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或者运往国外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初审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或者运往国外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者样本初审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

或者运往国外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初审的审批依

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4.1《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4 年 11 月 12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4 号公布 根据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

令第 698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第十一条。

4.2《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审批办法》（2005

年 5月 20日农业部令第52号公布 2016年 5月 30日农业部令2016

年第 3 号修订）第十九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申请范围为拟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动

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规定的动物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或者运往国外的事项。

8.2 运输的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使用目的

合法。

8.3 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接收单位取得国家

生物安全三级或者四级实验室认可证书，并取得农业农村部或省级兽

医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从事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

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批准文件；或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生物制

品批准文件；或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指定菌（毒）种保藏文件。

8.4 盛装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容器或者包

装材料符合农业农村部制定的《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或

者样本运输包装规范》的规定。

9 申请材料目录

9.1 运输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申请表；

9.2 实验活动批准文件和评审报告；

9.3 生物制品批准文件；



9.4 菌（毒）种保藏文件；

9.5 证明材料。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现场办结。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应当

及时告知申请人。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2 渔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审批、审核上报初审

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渔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审批、审核上报初审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渔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审

批、审核上报初审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限

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2018 年 12 月 3 日农业农村部令 2018

年第 1 号公布）第三条、第十二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远洋渔船；



8.2 因特殊需要，超过国家下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船网工具

控制指标的渔船；

8.3 其他依法应由农业农村部审批的渔船。

9 申请材料目录

9.1 更新改造渔船申请；

9.1.1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9.1.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

9.1.3 被更新改造渔船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国籍证书和渔业捕捞许

可证；

9.1.4 证明、影像资料原件、注销证明原件；

9.1.5 证明、我驻项目所在国使（领）馆意见；

9.1.6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9.1.7 县级以上主管机构提供的遗失证明；

9.1.8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所有权证书和国籍证书。

9.2 购置渔船申请

9.2.1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9.2.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

9.2.3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所有权证书和国籍证书；

9.2.4 渔船购置意向性材料；

9.2.5 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

9.2.6 渔业捕捞许可证；

9.2.7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转移船网工具指标的证明；



9.2.8 与外方的合作协议或有关当局同意入渔的证明，我驻项目所在

国使（领）馆意见；

9.2.9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9.2.10 抵押权人和买受人知晓渔船存在抵押情况的书面材料。

9.3 进口渔船申请

9.3.1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9.3.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

9.3.3 县级以上主管机构提供的遗失证明；

9.3.4 与外方的合作协议或有关当局同意入渔的证明，我驻项目所在

国使（领）馆意见；

9.3.5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9.3.6 进口理由的详细说明；

9.3.7 旧渔业船舶进口技术评定书；

9.3.8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所有权证书和国籍证书。

9.4 制造渔船申请

9.4.1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

9.4.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人户籍证明；

9.4.3 县级以上主管机构提供的遗失证明；

9.4.4 与外方的合作协议或有关当局同意入渔的证明，我驻项目所在

国使（领）馆意见；

9.4.5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9.4.6 船舶初步设计方案；



9.4.7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定点拆解船厂共同出具的渔业船

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船舶拆解相关影像资料原件和原发证机关

出具的渔业船舶证书（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

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原件；

9.4.8 船舶灭失证明和原发证机关出具的渔业船舶证书（渔业船舶检

验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原件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20 个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3.绿色食品标志使用的初审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绿色食品标志使用初审

2 适用范围

2.1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初审的审

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2012 年 7月 30 日农业部令第 6号公

布 2019 年 4 月 25 日农业农村部令第 2号修订)第五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8.2 具有绿色食品生产的环境条件和生产技术；

8.3 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8.4 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生产技术人员和质量控制人员；

8.5 具有稳定的生产基地；

8.6 申请前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

9 申请材料目录

9.1 标志使用申请书；

9.2 资质证明材料；

9.3 产品生产技术规程和质量控制规范；

9.4 预包装产品包装标签或其设计样张。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20 个工作日(检验考核时间

不超过 5 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通过审查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4.出口蚕遗传资源、涉外合作研究利用蚕遗传资源初审

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出口蚕遗传资源、涉外合作研究利用蚕遗传资源初审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出口蚕遗传资源、涉外合作

