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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二十九日） 1．行动总则 1-1 为了合理地整合政策、资

金、技术、项目、信息、服务等各种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要素

，正确引导和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各类服务组织在支持农

产品加工业中的作用，促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制定《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 1-2 “行动计划”的行动领域主要是农业

部及各级农业部门（农业、畜牧、渔业、农垦、乡镇企业、

农机化）职能范围。 1-3 “行动计划”的执行期为2002年

至2005年。 2．背景依据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

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发〔2002〕2号）要求

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第二、

三产业。 2-2 农业部把实施“行动计划”作为今后农业行政

管理部门组织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载体之一，决定在

全国组织实施“行动计划”。 2-3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工作开展了几年，取得了明显成效。与此同时，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当前制约农业

结构调整继续深入的重要因素，对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

出迫切要求。 2-4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乡镇企业的发

展环境和贸易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要求大力开拓新的产业和

产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农产品加工业是蕴

含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乡镇企业的新的增长点。乡镇企业需要

以农产品加工业的大发展支撑和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 2-5 “行动计划”编制的依据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个五年计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五”计划、主要

农产品加工业“十五”发展规划、乡镇企业发展“十五”计

划、国家科技进步纲要和农业部已经颁布的各类相关的综合

性和行业性的发展规划。 3．发展基础 3-1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农产品加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增加值6968亿元，从业人员1513

万人，出口交货值5090亿元，利税2718亿元，占全国同类指

标的比重均在26%左右。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

的百分比达到85%。企业规模逐步扩大，涌现出一大批农产

品加工的骨干龙头企业和专业乡、专业村，逐步形成了特色

块状群。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的新型利益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为今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 20世

纪80年代以来，全国已经建设了一大批商品粮棉油糖、天然

橡胶、瘦肉型猪和水产品生产基地，不仅形成了相当规模的

产品生产能力和农业技术服务能力，而且初步形成了专业化

生产，区域化布局，成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稳定的原料基础

。 3-3 我国政府历来把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作为科学研究的重

点领域，形成了大批农产品加工业方面的科研成果。农产品

加工标准、农业信息服务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农产

品加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科研和服务基础。 3-4 各地普

遍对农产品加工业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和措施，

提供了可供借鉴和推广的经验。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奠定了较好的政策基础。 4．主要问题 4-1 发展水平较低。我

国粮食、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已位

居世界首位，但在加工总量和加工水平方面，与世界先进水



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

产值之比大都在2.0-3.7:1，而我国只有0.6:1；发达国家工业生

产的食品占消费的90%，而我国仅占25%；发达国家食品工业

产值约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我国还不及1/3；发达国家农

产品加工程度达到80%以上，而我国只有45%，其中二次以上

的深加工只占到20%。 4-2 企业实力不强。我国农产品加工企

业绝大多数规模较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名牌企业或企

业集团为数不多，生产经营成本高，产品质量不稳定。 4-3 

技术装备落后。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装备80%处

于20世纪70-80年代的世界平均水平，15%左右处于90年代水

平，只有5%左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4 原料生产不适应。

我国农产品品种创新及繁育技术体系落后，品种单一，农产

品专用化程度和品质不高，生产规模偏小，组织化程度低，

均衡供货能力差，与加工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4-5 科

技开发和储备不足。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开发和研究力

量分散，科研经费短缺，基础性的技术储备严重缺乏，科研

成果转化周期长；企业技术创新也缺乏政策扶持，与农产品

加工业发展要求有一定差距。 4-6 加工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

不健全。产品标准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限量等质量安全指

标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消费安全的需要。标准技术含量

偏低，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相差较远。国际采标率低

，与国际标准对接不够。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建设缓慢，质

检机构数量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存在较大差距，从事高精尖检

测机构和综合类检测机构较少，检测能力弱，检测速度慢，

检测的试验环境条件差，检测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4-7 政

策扶持力度不够。在信贷、税收、投资等方面，对农产品加



工业的扶持政策比较少，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与从事其他

产品生产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没有明显优势，影响投资者的积

极性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4-8 管理体制不顺。农产品加

工业的指导和管理缺乏统一规划、分类指导、统一协调，造

成产前、产中、产后脱节等问题，成为影响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5．目标任务 5-1 发展目标。到2005年，

