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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农厅函〔2020〕702号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 2019年度渔业油价
补贴省级统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市（地）、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现将《黑龙江省 2019年度渔业油价补贴省级统筹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2020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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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2019年度渔业油价
补贴省级统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强渔业资源养护，强化渔业养殖水域水质监测和渔政执

法能力建设，加快提升水产绿色健康养殖能力，全面推进渔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按照《黑龙江省 2015-2019年度渔业捕捞和养殖

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黑龙江省中央财政渔业油价补

贴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黑龙江

省农业农村厅项目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项目管理办

法》）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以做好水产品稳产保供，保渔民基本民生，

保“蓝色粮仓”安全为目标，坚决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渔业补贴制度，加强渔政执法和渔业养殖

水域污染防治监测检测能力建设，强化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积极推进渔业转型升级，加

快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

（二）建设目标

实施捕捞机动渔船减船转产，降低捕捞强度，修复水域生态

环境；提升渔业养殖水域污染防治监测检测能力，改善养殖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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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加大渔政执法能力建设投入力度，提升嫩江、松花江

流域和边境水域渔政执法能力，维护渔业生产秩序；实施稻渔综

合种养产业发展补助，扩展水产健康养殖空间，增加稻农收入；

扶持一批“五大行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重点示范推广基地，扶持

一批生产基础条件好、有一定规模，对提升水产品质量水平有示

范带动作用的水产健康养殖“绿色行动示范县”，改善水产绿色健

康养殖基础条件，增强水产品稳产保供能力，确保“蓝色粮仓”

安全。

二、项目布局

省级根据国家和省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意见和渔业渔政工

作要点等确定 2020年渔业渔政发展重点工作任务。各地根据省

级渔业渔政重点工作任务，结合本地实际，申报相关工作任务。

省级采用“大专项+任务清单”等方式，按照“因素法”确定项目布

局，资金切块到县。

三、项目建设任务及承担单位

2019 年度渔业油价补贴省级统筹资金，主要用于捕捞机动

渔船减船转产补贴，渔业养殖水域污染防治监测检测能力建设，

渔政执法能力建设和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建

设任务。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坚持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严格

遴选项目建设单位，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一）捕捞机动渔船减船转产任务。按照《暂行办法》规定，

由申报任务的甘南、泰来两县，按照要求编制具体实施方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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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其中甘南县减船转产 26艘，泰来县减船转产 6艘。补

