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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农发【2021】37 号

怀仁市农业农村局 怀仁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怀仁市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

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有关农机经销企业、购机户：

为贯彻落实好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切实做好 2021 至

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支持引导农民购置先进适用的农业

机械，推动全省农机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总结近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的《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

贴实施指导意见》，依据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财政厅印

发的《全省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晋农

机发【2021】5 号）和朔州市农业农村局、朔州市财政局印发

的《朔州市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细则》（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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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21】139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怀仁

市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细则》，现予印发，请

遵照执行。

附件：怀仁市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细则

怀仁市农业农村局 怀仁市财政局

2021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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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怀仁市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

补贴实施细则

为指导、规范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的落实，依据山西省农

业农村厅、山西省财政厅印发的《全省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

置补贴实施方案》（晋农机发【2021】5 号）和朔州市农业农村

局、朔州市财政局印发的《朔州市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

贴实施细则》（朔农发【2021】139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实施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

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

省委“三农”及乡村振兴工作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

同步”总体思路要求，聚焦市委“123321”工作思路，实施农业

“特”“优”发展战略，以满足农民群众对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为

目标，以稳定实施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益为主线，落实“机、

田、证”协调推进及“人、地、机”融合发展的新要求，破除制

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进一步畅通农业机械化发展各个环节，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

撑。同时，坚持突出重点，紧紧围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过程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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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有机旱作农业机械化以及雁门关农牧

交错带示范区等，精准实施补贴政策；坚持绿色生态导向，大力

推广节能环保、精准高效农业机械化技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二、实施重点

一是突出稳产保供。将粮食、生猪等重要农畜产品生产所需

机具全部列入补贴范围，应补尽补。探索开展粮食烘干等成套设

施装备及高端智能自主创新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工作。二是突出

科技创新。推广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终端设备，确保农

业生产数据安全。推荐开展农机专项鉴定，支持农机创新产品取

得补贴资质，尽快列入补贴范围。三是突出“有升有降”。提高

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所需机具、丘陵山区特色产业发展急需机具以

及高端、复式、智能农机具的补贴额，降低轮式拖拉机等区域内

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机具的补贴额，逐步将部分低价

值的机具退出补贴范围。四是突出效能提升。推广应用手机 APP、

人脸识别、补贴机具二维码管理和物联网监控等技术，加快推进

补贴全流程线上办理。优化补贴办理流程，缩短机具核验时限，

加快补贴资金兑付，保障农民和企业合法权益。提升违规行为排

查和监控能力,对套取、骗取补贴资金的产销企业实行罚款处理，

从严整治违规行为。

三、补贴范围和补贴机具

在全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15大类38个小类127个品目种类

范围内，结合我市农业生产实际，按照朔州市选取的 15 大类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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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类 125 个品目作为我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全市补

贴范围原则上保持总体稳定，必要的调整按年度进行。特色农业

发展所需和小区域适用性强的机具，可列入本市财政安排资金的

补贴范围，具体补贴机具品目和补贴标准由市自定，不得占用中

央财政补贴资金。

补贴机具必须是补贴范围内的产品（农机专项鉴定产品、农

机新产品除外），同时还应具备以下资质之一：（1）获得农业

机械试验鉴定证书（包括尚在有效期内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

书）；（2）获得农机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3）列入农机自愿

性认证采信试点范围，获得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补贴机具

须在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产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

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金属铭牌。

大力支持农机创新产品列入补贴范围。农机鉴定部门要贯彻

落实新修订的《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围绕我省农业“特”

“优”发展战略和丘陵山区对农业机械化生产需求实际，积极开

展农机专项鉴定，加快农机创新产品获得农机试验鉴定证书步

伐，并按规定列入补贴范围。继续组织实施中央财政农机新产品

购置补贴试点，积极探索补贴建设标准成熟的烘干机配套设施、

温室大棚骨架和标准化猪舍钢结构、智能养殖（含渔业）设备、

果菜茶初加工等成套设备。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工作，

待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发布具体操作办法后另行通知。

四、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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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