农产品加工的一次转化率要达到55%，二次以上深加工达

到35%以上，特别是食品加工业的产值比重和农产品加工品

的结构和质量要得到明显提高。大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及产

品质量达到工业发达国家当前水平，部分特色产品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以后，农产品加工业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着重提高加工业的科技含量，进一步优化结构，逐步实现

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和产业化经营，形成一批在国际市

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大宗农产品加

工的技术装备和产品质量达到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部分特

色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2 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国民经

济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线，以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增

加农民收入为着眼点，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努力

提高农产品综合加工能力，实现由初级加工向高附加值精深

加工转变，由传统加工工艺向现代高新技术转变，由资源消

耗型向高效利用型转变，在重点扶持大中型加工企业发展的

同时，实行大中小型加工企业全面发展，实现农产品加工业

原料生产基地化，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优质化、安全化，

产加销一体化，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 5-3 发展原

则。以市场为导向，在巩固国内的城市消费市场的同时，努

力开拓广大农村、小城镇和国际市场。发挥资源、经济、市



场和技术等方面的区域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和加

工产业带。依靠科技进步，加强企业管理和推行标准化生产

，发展精深加工，提高产品质量、档次。采取扶持发展的措

施，为农产品加工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6．重点领域 6-1 

粮食加工制品。以小麦、玉米、薯类、大豆、稻米深加工为

重点，配套进行粮食烘干等产后处理。小麦加工以生产高质

量、高档次的食品为主，开发各类“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和满足一般消费层次的中低档产品；玉米加工以玉米淀

粉为基础，向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方向发展；薯类加工以淀粉

、冷冻粉条为基础，开发变性淀粉等产品。大豆重点开展精

深加工。水稻重点开发富硒、免淘、精洁、方便米等新产品

。 6-2 肉、蛋、奶制品及饲料加工。生肉制品重点发展猪、

牛、羊、鸡、鸭、兔等肉类深加工制品，引导鲜肉制品向预

冷肉、小包装、细分割方向发展；熟肉制品向多品种、系列

化、全营养、精包装、易储存、易食用方向发展；同时搞好

猪、禽、牛、羊等动物器官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和药物提取。

蛋制品重点解决传统的食用方法，向分级包装、蛋清蛋黄分

离提取、加工蛋清蛋黄粉、生产各类具有蛋类营养的食品方

向发展。奶制品要加强品种开发，并搞好产品的分级、分类

包装。饲料业以发展鸡、猪、鸭、鱼、虾、牛、羊、兔饲料

为基础，积极开发非常规饲料资源和特种动物饲料，使饲料

工业与养殖业协调发展。 6-3 果品加工。重点支持发展果品

的分级包装、贮藏保鲜、冷链运输、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加快引进、培育适合加工的优新品种，引进、消化、吸收国