贴标准为 0.24万元/艘。

（二）渔业水域污染防治监测检测能力建设任务。为提升渔

业水域污染防治监测水平，改善渔业养殖水域生态环境，由申报

任务的省水生动物资源养护中心渔业环境监测站实施渔业水域

污染防治监测检测能力建设任务。

（三）渔政执法能力建设任务。为加强嫩江、松花江流域、

边境水域生态环境修复，提升流域各县（市、区）渔政执法能力，

实施渔政执法装备必配和选配内容建设任务。必配内容包括渔政

艇、冲锋舟及其辅助配置（炮车）等；选配内容包括执法记录仪、

强光手电、夜视仪、扩音器（喊话器）、对讲机、无人机（边境

水域禁用）等。一是渔政执法任务量大，装备需求急迫。确定由

松北区、呼兰、道里区、道外区、同江、抚远、佳木斯市本级、

富锦、建三江、肇源、杜蒙、密山、虎林、饶河、嘉荫、伊春市

本级、绥滨、萝北、鹤岗市本级、爱辉区、逊克、黑河市本级、

呼玛、宾县、双城、巴彦、木兰、方正、依兰、通河、梅里斯、

富裕、富拉尔基、讷河、甘南、龙江、东宁、汤原、鸡东、双鸭

山市本级、绥化市本级、兰西、望奎、肇东、安达、孙吴、大兴

安岭市本级、漠河、塔河等 49家单位，组织实施必配和选配内

容建设任务。二是渔政执法任务量不大，但有装备需求。确定由

牡丹江市本级、鸡西市本级 2个单位，组织实施选配能力建设任

务。



- 5 -

（四）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建设任务。为贯彻落实《黑龙

江省稻渔综合种养发展规划（2020-2022年）》，按照《黑龙江省

2020 年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实施稻渔综合种养建设

任务。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稻田培育扣蟹基地建设。

新增育繁推一体化稻田培育扣蟹基地建设面积 1.85 万亩，建设

扣蟹培育设施等。确定由巴彦、通河、泰来、佳木斯郊区、虎林、

杜蒙、肇源、五大连池市、肇东、绥化北林、庆安 11个县（市、

区）组织实施，按 200 元/亩标准，实施补助。二是巩固国家级

示范区和省级核心区。巩固提升国家级示范区、省级核心区建设，

示范、辐射带动全省稻渔综合种养规模不断扩大。确定由国家级

示范区北安、北林、泰来 3个县（市、区）以及省级核心区肇东、

肇源 2个县（市）组织实施，按 30万元/县标准，定额补助。三

是新创建省级示范区。新创建省级示范区示范基地规模在 2000

亩以上，辐射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示范带动县域稻渔综合种养规

模不断扩大。由申报新创建省级示范区建设任务的梅里斯区、铁

峰区、龙江、富裕、林口、建三江（前哨农场）、鸡东、密山、

虎林、集贤、宝清、饶河（农垦系统）、杜蒙、铁力、勃利、五

大连池市、爱辉区 17个县（市）组织实施，按 25万元/县标准，

定额补助。四是“田育湖出”育种模式试验示范县建设。试验示范

“田育湖出”稻渔综合种养育种模式，确保完成苗种培育目标。由

申报承担试验示范“田育湖出”育种模式任务的绥滨和佳木斯郊

区 2个县（区）组织实施。绥滨县申报“田育湖出”苗种 12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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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郊区申报“田育湖出”苗种 8万斤。按 2.5元/斤标准补助。

（五）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具体包括“五

大行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和绿色行动示范县基础设施

建设两项任务。补助资金切块到县，由项目承担县按照规定条件，

结合本地实际，商市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确定项目建设单

位。

一是“五大行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黑龙江省 2020年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五大行动方案》）要求，主要建设任务重点包括水

产生态健康养殖行动项目建设、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项目

建设和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行动项目建设三方面。项目建设单位应

当符合《五大行动方案》模式推广基地条件，且具备部级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资质（拟按要求创建 2020年部级健康示范场的，

可酌情考虑，拟取消称号的视为不具备资质）。水产生态健康养

殖行动项目建设，选择示范推广盐碱水绿色养殖技术模式，实施

补助。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项目为依托，结合大庆市盐碱地区

渔业生产实际，以杜蒙县盐碱水绿色养殖技术模式示范推广为中

心，辐射引领周边，利用盐碱水质条件、养殖品种、生产模式和

基础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开展盐碱水增效养殖技术示范和推广。

项目建设任务由杜蒙县组织实施。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项

目建设，重点选择示范推广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尾水处理和人工湿



- 7 -

地养殖尾水处理 2种养殖尾水治理模式，实施补助。通过开展集

成示范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模式，率先实现养殖尾水资源化综合利

用或达标排放，辐射带动养殖尾水治理取得新进展，促进水产养

殖业绿色发展。项目建设任务由双鸭山市本级和肇东市组织实

施。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行动项目建设，以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

新品种为主要对象，因地制宜、稳妥开展水产新品种试验推广，

选择基础条件好、技术力量强的试验推广基地，围绕兴凯湖翘嘴

鲌、洛氏鱥（柳根鱼）、方正银鲫等重点品种开展生产性能测试

试点。项目建设任务由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引育种中心和绥化市

北林区组织实施。

二是绿色行动示范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建设任务包括

实施集中连片池塘标准化改造不少于 200亩；实施 GAP认证；

按照《黑龙江省池塘养殖尾水治理实施标准》规定，实施养殖尾

水治理工程建设；实施苗种检疫与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建设

单位加入“塘育湖出”和“省外销售联盟”模式；项目县县域内水产

品产量提升 10%。确定由肇东市、绥化北林区、巴彦县、密山市、

肇源县、桦南县、望奎县、富锦市、双城区、肇州县、佳木斯郊

区 11个县（市、区）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单位应满足以下条件：

具备部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资质（拟按要求创建 2020年部级

健康示范场的，可酌情考虑，拟取消称号的视为不具备资质）；

具备新版水域滩涂养殖证；池塘集中连片面积在 200亩以上；其

他条件由实施县结合本地实际，商市级渔业主管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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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安排

