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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文件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环城都市生态农业建设

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曹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管城回族区环城都市生态农业建设专项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 年 2 月 24 日

管政〔2017〕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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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回族区环城都市生态农业建设
专项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生态管城，全面提升都市农业生态保障能力，根

据《郑州市环城都市生态农业建设专项实施方案》，特制定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总体目标，以

大生态、大环保、大格局、大统筹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生态农业建设的决策部署，以提升农业生态保障能力为重点，以

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模式，以苗木、花卉、林果、蔬菜为主导，

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和结构，以项目

为抓手，以生态农业园区建设为重点，突出特色、突出效益，全

力打造美丽管城。

二、实施范围及目标任务

结合我区实际，实施范围集中在管城回族区东南部，刘德城、

席村、毕河村、大湖、张华楼、野曹、南曹村区域范围内，大力

发展苗木、花卉、林果、蔬菜。2017 年至 2018 年，共发展生态

农业面积 1.5 万亩。其中：

（一）2017 年，发展生态农业面积 0.75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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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发展生态农业面积 0.75 万亩。

三、主要建设内容及要求

（一）建设规模。生态农业园、休闲观光农业园集中连片

50 亩以上，连片种植蔬菜、花卉、苗木的集中连片面积 30 亩以

上。

（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日光温

室及塑料大棚要按照郑州市有关标准建设。节水灌溉率达 100%，

病虫害物理和生物防控技术应用率达到 100%；有条件的园区要

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制度，对园内生产者和产品实行统一编码管

理，统一包装和标识。

（三）苗木种植。以果树种植为主的园区每亩定植密度不低

于 110 株，当年成活率不低于 90%，第三年成活率达到 95%以上。

集中连片种植花卉、苗木、林果，当年花卉、苗木、林果覆盖率

不低于 65%，第二年不低于 80%，第三年达到 90%以上，严禁种

植规格过小的树种苗木用于套取财政资金。

（四）休闲农业设施。以休闲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可根据

实际需要配套建设农事景观观光道路、供水供电设施、太阳能路

灯、标识标牌、安全防护栏、生态停车场、公共卫生间、休憩设

施、游客综合服务中心、农产品销售区、农耕文化及科普展示基

地、创意景观、特色民宿、垃圾污水（粪便）处理、农业废弃物

回收处理、信息网络等基础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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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重点支持辖区内的行政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业企业、

农民合作社，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生态农业园、休闲观光农业园，

蔬菜、花卉、苗木集中连片种植基地。

（一）奖补方式。项目奖补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照 1:1

比例配套，奖补资金采用先建后补，奖补前首先由区级有关部门

聘请第三方公司对项目投资完成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

后，提请市级验收，经市、区两级验收合格后，进行奖补。

（二）生态补偿。对符合条件的规模经营主体给予三年生态

补偿，补偿标准第一年为 1500 元/亩，第二年为 1000 元/亩，第

三年为 1000 元/亩。

（三）改造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对按照有关要求建设的生态

农业项目，每亩补助资金 2000 元。

（四）落实配套用地政策。按照《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

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

号）和《国土资源厅 农业厅关于强化设施农业和生态农业用地

保障服务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通知》（豫国土资规〔2015〕3 号）

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农业生产设施用地、附属设施用地以及配套

设施用地给予支持。对流转土地 500 亩以上发展生态农业的，要

按照 5%的比例给予配套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五）强化督查考核。成立都市生态农业建设指挥部，加强

对生态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定期对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督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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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重点考核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农业配套设施用地指标落实情

况、配套资金落实情况。

附件：1．管城回族区环城都市生态农业建设目标任务分解

表

2．环城都市生态农业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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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管城回族区环城都市生态农业建设目标
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单位

项目 耕地

面积
2017 年 2018 年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南曹乡 13000 6500 6500 南曹乡 陈慧军

十八里河

街道办事处
2016 1008 1008

十八里河

街道办事处
王子慧

合 计 15016 7508 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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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城都市生态农业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要求

一、基础设施

1．道路部分：园区主干道路面宽度在 6米至 10 米之间，面

层厚度不小于 0.18 米，基层厚度不低于 0.18 米，路肩宽度不低

于 0.8 米；次干道路面宽度在 3米至 6米，面层厚度不小于 0.15

米，基层厚度不低于 0.15 米，路肩宽度不低于 0.5 米。主、次

干道面层材料应采用沥青或商品混凝土，基层一般为三七灰土、

泥结碎石或砂石并按施工标准进行压实。

2．水源工程：包括农用井和灌溉配套工程。

（1）农业灌溉所修建的各类水井的建设与配套井、泵、供

电、井台、井盖、智能控制系统、节水工程等配套设备齐全，井

深不宜超过 80 米，井管采用钢筋混凝土管，滤料采用硅质砂，

符合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技术要求》。

（2）灌溉配套工程引水、输水管道、泵站、无塔供水、机

井房等建设符合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技术要求》。园区节

水灌溉达到全覆盖，地埋干管直径不低于 90 毫米，地埋支管直

径不低于 75 毫米，材质为 PVC 或 PE，首部枢纽处配备水肥一体

化设备。

3．电力：电力体系必须满足示范园内生产和其他运营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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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高、低压线路、配电房、变压器等的配备符合国家《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程技术要求》。