外果品商品化处理设备和技术，逐步建立和完善果品运销冷

链系统。果品加工要在稳定提高初加工的基础上，利用现代



技术和设备，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重点开发果汁

及果汁饮料、罐头、果酒等市场容量大、前景广阔和有出口

竞争力的产品。 6-4 水产品加工。重点发展优质鱼、虾、贝

、藻和海珍品精深加工，在低值鱼类、藻类、贝类加工及贝

类净化方面取得突破。加快发展以名优水产品为重点的海上

保鲜保活运输业，扩大暂养面积，推广辐射保鲜、集装箱保

鲜、气体置换包装保鲜、冻结保鲜等新技术，形成生产、暂

养、保活保鲜运输一条龙。突破超低温冷库建设技术和超低

温金枪鱼深加工技术，开发国际国内金枪鱼市场。利用海藻

、鱼油、鱼骨等海产品，大力发展低盐、低糖、富含微量元

素的保健食品，开发海参、海星、海胆、扇贝、牡蛎等系列

保健食品。培植海马、河豚等海洋生物药材药源，发展海洋

制药业。 6-5 蔬菜加工制品。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大力发

展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及加工制品。在种植、加工和销

售环节实行全程质量控制。重点抓好施肥、使用农药等关键

环节，净化蔬菜生产环境。搞好蔬菜的清洗、分级、整理包

装等初加工，大力推行净菜上市。重点发展和研制开发技术

含量高的低温脱水蔬菜、冷冻或速冻菜、保鲜菜、蔬菜粉、

净配菜、调味及调理蔬菜、蔬菜汁及蔬菜罐头等系列产品。

加快品种更新，提高蔬菜质量档次，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

争力。 6-6 茶叶冷藏加工。重点对绿茶、乌龙茶加工企业进

行技术改造，更新加工设备，引进红茶加工设备和技术。大

力推广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开发技术，确保茶叶

产品农药残留、重金属和微生物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和进口国

要求。推行名优茶冷藏和加工机械化、现代化。积极开发茶

叶深加工制品和茶饮料。 6-7 皮毛（绒）制品。重点发展牛



皮、羊皮等皮类和羊毛、羊绒深加工制品。不断开发面向城

乡市场的皮、毛（绒）系列产品。引导皮革制品向生产生活

用品的多品种系列化、精深加工方向发展；毛（绒）制品向

高品位的线、衣、日用品、工艺品方向发展。 6-8 除上述主

要农产品之外，各地还要充分发挥当地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特

色农产品增值增效。 7．行动领域 7-1 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一体

化示范项目 7-1-1 农产品加工业一体化示范项目，是以加工企

业为主要项目载体，按照加工企业发展要求扶持原料基地、

科研开发、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信息服务和储藏销售等方

面的建设，使其形成配套的农产品生产加工能力的项目。

7-1-2 扶持加工企业发展，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

出重点、分级扶持、量力而行”的原则，与我部实施的优势

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和农业商品基地建设计划密切配合，按

照产业带形成和发展、商品基地巩固完善和提高的要求来选

择确定加工企业，使其成为促进产业带形成的推动力量。

7-1-3 示范项目的基本形式是：按照产业带布局和发展的要求

，在产业带上选择规模比较大、科研基础和技术水平比较高

、辐射带动企业和农户能力比较强的加工企业作为重点，合

理规划其市场定位、产品层次和发展规模。与其形成配套的

加工能力相适应，规划原料生产区域和科研合作单位，扶持

基地建设和科研开发，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提高农户生

产的组织化程度。国家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造。逐步使

这些企业发展成为能够辐射和带动农户种植（养殖）和中小

加工企业发展、引导促进优质产业带形成和发展的大型企业

。 7-1-4 示范项目选择的依据是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及相



关规划。近期重点发展对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增

强农业竞争力有较大影响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农产品加工业

示范项目。 7-1-5 国家对示范项目的扶持，要兼顾加工企业和

产前、产后环节。现有的技术改造、综合开发、基地建设、

科研教育等资金和项目，要按照优势产业带和形成加工企业

配套生产能力的要求，进行合理配置和整合。 7-1-6 在引导扶

持大型加工企业发展的同时，按照既发展现代加工业和现代

加工企业，又发展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传统产业与加

工作坊的原则，鼓励和扶持发展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 7-2

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业质量标准体系 7-2-1 组织制定和实施我

国农产品加工标准制订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配

套措施 。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主要农产品加工品

的标准逐步完善起来。 7-2-2 加工品标准的制定要按照全面规

划、突出重点、分步进行、与国际接轨的原则，从主要农产

品的生产加工的标准化入手，积极引进和采用国际标准，并

逐步与国际接轨。 7-2-3 建立对加工品国际标准、特别是主要

贸易国加工品标准动态跟踪制度。组织专门力量，重点跟踪

国际标准组织以及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加工品标准体系发展动

态，为及时调整我国进出口贸易策略，采取相关技术措施提

供科学依据。 7-2-4 加快清理现行加工品标准，统一制定加工

品标准。由农业部组织提出农产品加工国家标准修订目录，

及时列入国家标准修订计划。 7-2-5 加大质量标准的宣传和推

广工作，要在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和重点生产加工企业普及

标准知识，提高各个方面自觉执行标准的意识。 7-3 农产品

加工业关键技术开发推广 7-3-1 制定并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

进步计划，明确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方法步骤，加快提高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水平。 7-3-2 技术进步计划要以良种