（一）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省农业农村厅按照相关要求制定

并印发省级统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及时编写项目实施方案（具有可行性研究报告

深度），报市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组织实施。项目

实施方案为项目实施、验收和考核的依据。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内

容和要求主要包括：

1.项目实施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总体思路、项目建设必要

性、主要目标、项目建设内容、资金构成与概算、项目资金绩效

目标、组织保障措施和项目预期效益等。

2.相关佐证材料。水产养殖单位或渔户等的水域滩涂养殖

证、苗种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建设用地证明材料、项目评审

佐证材料（资金额度≤30万元的，商当地财政等相关部门，确定

是否评审）、项目建设前相关图片等佐证材料。项目承担单位为

专业合作社的，应附合作社成员的相关出资证明材料。

3.材料装订与报送。编制完成的项目实施方案，应按要求胶

装成册，及时报送。项目实施方案报送省厅渔业渔政管理局备案

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 8月 31日。

各市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实际对项目实施方案

提出具体要求。

（二）项目实施。2019 年度渔业油价补贴省级统筹资金采

取直接补贴、先建后补、边建边补、以奖代补、贴息等适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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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项目实施。具体资金扶持方式，由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

门商当地财政部门确定。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作为项目实

施日常监管的责任主体，要联合当地财政部门督促项目建设单位

抓紧开展项目实施方案制定、项目前期工作启动和项目实施工

作，并做好项目实施等日常监管工作。市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

门要做好辖区内项目实施督导检查和月调度等工作，每月 25日

前向省农业农村厅报送辖区内各县项目实施进度；省农业农村厅

定期跟踪各地项目实施进展，对未及时开工、项目实施进度缓慢

等情况，酌情予以约谈或通报。

（三）考核验收与绩效评价。市（地）、县（市、区）项目

限 2021 年 7 月 15日前竣工，省直单位项目限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竣工。项目竣工后，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当地

财政部门组织审计机构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市级农业

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成立专家验收组等适当形式，对建设项目

进行考核验收和绩效评价，组织项目县指导项目建设单位尽快形

成项目验收材料（包括县级审计部门或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意

见）和绩效评价报告，于 2021年 9月 30日前，将验收与绩效评

价材料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项目验收与绩效评价参照《关于做

好 2015年度渔业油价补贴省级统筹资金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黑农委联发〔2017〕194号）执行。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沟通。各地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



- 10 -

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领导，将此项工作作为扎实做好“六保”，

全面落实“六稳”工作，实现水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举措，抓紧、

抓实、抓出成效、抓出典型。要加强与当地财政、市级农业农村

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高水平规划、高标

准推进、高质量实施。

（二）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为

项目监管的责任主体，按程序组织项目承担单位遴选，及时组织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目实施方案评审，督促项目承担单位

及时开工，负责项目实施日常监管、完工验收和绩效考评等工作。

市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管辖区各县项目的实施单位

遴选、实施方案制定、项目实施、完工验收和绩效考评等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按照《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程序下达资金，制

定省级统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指导项目实施、完工验收和绩效

考评等相关工作，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等进行抽查。

（三）强化监督，加强管理。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

加强项目监督检查，督促项目单位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项目

前期及验收等相关费用列支，参照财政部第 81号令、《关于印

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16〕

504号）和《暂行办法》等规定执行。要严格资金使用方向和开

支范围，规范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专账管理，任何单位、

组织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和滞留项目资金。各县级农业

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落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人，督促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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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加快项目实施，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定期组织开展项目

自查，督促有关整改措施落实，加强资金和项目监管。

（四）严格考评，规范档案。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

加强项目完工验收管理，严格项目绩效考评。省农业农村厅对各

地的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进行抽查并汇总考评，考评结果作为今

后年度项目安排的重要依据。各地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

对项目单位的监督指导，督促项目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项

目档案，落实归档责任，及时收集、整理、归档从项目提出到验

收的各环节档案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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