研究利用蚕遗传资源初审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

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蚕种管理办法》(2006 年 6月 28 日农业部令第 68 号公布）第九

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禁止除杂交一代蚕品种以外的蚕遗传资源出口；



8.2 对外合作研究利用蚕遗传资源的，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畜禽遗传资

源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的审批办法审批。

9 申请材料目录

9.1《出口蚕遗传资源初审申请表》；

9.2 国家共享惠益方案等；

9.3 蚕遗传资源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申请表。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5.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初审

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初审

2 适用范围

2.1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初审申

请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2007 年 12 月 25 日农业部令第 11

号公布 2019 年 4月 25 日农业农村部令第 2 号修订）第四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地市审核确认；

8.2 称谓由地理区域名称和农产品通用名称构成；



8.3 产品有独特的品质特性或者特定的生产方式；

8.4 产品品质和特色主要取决于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因

素；

8.5 产品有限定的生产区域范围；

8.6 产地环境、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要求。

9 申请材料目录

9.1 登记申请书；

9.2 申请人资质证明；

9.3 产品典型特征特性描述和相应产品品质鉴定报告；

9.4 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9.5 地域范围确定性文件和生产地域分布图；

9.6 产品实物样品或者样品图片；

9.7 其他必要的说明性或者证明性材料。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45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30 个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

提出审查意见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意见和建议通知申请人。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6.农药登记初审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农药登记初审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农药登记初审的审批依据、

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4.1《农药管理条例》（1997 年 5月 8日国务院令第 216 号公布 2017

年 2月 8 日国务院第 164 次常务会议修订）第六条、第七条。

4.2《农药登记管理办法》（2017 年 6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令2017年第 3号公布 根据2018年 12月 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农村部令 2018 年第 2号修正）第四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申请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

8.2 申请人资质和基本信息真实可信；

8.3 申请材料齐全、真实；

8.4 装订规范。

9 申请材料目录

9.1：申请原药正式登记

9.1.1《农药正式登记申请表》；

9.1.2 产品摘要资料；

9.1.3 产品化学资料；

9.1.4 毒理学资料；

9.1.5 环境影响资料；

9.1.6 标签或者所附具的说明书；

9.1.7 产品安全数据单；

9.1.8 其他资料，包括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的毒理学、环境影响试

验和登记情况资料或综合查询报告等。

9.2 制剂正式登记

9.2.1《农药正式登记申请表》；

9.2.2 产品摘要资料；

9.2.3 产品化学资料；

9.2.4 毒理学资料；

9.2.5 环境影响资料；



9.2.6 标签或者所附具的说明书；

9.2.7 产品安全数据单；

9.2.8 其他资料，包括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的毒理学、环境影响试

验和登记情况资料或综合查询报告等；

9.2.9 药效资料；

9.2.10 残留资料。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可以

根据申请人意愿，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7.肥料登记初审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肥料登记初审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肥料登记初审的审批依据、

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4.1《肥料登记管理办法》（2000 年 6 月 23 日农业部令第 32号公

布 2004 年 7月 1日农业部令第 38号第一次修正 2017 年 11月 30

日农业部令第 8 号第二次修正）第十条。

4.2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2001 年 5月 25 日农业部公告第 161

号发布，2017 年 11 月 30 日农业部令第 8号修订）。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http://www.moa.gov.cn/gk/tzgg_1/gg/200210/t20021016_14548.htm


申请人应是经行政管理机关正式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肥料生产企

业。

9 申请材料目录

9.1《肥料登记申请书》；

9.2 企业证明文件。申请人应提交标注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企业注册

证明文件复印件；

9.3 田间试验报告。申请人应按相关技术要求在中国境内开展规范的

田间试验，提交每一种作物 1 年 2 个以上(含)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 2

年以上（含）的试验报告。肥料田间试验应客观准确反映供试产品的

应用效果，有确定的试验地点、科学的试验设计和规范的田间操作，

由具有农艺师（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主持并签字认可。田间试验报告

需注明试验主持人并附职称证明材料、承担田间试验的农户姓名和联

系方式，相关试验记录和影像资料要留存备查。土壤调理剂（含土壤

修复微生物菌剂）试验应针对土壤障碍因素选择有代表性的 2 个地点

开展，提交连续 3年（含）以上的试验结果；专用于有机物料堆沤或

堆腐的有机物料腐熟剂产品提交 2 次（点）堆沤或堆腐试验结果。申

请人可按要求自行或委托有关机构开展肥料田间试验。受托开展田间

试验的机构可视情况要求委托方提交供试产品检测报告。

9.4 产品执行标准。申请人应提交申请登记产品的执行标准，且符合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的规定；