称购机者），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实

施范围覆盖全市 8 乡（镇）3 街道，开发区的农机购置补贴业务

纳入所在市范围。

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具体补贴额度以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补贴额一览表为准。机具补贴定额由省

农机中心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测算确定，原

则上不超过上年度同档产品平均销售价格的 30%。一般补贴机具

单机补贴限额原则上不超过 5 万元；挤奶机械、烘干机单机补贴

限额不超过12万元；100马力以上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

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水稻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机具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 15万元；200马力

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25万元；大型棉花收获机单机、

成套设施装备单套补贴限额不超过60万元。

为增强购机者议价自主权，具体产品的补贴额不再对外公布。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现具体产品或档次的中央财政资金实际补贴

比例超过50%的，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应及时组织调查，对有违

规情节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对无违规情节的补贴申请，可按原

规定兑付补贴资金。同时，要对相关产品及其所属档次补贴额进行

评估，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市农业农村局。

五、资金分配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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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购置补贴支出主要用于支持购置先进适用农业机械，以

及开展有关试点和农机报废更新等方面。市农业农村局会同财政

局根据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情况，采用因素法（包括基础性因素和

政策性因素、绩效因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素、工作经费

保障因素等）测算、不突破县级需求上限分配补贴资金。分配资

金时，调减资金结转量大、政策实施风险高、资金使用效益低地

区的预算规模。市财政局会同农业农村局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监

测，定期调度和发布各县（市、区）资金使用进度，督促各地优

先使用结转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

厅按需组织开展市际补贴资金余缺调剂；市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

农业农村部门按需组织开展县际补贴资金余缺调剂。重点将实施

进度低于序时进度县（市、区）的补贴资金调增给供需缺口较大

的县（市、区），确保不发生资金大量结转，促进资金使用实现

两年动态紧平衡。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按《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商

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

通知》（农办机〔2020〕2 号）、《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山西省

财政厅 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全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

施方案>的通知》（晋农机发〔2020〕4 号）、《朔州市农业农

村局 朔州市财政局 朔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朔州市农业机械报

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朔农发〔2021〕9 号）、《怀

仁市农业农村局 怀仁市财政局 怀仁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怀仁市



- 8 -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怀农发〔2021〕36

号）执行。

农机购置补贴属约束性任务，资金须足额保障，不得用于其

他任务支出。市财政部门要保障补贴工作实施必要的组织管理经

费。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

农业农村（农机）、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联合

实施和监管机制，按照“省级主要负责制度建设，市级主要负责

监管督促，县级主要负责具体实施”的总体思路，健全完善风险

防控工作制度和内部控制规程，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

要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廉政警示教育，提高补贴工作人员业务素

质和风险防控能力。要建立“谁办理、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

追究制度，并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作用，研究解决政

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深入落

实农业农村（农机）部门组织实施、审核监管责任和财政部门资

金兑付、资金监管责任。要加强绩效管理，形成管理闭环，切实

提升政策实施管理工作能力水平。要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技术支撑

和管理服务工作，共同为政策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二）优化服务，提升效能

市级农业农村（农机）部门、财政部门要依托农机购置补贴

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动态分析县级农业农村（农机）和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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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补贴申请具体时限，及时提醒或通报超时办理行为，督促各

县（市、区）切实加快补贴申请受理、资格审核、机具核验、资

金兑付等工作，省级将视情况予以通报。提高补贴机具核验信息

化水平，加快农机试验鉴定、补贴机具投档、牌证管理、补贴资

金申领等环节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推动补贴机具由人工核验向

信息化核验转变。积极探索补贴申请、核验、兑付全流程线上办

理新模式，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实施与监管信息化技术集成应用。

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对经司法机关认

定为恶意拖欠农机生产经销企业购机款的购机者，取消其享受补

贴资格。

（三）公开信息，接受监督

农业农村（农机）部门要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宣传挂图、报

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式，以及村务公开等渠道，全方

位开展补贴政策与实施工作宣传解读，着力提升政策知晓率，切

实保障购机者、农机产销企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要按职责分工和有关规定，健全完善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

栏，要建立信息审核发布机制，按要求发布并公开本地区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方案或细则、操作程序、补贴机具信息、近三年市域