二、农业生产设施

1．生产设施：包括日光温室、连栋大棚、双拱大棚、避雨

栽培设施等。建设标准参照《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郑州

市财政局关于申报 2013 年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的通知》（郑农财

〔2013〕21 号）。日光温室主要包括钢骨架拱杆、后坡及后墙

外保温层、自动卷帘机、自动灌溉系统。连栋大棚主要包括混凝

土基础、钢骨架立柱、钢骨架拱杆、自动灌溉系统。双拱大棚、

避雨栽培设施主要包括混凝土基础、钢骨架拱杆、自动灌溉系统。

2．农产品必备检测设备：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规检测设备、

设施应能达到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产地常规检测要求。

3．有害生物防治设备：包括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综合防

治所需要的设备及安装材料，如杀虫灯等。露地生产全面应用杀

虫灯，单盏控制面积不高于 30 亩。设施栽培应按作物要求配置

防虫网、粘虫板等。

4．晾晒、贮藏、保鲜设施设备：包括晒场、仓储、冷藏保

鲜库、预冷库和农机及运输车辆停放场等建设。初加工设施设备

（清洗、分级、包装等）。建设标准参照相关行业有关标准。

5．智慧农业：园内设施生产类项目，原则上应采用全程智

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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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肥一体化技术主要设备

1．微喷灌水肥一体化。包括潜水泵、离心式过滤器、叠片

式过滤器（反冲洗）、施肥罐（带搅拌泵）、加压注肥泵、微喷带、

控电柜、阀门（止回阀、蝶阀、排气阀等）、下井管、地面支管、

辅助连接配件、配套地下管网。

2．滴灌水肥一体化。包括潜水泵、离心式过滤器、叠片式

过滤器（反冲洗）、施肥罐（带搅拌泵）、加压注肥泵、滴灌带（内

镶式、迷宫式）、控电柜、阀门（止回阀、蝶阀、排气阀等）、下

井管、地面支管、辅助连接配件、配套地下管网。

3．喷灌机水肥一体化。包括潜水泵、离心式过滤器、叠片

式过滤器（反冲洗）、施肥罐（带搅拌泵）、加压注肥泵、喷灌机

（平移式、中心支轴式、卷盘式）、控电柜、阀门（止回阀、蝶

阀、排气阀等）、下井管、地面支管、辅助连接配件、配套地下

管网。

4．大流量宽幅喷灌水肥一体化。包括潜水泵、施肥池（带

搅拌泵）、加压注肥泵、大流量对称式旋转喷灌头、控电柜、阀

门（止回阀、蝶阀、排气阀等）、立杆（可加长）、下井管、地面

支管、辅助连接配件、配套地下管网。

5．自动伸缩喷灌水肥一体化。包括潜水泵、离心式过滤器、

叠片式过滤器（反冲洗）、施肥罐（带搅拌泵）、加压注肥泵、地

埋式自动伸缩喷灌（阀体、阀杆、喷头）、控电柜、阀门（止回

阀、蝶阀、排气阀等）、立杆（可加长）、下井管、地面支管、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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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连接配件、配套地下管网。

以上 5种模式均可选配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主要设备：包

括监控主机、软件系统、采集控制单元、施肥控制单元、常闭电

磁阀、脉冲电磁阀、流量传感器、液位传感器、土壤水分传感器、

首部系统控制柜、地埋柜、数据线及辅助材料。

四、休闲农业设施

1．道路设施：道路顺畅，进出便捷，美化绿化，能够满足

庄园农业生产、观光采摘、环境保护等多方面需要。

2．水电设施：本着节约能源、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的原则

进行设置，做到安全适用，维护管理方便并能满足庄园生产、生

活和休闲观光的需要。

3．安全防护设施：危险地段标志明显，安全防护设施齐备，

并与园区周边环境相协调。

4．生态停车场：位置合理，容量满足游客接待要求，环境

整洁，绿化美观。

5．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合理，规模适度，设施齐全，具备

提供信息、咨询、游程安排、讲解、教育、休息等旅游设施和服

务功能。

6．标示标牌：道路导识布设合理，规范醒目，景物介绍牌

布置合理，能烘托整体环境。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应满足

GB/T10001.1-2000 和 GB/T10001.2-2002 的要求。

7．农耕科普基地：位置合理，规模适度，设施齐全，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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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农业历史展示、民俗文化普及、自然科普认知、青少年素质

拓展等科普服务功能。

8．公共卫生间：与接待能力相匹配，布局合理，设施设备

应达到 GB/T18973-2003 规定的三星级及以上旅游厕所标准。

9．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要符合环保标准，能有效处理日常

垃圾（粪便），确保园区自然生态良好，对周边环境无污染。

10．创意景观：景观的位置、高度、体量、风格、造型、色

彩要与整体环境相适应，有当地民俗文化，有独特性，能增加园

区环境的美观度和游客的观赏性。

11．特色民宿：无论是新建还是利用空置的民宅、农舍进行

改造，服务设施应符合现行《旅馆建设设计规范》的规定，残疾

人使用的建筑设施，应符合《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

设计规范》的规定。并且要有地域性、文化性、观赏性、功能性、

多样性和人性化的特征，使游客身心得到放松和享受。

12．农产品销售区：布局合理，环境整洁，秩序良好。农产

品及旅游商品种类丰富，地方特色突出。

13．休憩设施：设置合理、美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不采

用粗糙饰面材料，也不采用易刮伤肌肤和衣物的构造。

14．信息网络：信号稳定、接入便捷，能满足游客正常休闲

娱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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