9.5 产品标签样式。申请人应提交符合《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肥料

登记资料要求》规定的产品标签样式要求。



9.6 产品安全性资料。安全性风险较高的产品，申请人还应按要求提

交产品对土壤、作物、水体、人体等方面的安全性风险评价资料。

9.7 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资料。包括企业的基本概况、人员组成、技术

力量、生产规模、设计产能等。

9.8 产品研发报告。包括研发背景、目标、过程、原料组成、技术指

标、检验方法、应用效果及产品适用范围等。微生物肥料还应提交生

产用菌种来源、分类地位（种名）、培养条件、菌种安全性等方面资

料。

9.9 生产工艺资料。包括原料组成、工艺流程、主要设备配置、生产

控制措施。并附企业生产和质量检测设备设施（包括检验仪器）图片

等资料；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应当

及时告知申请人。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8.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初审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初审

2 适用范围

2.1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初审

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4.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 年 7月 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3 年 6 月 29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15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第二十

二条。

4.2《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2017 年 3月 30 日农业部令第 1

号公布）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

4.3《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2003 年 11 月 30 日山西省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8年 11月 30日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第八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在推广前应当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予

以登记公告

9 申请材料目录

9.1 申请表；

9.2 品种特性、育种过程等的说明材料；

9.3 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报告；

9.4 种子、植株及果实等实物彩色照片；

9.5 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材料；

9.6 品种和申请材料合法性、真实性承诺书；

9.7 申请单位（申请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身份证）复印件；

9.8 基本情况说明。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符合要求的，将审查意见报农业农村部，并通知申请者提交种子样

品。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9.猎捕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初审办事指南

1事项名称

猎捕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初审

2 适用范围

2.1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猎捕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初审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4.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 年 11 月 8日第七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8 年 10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七条。

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 年 9 月

17 日国务院批准 1993 年 10 月 5 日农业部令第 1 号发布 根据 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十三条。

4.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1999 年 6 月 24

日农业部令第 15 号发布 2019 年 4 月 25 日农业农村部令第 2 号修

订） 第十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符合国家捕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的活动。

9 申请材料目录

9.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利用特许证件申请

表》。

9.2 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

捉的，需提供省级以上有关部门下达的科研、调查、监测等计划或任

务书。

9.3 因人工繁育需要捕捉的，需提供《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

（核验）。

9.4 因国际交往捐赠、交换需要捕捉的，需提供当地县级以上渔业主

管部门或者外事部门出具的公函。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日，承诺时限：15 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应当及时

告知申请人。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10.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白鱀豚等）和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白鱀

豚等）初审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白鱀豚等）

和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白鱀豚等）初审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白鱀豚等）和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白鱀豚等）初审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

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4.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 年 11 月 8 日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第二十

五条 第二十七条。

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 年 9月

17 日国务院批准，1993 年 10 月 5 日农业部令第 1号发布；根据 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十八条

4.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1999 年 6月

24 日农业部令第 15 号公布；2019 年 4月 25 日农业农村部令 2019 年

第 2号修订）。 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2016

年 4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465 号发布、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令第

698 号修订）第十条。

4.5 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公告 2017 年第 14 号。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白鱀豚等）

8.1.1 有适宜驯养繁殖水生野生动物的固定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8.1.2 具备与驯养繁殖水生野生动物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资金、技术

