩，培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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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员 45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15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9. 油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我国北方春油菜产区青海、内蒙古、宁夏、甘

肃、陕西、河北和南方冬油菜产区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湖

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域，基于油菜养分需求特

性与限量标准、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针对油

菜种植不同耕作制度，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效新型肥

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

地面高杆喷雾、航空植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融

合绿肥、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理防控、

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形成我国油菜优势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

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

职业农民培训，在油菜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油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10 项，

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10 套，形成配套技术规程

10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600 万亩，示范区实现肥料利用率

提高 12%、化肥减量 25%，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8%、减量 25%，

油菜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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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200 万亩，培训农技

人员 5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20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0. 大豆及花生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东北、华北、长江流域大豆产区，以及北方、

长江流域花生产区为研究区域，基于大豆和花生养分需求特性与

限量标准、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针对大豆、

花生种植不同耕作制度，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效新型

肥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

地面高杆喷雾、航空植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融

合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理防控、生物

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养分高效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形成

大豆、花生优势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

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

农民培训，在我国大豆、花生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大豆、花生化肥农药减施技

术 10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10 套，形成配

套技术规程 10 个;综合技术模式示范推广大豆 1000 万亩，花生

300 万亩，示范区肥料利用率提高 12%、化肥减量 25%，化学农

药利用率提高 8%、减量 25%，大豆、花生平均增产 3%，其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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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增产 2%。【预期性指标】综

合技术模式辐射 2000 万亩，培训农技人员 7000 人次，新型职业

农民 30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 特色经济作物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我国甘蔗、烟草、麻类、中药材以及热带经济

作物咖啡、橡胶和木薯等优势产区为研究区域，基于不同经济作

物养分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

标准，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效新型肥料、高效安全农

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地面高杆喷雾、

航空植保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融合绿肥、畜禽粪

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

色防控技术，形成特色经济作物优势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

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

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在甘蔗、烟草、麻类、中药材、

咖啡、橡胶和木薯等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特色经济作物化肥农药减施

技术 10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10 套，形成

配套技术规程 10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500 万亩，示范区肥

料利用率提高 12%、化肥减量 25%，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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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 25%，农作物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

学农药减施增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000 万

亩，培训农技人员 3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15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2. 露地蔬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叶菜类、果菜类、根茎类、葱蒜类露地蔬菜为

研究对象，依据蔬菜养分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减氮、控磷、稳

钾；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蔬菜的化学肥料减施与替代技

术、专用新型化肥、新型高效精准施肥装备；发展有机肥料施用

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依据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

标准，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蔬菜的土壤消毒与种苗处理

技术、农药减施与替代技术、新型农药、新型高效精准施药装备；

熟化蔬菜水肥药协同共效技术、化肥农药的叶面高效精准施用技

术以及物理、生物、栽培、非接触性化学防治等与化学防治协调

控害技术；发展物理诱杀和引诱剂诱杀害虫方法，优先选用生物

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结合高产栽培技术，形成露地

蔬菜优势产区单作及周年连作下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并建立

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

训，在我国露地蔬菜优势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露地蔬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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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项；集成区域性蔬菜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10 项，形成

配套技术规程 10 个;综合技术模式示范推广叶菜类 400 万亩、果

菜类 400 万亩、根茎类 300 万亩、葱蒜类 200 万亩，示范区肥料

利用率提高 15%、化肥减量 30%，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2%、减

量 35%，蔬菜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

药减施增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2000 万亩，

培训农技人员 7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30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3. 葡萄及瓜类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我国北方和南方葡萄、西甜瓜类优势产区为研

究区域，基于葡萄及西甜瓜类养分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有害生

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

高效新型肥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水

肥一体化、地面高杆喷雾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融

合绿肥、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理防控、

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高产栽培技术，形成葡萄和西甜

瓜类优势产区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

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在我国葡萄和

西甜瓜类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葡萄及西甜瓜类化肥农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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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技术 8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8 套，形成

配套技术规程 8 个;综合技术模式示范推广葡萄 350 万亩、西甜瓜

类 200 万亩，示范区肥料利用率提高 13%、化肥减量 25%，化学

农药利用率提高 12%、减量 35%，葡萄及西甜瓜类平均增产 3%，

其中化学肥料减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增产 2%。【预期性指

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000 万亩，培训农技人员 3500 人次，新

型职业农民 25 万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4. 梨树和桃树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我国华北、西北梨产区，以及华北、华中桃产

区为研究区域，基于梨树和桃树养分需求特性与限量标准、有害

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

的高效新型肥料、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智能化化肥机械深施、

水肥一体化、地面高杆喷雾等先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优化与

融合绿肥、畜禽粪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及物理防

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高产栽培技术，形成梨、桃

优势产区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

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在我国梨、桃主产

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我国梨、桃产区化肥农药减



   — 17 — 

施技术 8 项，集成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模式 8 套，形成

配套技术规程 8 个;综合技术模式推广示范梨 350 万亩、桃 100 万

亩，示范区肥料利用率提高 13%、化肥减量 25%，化学农药利用

率提高 12%、减量 35%，梨、桃平均增产 3%，其中化学肥料减

施增产 1%，化学农药减施增产 2%。【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

式辐射 800 万亩，培训农技人员 30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20 万

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5. 柑橘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浙-闽-粤、赣南-湘南-桂北、长江上中游、湘西

-鄂西等优势柑橘带为研究区域，研究柑橘木虱种群数量及其带菌

率与黄龙病发生的关系，建立高效监测预警技术体系；研究黄龙

病田间速测试纸条、实验室超灵敏诊断及病原培养与治理新技术；

研发木虱高效安全农药及精准施药技术培育抗与装备、天敌繁育

与释放技术；优化物理防治、配套栽培、航空植保等技术，研发

扩大非疫区综合治理方案；创新技术应用推广机制，针对不同柑

橘优势带黄龙病和木虱发生与流行状况，因地制宜地构建非疫区、

阻截带、低度流行区与重病区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模式，建立相

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

在我国柑橘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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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提出柑橘黄龙病防控技术 8 项，

集成区域性柑橘黄龙病综合防控综合技术模式 4 套，形成配套技

术规程 4 个;综合防控技术模式推广示范 100 万亩，示范区柑橘黄

龙病发病率控制在 2%以内，非疫区继续保持无疫状态，阻截带

遏制黄龙病和木虱扩散，示范区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2%、减量

35%。【预期性指标】综合技术模式辐射 1000 万亩，培训农技人

员 4000 人次。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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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 本专项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

部考核指标。 

2. 每个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10 个，每个课题参与单位不超

过 6 家（含承担单位）。 

3. 本专项在国家农业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开展成果

转化与示范推广工作。 

4. 企业牵头的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自筹经费

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参与申报

的企业自筹经费与企业申报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须出

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