内补贴受益信息、咨询投诉举报电话、违规查处结果及省发布的

补贴额一览表等信息。严禁对外公布购机者身份证号、电话号码、

银行账号等购机者隐私信息。

（四）加强监管，严惩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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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贯彻《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农办机

〔2019〕6 号）、《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

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农办财〔2017〕26 号）以及《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山西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

（晋农机发〔2019〕1 号）等文件和本方案要求，认真落实风险

防控责任，严格信用管理和农机产销企业承诺制，有效开展违规

行为全流程分析排查，强化农、财两部门联合查处，从严整治突

出违规行为，有效维护政策实施良好秩序。

农业农村（农机）、财政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印发本地 2021

—2023 年实施方案或细则，并抄报上级主管部门。每年 11 月 30

日前，要将全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含试点工作开

展情况)总结报告报送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同时，按年度向

市农业农村局上报补贴范围调整和农机创新产品补贴试点建议；

按要求提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测算比例调整建议（见附件

3）

附件：1．2021—2023 年怀仁市农机购置补贴操作程序

2. 朔州市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围

3．2021—2023 年全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测算

比例调整建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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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2023 年怀仁市农机购置补贴操作程序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

级结算、直补到卡（户）”方式实施。购机者自主选择购买机具，

按市场化原则自行与农机产销企业协商确定购机价格与支付方式，

并对交易行为真实性、有效性和可能发生的纠纷承担法律责任。购

机行为完成后，购机者自主向我市农业农村（农机）部门或使用手

机APP（可登录山西农机化信息网相关网页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

下载安装“农机购置补贴”APP）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

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按相

关规定申办补贴。实行牌证管理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按以下流程操作。

一、发布实施规定

农业农村（农机）部门、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和有关规定发

布本市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或细则、操作程序、补贴机具信息

表、咨询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二、组织机具投档

省农业农村厅按照《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投档工作规范（试

行）》等要求，全面运用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自主投档平台，常年

受理企业投档，组织开展形式审核，公示公布投档结果，并导入

办理服务系统。生产企业对投档产品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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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档产品信息不实、虚假等造成的损失或纠纷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三、受理补贴申请

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全面实行办理服务系统常年连续开放，

逐步推广使用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手机APP等信息化技术，方便购

机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申请。争取为购机者提供机具核验、补贴申

请受理、牌证管理等一站式服务，加快实现购机者线下申领补贴

“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数量达

到当年可用资金（含结转资金和调剂资金）总量 110%的，应及

时发布公告，停止受理补贴申请。

四、审验公示信息

农业农村（农机）部门按照《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

验工作要点（试行）》及《怀仁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

要点（试行）》要求，对申请补贴相关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对

补贴机具进行核验，其中牌证管理机具凭牌证免于现场实物核

验。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在收到购机者补贴申请后，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因资料不齐全等原因无法

受理的，应注明原因，并按原渠道退回申请；对符合条件可以

受理的，应于 13 个工作日内（不含公示时间）完成相关核验

工作。可结合工作实际，自行明确购机户的现场核验时间。并

在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实时公布核验通过的补贴申请

信息，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汇总形成农机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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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补贴资金结算明细表（见附表 1）等有关材料，报送县级财

政部门。核验、公示、报送材料时间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鼓

励在乡村或补贴申请点公示栏中同时公开公示信息。

五、兑付补贴资金

财政部门审核农业农村（农机）部门提交的资金兑付申请与有

关材料，对符合补贴要求的兑付申请，按照先操作办理服务系统后

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的程序，于15个工作日内向符合要求的购机者

兑付资金。严禁挤占挪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因资金不足或加强监

管等原因需要延期兑付的，应告知购机者，并及时与同级农业农村

部门联合向上一级财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报告资金供需情况。补

贴申领原则上当年有效，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办理手续

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可在下一个年度优先兑付。因违规、

退货等原因退回的补贴资金由财政部门纳入补贴资金计划，继续使

用。退货档案材料由经销企业交农业农村（农机）部门保存。

补贴政策实行跨年度连续实施，除发生违规行为或补贴资金

超录外，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且补贴机具

资质、补贴标准和办理程序等均按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并录入办

理服务系统时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受政策调整影响，切实稳定购

机者补贴申领预期。购机者对其购置的补贴机具拥有所有权，可

自主使用、依法依规处置。

附表 1：农机购置补贴发放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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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农机购置补贴发放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表编号 购机者姓名
机具