和人员。

8.1.3 具有充足的驯养繁殖水生野生动物的饲料来源。

8.2 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白鱀豚

等）



8.2.1 出售、购买、利用的水生野生动物物种来源清楚稳定。

8.2.2 不会造成水生野生动物物种资源破坏。

8.2.3 不会影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形象和对外经济交往。

9 申请材料目录

9.1 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白鱀豚

等）初审

9.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利用特许证件申请

表；

9.1.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教学、科研单位事业法人证书或个人身份

证件（核验）；

9.1.3 物种来源；

9.1.4 固定经营利用场所使用证、协议、合同。

9.2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初审（白鱀豚等）

9.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利用特许证件申请

表；

9.2.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教学、科研单位事业法人证书或个人身份

证件（核验）；

9.2.3 物种来源；

9.2.4 固定繁育场所使用证、协议、合同。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日，承诺时限：15 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应当及

时告知申请人。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

（电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9 流程图



11.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确定

初审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确定初审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

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确定初审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

办理时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4.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等五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十三条。

4.2《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2006 年 6

月 5日农业部令第 64 号公布）第十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场址在原产地或与原产地自然生态条件一致或相近的区域；

8.2 场区布局合理，生产区与办公区、生活区隔离分开。办公区设

技术室、资料档案室等。生产区设置饲养繁育场地、兽医室、隔离

舍、畜禽无害化处理、粪污排放处理等场所，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

防疫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规定；

8.3 有与保种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主管生产的技术负

责人具备大专以上相关专业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直接从事保种

工作的技术人员需经专业技术培训，掌握保护畜禽遗传资源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

8.4 符合种用标准的单品种基础畜禽数量要求：猪：母猪 100 头以

上，公猪 12 头以上，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家系数不少于 6 个。

牛、马、驴、骆驼：母畜 150 头（匹、峰）以上，公畜 12 头（匹、

峰）以上，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家系数不少于 6 个。羊：母羊

250 只以上，公羊 25 只以上，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家系数不少

于 6 个。鸡：母鸡 300 只以上；公鸡不少于 30 个家系。鸭、鹅：母

禽 200 只以上；公禽不少于 30 个家系。兔：母兔 300 只以上，公兔

60 只以上，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家系数不少于 6 个。犬：母犬

30 条以上，公犬不少于 10 条。蜂：60 箱以上。抢救性保护品种及其



他品种的基础畜禽数量要求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规定；

8.5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饲养、繁育、免疫等技术规程。

9 申请材料目录

9.1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申请表；

9.2 说明资料；

9.3 系谱、选育记录等有关证明材料；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电

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6.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

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6.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

可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12.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初审办事指

南

1 事项名称

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初审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规定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

外合作研究利用初审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办理时

限等内容；

2.2 本事项审批对象为企业。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依据

4.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等五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4.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

批办法》（2008 年 8月 20 日国务院第 23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8 年

8月 28 日国务院令第 533 号公布)第十一条。

5 受理机构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



6 决定单位

农业农村部。

7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8 申请条件

8.1 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8.1.1 引进的目的明确、用途合理；

8.1.2 符合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8.1.3 引进的畜禽遗传资源来自非疫区；

8.1.4 符合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有关规

定，不对境内畜禽遗传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

8.2 向境外输出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

8.2.1 用途明确；

8.2.2 符合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8.2.3 不对境内畜牧业生产和畜禽产品出口构成威胁；

8.2.4 国家共享惠益方案合理。

8.3 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8.3.1 研究目的、范围和合作期限明确；

8.3.2 符合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8.3.3 知识产权归属明确、研究成果共享方案合理；



8.3.4 不对境内畜禽遗传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

8.3.5 国家共享惠益方案合理。

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应

当是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中方教育科研机构、中方独资企业。

9 申请材料目录

9.1 农业农村部畜禽遗传资源引进申请表；

9.2 畜禽遗传资源买卖合同或者赠与协议；

9.3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9.4 出口国家或地区法定机构出具的种畜系谱或者种禽代次证明；

9.5 产地、分布、培育过程、生态特征、生产性能、群体存在的主

要遗传缺陷和特有疾病等资料。

10 申请接收

接收地点：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办公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 50 号

联系电话：0351-7731450

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11 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报送、网上提交、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材料。

12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审查意见

审查通过的，签署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审查不予通过的，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5 材料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管理处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电

子文档）报送农业农村部。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17.1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本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7.2 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通过审查通知书之日起，申请人可

以在 60 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 6 个月内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 咨询途径

现场咨询：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农业农村厅 21 号窗口

电话咨询：0351-7731445 或 12345

18 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51-773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