培育推广、生产工艺的创新、技术装备研究开发和应用、鲜

活产品为重点的加工保鲜技术研究开发、应用为突破口，以

大宗和出口创汇产品为重点，按照研究开发、生产、储运、

加工工艺、技术装备等系列化配套的思路进行。“十五”期

间，争取每年抓好一批重要农产品加工的科研开发，力争尽

快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7-3-3 充分发挥现有科研力量的作用，

与现在国家实施的有关科技创新活动紧密结合，鼓励和支持

科研院校与加工企业合作进行科研开发，鼓励和支持企业建

立科研开发机构和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

研究开发。对企业自主开展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活动，对企业

和科研单位合作开展的科研开发活动，应与科研单位和科研

院所进行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同等看待，享受相应的科研和

开发的扶持政策。 7-3-4 加大国外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管

理的引进。在重视“硬件”引进的同时，更要注意“软件”

的引进。要发挥现有一批国家农产品研究开发中心及国际援

建的研究开发项目的作用，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开发条件，

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人才和技术，形成一批推进我国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7-3-5 探索建立健全科研开发

的工程化体系。努力实现农产品加工装备的工程化、系列化

和产业化。加强农产品加工公共性通用高新技术设备的开发

、配套和应用，如节能干燥设备、杀菌装置、农产品无损检

测设备、农产品前处理(如分级、清洗、整理等)设备、贮运

保鲜及包装机械等。加强基础技术、基础件、基础材料和基

础单元操作的研究与开发，为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加强环

境保护意识，重视“三废”的治理，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和废



弃物资源化技术装备，把环境保护作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

重要环节。 7-4 农产品加工业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7-4-1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

原则，加快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加

工业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7-4-2 建立农产品加工业的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标准、技术规程和管理规范，逐步将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工作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 7-4-3 切实加强部级

农产品加工品质检中心建设，充实仪器设备，完善检验检测

手段，尽快提高检验检测能力，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当前

要加强加工品质量安全综合类质检机构的建设，新建一批急

需的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转基因等加工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中心，尽快建立健全全过程的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7-4-4 引导地方和鼓励企业加强农产品加工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体系建设，逐步健全省级加工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 7-5

农产品加工业信息体系建设 7-5-1 加强农产品加工业的信息体

系建设，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及时发布，满足政

府制定政策和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要求。 7-5-2 农产品加

工业信息体系建设要在农业部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的整体框架

内进行。以中国农业信息网为基础，与部内外行业网络密切

配合，吸引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大型骨干企业上网，加强信

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利用互联网络和电视传媒、报纸等

发布信息，以开放共享的形式为整个农产品加工业服务。

7-5-3 加强农产品加工业的调查研究，及时把握发展动态，总

结经验，发现问题，研究提出政策措施。 7-6 争取国家对农

产品加工业的政策扶持 7-6-1 吸引投资者进入农产品加工行业

，需要国家在税收、信贷、科技开发应用、技术改造等方面



采取一些扶持措施，使其获得与投资其它领域相近或更多的

收益。 7-6-2 组织力量对现有中央和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农

产品加工业方面的政策进行评价，进行汇编和发布；同时按

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研究国家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和方式方法。 7-6-3 总结各地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分类型地在全国推广。 8．保障措施 8-1 进一步统

一思想认识。通过广泛宣传，增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对当前形势下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树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就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扶持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就是扶持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思想

观念，切实摆上工作位置，加大工作力度。 8-2 努力改善政

策环境。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制定的关于农产品加工业的税收、金融、财政、出口、土

地、培训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同时根据发展要求，积极争取

新的政策措施。 8-3 调动各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各级农业

部门（农业、畜牧、渔业、农垦、乡镇企业、农机化）要在

统一发展思路和制定工作方案的基础上，主动加强与有关部

门的联系和合作，争取把各个方面的政策、资金、技术、人

才等向农产品加工业倾斜，形成合力。要鼓励和引导农产品

加工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的原则，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发展跨行业、跨地区

的大型企业集团等多种形式，进行企业的改造和重组，逐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产业和企业。

8-4 “行动计划”由农业部农产品加工业领导小组组织实施，

农产品加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落实，有关司局按现

有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分工负责。 8-5 各省市区农业部门



（农业、畜牧、渔业、农垦、乡镇企业、农机化）要加强对

本部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组织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

要求，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和扶持措施，大力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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