名称
机具型号 补贴金额（元） 银行卡号/银行账户

合 计

分管领导（签字）： 审核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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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怀仁市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

机具种类范围

（15 大类 37 个小类 125 个品目）

1.耕整地机械

1.1 耕地机械

1.1.1 铧式犁

1.1.2 圆盘犁

1.1.3 旋耕机

1.1.4 深松机

1.1.5 开沟机

1.1.6 耕整机

1.1.7 微耕机

1.2 整地机械

1.2.2 起垄机

1.2.4 筑埂机

1.2.5 铺膜机

1.2.6 联合整地机

2.种植施肥机械

2.1 播种机械

2.1.1 条播机

2.1.2 穴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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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小粒种子播种机

2.1.4 根茎作物播种机

2.1.5 免耕播种机

2.1.6 铺膜播种机

2.1.7 水稻直播机

2.1.8 精量播种机

2.1.9 整地施肥播种机

2.2 育苗机械设备

2.2.1 种子播前处理设备

2.2.2 营养钵压制机

2.2.3 秧盘播种成套设备（含床土处理）

2.3 栽植机械

2.3.1 水稻插秧机

2.3.2 秧苗移栽机

2.4 施肥机械

2.4.1 施肥机

2.4.2 撒肥机

3.田间管理机械

3.1 中耕机械

3.1.1 中耕机

3.1.3 埋藤机

3.1.4 田园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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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植保机械

3.2.1 动力喷雾机

3.2.2 喷杆喷雾机

3.2.3 风送喷雾机

3.2.4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3.3 修剪机械

3.3.1 茶树修剪机

3.3.2 果树修剪机

3.3.3 枝条切碎机

4.收获机械

4.1 谷物收获机械

4.1.1 割晒机

4.1.2 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4.1.3 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

4.2 玉米收获机械

4.2.1 自走式玉米收获机

4.2.2 自走式玉米籽粒联合收获机

4.2.3 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

4.4 果实收获机械

4.4.3 辣椒收获机

4.6 花卉（茶叶）采收机械

4.6.1 采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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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根茎作物收获机械

4.8.1 薯类收获机

4.9 饲料作物收获机械

4.9.1 割草机（含果园无人割草机）

4.9.2 搂草机

4.9.3 打（压）捆机

4.9.4 圆草捆包膜机

4.9.5 青饲料收获机

4.10 茎秆收集处理机械

4.10.1 秸秆粉碎还田机

5.收获后处理机械

5.1 脱粒机械

5.1.1 稻麦脱粒机

5.1.2 玉米脱粒机

5.2 清选机械

5.2.1 风筛清选机

5.2.2 重力清选机

5.2.3 窝眼清选机

5.2.4 复式清选机

5.3 干燥机械

5.3.1 谷物烘干机

5.3.2 果蔬烘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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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种子加工机械

5.4.1 种子清选机

6.农产品初加工机械

6.1 碾米机械

6.1.1 碾米机

6.1.2 组合米机

6.2 磨粉（浆）机械

6.2.1 磨粉机

6.2.2 磨浆机

6.3 果蔬加工机械

6.3.1 水果分级机

6.3.2 水果清洗机

6.3.3 水果打蜡机

6.3.4 蔬菜清洗机

6.4 茶叶加工机械

6.4.1 茶叶杀青机

6.4.2 茶叶揉捻机

6.4.3 茶叶炒（烘）干机

6.4.4 茶叶筛选机

6.4.5 茶叶理条机

7.农用搬运机械

7.1 装卸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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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抓草机

8.排灌机械

8.2 喷灌机械设备

8.2.1 喷灌机

8.2.3 灌溉首部（含灌溉水增压设备、过滤设备、水质软化

设备、灌溉施肥一体化设备以及营养液消毒设备等）

9.畜牧机械

9.1 饲料（草）加工机械设备

9.1.1 铡草机

9.1.2 青贮切碎机

9.1.3 揉丝机

9.1.4 压块机

9.1.5 饲料（草）粉碎机

9.1.6 饲料混合机

9.1.7 颗粒饲料压制机

9.1.8 饲料制备（搅拌）机

9.2 饲养机械

9.2.2 喂料机

9.2.3 送料机

9.2.4 清粪机

9.2.5 粪污固液分离机

9.3 畜产品采集加工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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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挤奶机

9.3.3 贮奶（冷藏）罐

10.水产机械

10.1 水产养殖机械

10.1.1 增氧机

10.1.2 投饲机（含投饲无人船）

10.1.3 网箱养殖设备

11.农业废弃物利用处理设备

11.1 废弃物处理设备

11.1.2 残膜回收机

11.1.3 沼液沼渣抽排设备

11.1.4 秸秆压块（粒、棒）机

11.1.5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备

11.1.6 有机废弃物好氧发酵翻堆机

11.1.7 有机废弃物干式厌氧发酵装置

12.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12.1 挖掘机械

12.1.1 挖坑机

12.2 平地机械

12.2.1 平地机

13.设施农业设备

13.1 温室大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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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电动卷帘机

13.2 食用菌生产设备

13.2.1 蒸汽灭菌设备

13.2.2 食用菌料装瓶（袋）机

14.动力机械

14.1 拖拉机

14.1.1 轮式拖拉机

14.1.2 手扶拖拉机

14.1.3 履带式拖拉机

15.其他机械

15.2 其他机械

15.2.1 驱动耙

15.2.3 水帘降温设备

15.2.4 热水加温系统

15.2.5 简易保鲜储藏设备

15.2.7 旋耕播种机

15.2.9 杂粮色选机

15.2.11 秸秆膨化机

15.2.12 畜禽粪便发酵处理机

15.2.13 农业用北斗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含渔船用）

15.2.16 有机肥加工设备

15.2.17 茶叶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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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8 茶叶压扁机

15.2.19 茶叶色选机

15.2.20 根（块）茎作物收获机

15.2.21 果园作业平台

15.2.23 秸秆收集机

15.2.27 水产养殖水质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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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2023 年全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

补贴额测算比例调整建议格式

一、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提高补贴额测算比例

申报材料包括：

1.主要内容：一是必要性，具体说明拟提高补贴额测算比例

的品目是否属于高端、复式、智能以及我省特色农业或丘陵山区

生产急需的农机具（列举数据说明）；二是对于拟提高补贴额测

算比例的档次，应说明相关档次主流产品市场销售价格、销售数

量，使用情况；三是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提高补贴额测算比例备案表（见附表

1）。

二、农机购置补贴机具降低补贴额测算比例

申报材料包括：

1.主要内容：一是必要性，具体说明拟降低补贴额测算比

例或直接剔除补贴范围的品目是否属于区域内保有量明显过

多、技术相对落后的产品（列举数据说明）；二是对于拟降低

补贴额测算比例的档次，应说明相关档次主流产品市场销售价

格、销售数量，使用情况；三是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农机购置补贴机具降低补贴额测算比例备案表（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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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提高补贴额测算比例备案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机具大

类

机具小

类

机具品目或

档次

主流产品市

场销售均价

建议补

贴额测

算比例

是否征求

基层意见

是否经过论

证

市农业农村

（农机）部门

是否集体

研究

1

2

3

4

备注：1.本表由市农业农村（农机）部门负责填报，并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每行填写 1个品目或档次，品目数量累计不超过 10个。

2.本表一式三份，市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和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省农机中心装备部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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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降低补贴额测算比例备案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机具

大类

机具

小类

机具品目

或档次

主流产品市

场销售均价

建议补贴额测

算比例

是否征求基

层意见

是否经

过论证

市农业农村（农

机）部门是否集

体

研究

1

2

3

4

备注：1.本表由市农业农村（农机）部门负责填报，并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每行填写 1个品目或档次。

2.本表一式三份，市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和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省农机中心装备部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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