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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國農業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亞投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 

《十四五》：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向現代化 

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說道: 「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

整個國家現代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

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新時代，“三農”工作必須圍

繞農業農村現代化這個總目標來推進。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根

本目的就是要真正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中國是一個農業歷史悠久的國家，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自 1949年新中國成立 70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發展迅速，以有

限的耕地養活了占全世界 22％的人口，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並

中國人均糧食擁有量已經達到 475 公斤，而全球 77 億人平均糧食擁

有量為 351公斤。從這點來看，實際上中國農業總體上已經取得了很

大的成績。  

 

 
 

特別在水稻、小麥、玉米這些主糧上，生產和需求基本匹配。另據數

據統計，中國農業總產值在近 10年不斷攀升，2018年達到 65815.73

億元，年均增長率 8.3%。中國近幾年也不斷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因此

GDP 中二三產業比重不斷增加，農業佔比不斷下滑，在 2018 年降至

6.7%，這是進一步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和動力。但伴隨中國近

年現代化進程，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也顯

現出了中國農業目前尚存在之問題以及需面臨及解決的挑戰。 

亞投資產 Asiastars 

Group是一家科創驅動

的投資集團，是亞台星

集團主要境外投資及

控股主體。2014 年成

立，深耕科創孵化、創

業投資、財務顧問三大

業務，為全球企業客戶

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

服務。 

 

使命:讓企業進入中國

市場無障礙。 

 

願景：植根中國，服務

全球千萬企業客戶，智

造上下游企業生態圈。 

 

組織架構： 

創業投資-亞投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亞投

財金科技有限公司等 

科創孵化-亞台青(成

都 ) 海 峽 青 年 創 業

園 、成都星點(高新)

海峽兩岸新經濟青年

創業園等 

財務顧問-台灣睿辰數

位投資有限公司  、

GPCIC美國大費城商貿

公司(賓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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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產業發展趨勢 

1. 規模化農業  

中國農業生產過去以小農經營為主，未來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區域農業將會成為一個

發展趨勢之一。據數據顯示，2019年全中國承包耕地流轉面積達到 4.6億畝，超過承包耕地總

面積的 1/3。這些數據告訴我們，未來農業的適度規模化經營將會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潮流。  

 

2、新型農業主體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相對於傳統的小規模、自給半自給農戶家庭經營提出的，通常指農民專業

合作社、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龍頭企業和新農人等。據數據顯示，截止目前中國家庭農

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主體數量已經超過 270 萬家。作為被國家大力扶持的對象和中國農業的

中堅力量，未來合作農業經營主體的引領作用必將增強。越來越多中國農民彼此互補，形成一

個小型的圈子，未來這樣的農業生產方式將會大行其道，甚至可能呈現出一個個聯盟形式。  

 

3、品牌文化  

隨著農業現代化建設步伐加快，中國農業已進入品牌時代，消費者對農產品的要求不再是質量

和價格的要求，而是對農產品品質要求越來高。一些品牌效應好的農業產品，在大家的心理先

天就品質要硬一些，其次其利潤空間相對也會大一些。未來，農業企業之間的競爭將不再是價

格和數量的競爭，而是品牌和質量的較量。  

 

4、綠色農業  

健康是這個時代的主題之一，近幾年，農產品安全問題日益顯著，因此中央政府加快推進農產

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建設，進一步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能力，落實生產經營主體責任，增

強食用農產品消費信心。同時也大力倡導減少使用農藥化肥等化學品，進一步增加了農產品的

安全度。再加上一些農業企業在自己的產品上貼二維碼，消費者可根據此查到產品的有效源頭，

大大增加了農產品的安全性。  

 

5、農產品微營銷  

這些年，傳統農企的成本一直在不斷增加，而電商平台作為新崛起的力量，雖營銷實力比較大，

但是大一點的平台收費也是比較高的。而微營銷作為成本幾乎為零的一個新平台，它也是新人

群、時尚人群的聚集地。手機、電腦是現在人最頻繁的接觸信息、聯網互動的手段，所以這也

不失為未來農業一大趨勢。  

 

6. 農業文旅 

近幾年從國家到地方，鼓勵和支持農業文旅發展的政策層出不窮，各類補貼持續加大，政策的

風向標已經為農業文旅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用地政策也一步有了優惠，比如鼓勵利用村內的集

體建設用地發展休閒農業，閒置宅基地整理結餘的建設用地用於休閒農業。金融信貸支持進一

步加大。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探索開展大棚抵押、林權抵押、農機具抵押、水域灘使用權

抵押、現金流抵押、涉農直補資金擔保等抵質押融資方式滿足休閒農業發展的多元化融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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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亞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西部片區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方案獲中央批覆 

 

 

 

近年來，成都市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努力探索具有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三農”工作成效顯著。 

2020 年，全市第一產業增加值人民幣 655.2 億元，同比增長 3.3%；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幣 26432

元，同比增長 8.5%，為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加快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範區築牢了

“三農”基礎。  

 

今年 2月，成都西部片區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正式獲得中央發展改革委批复。根據實施方案，

試驗區面積約 7672平方公里，範圍涵蓋成都市溫江區、郫都區、彭州市、都江堰市、崇州市、邛崍市、大

邑縣、蒲江縣。到 2025年，試驗區將建設成為長江經濟帶生態價值轉化先行區、美麗宜居公園城市典範區、

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示範區、城鄉融合發展改革系統集成區。  

 

在落實國家改革任務的基礎上，成都還將在試驗區內實施十大基礎工程，包括都江堰精華灌區生態建設和

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程、西部區域旅遊環線公路工程、西部區域旅遊環線軌道交通工程、天府水源工程、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 、大熊貓國家公園工程、都市現代農業提升工程、特色鎮建設和川西林盤保護修復

工程、城鄉生活污水綜合整治工程、城鄉公共服務品質提升工程。  

 

“這些工程項目將串聯和覆蓋產業功能區、特色鎮、旅遊景點、精品林盤等優勢資源，實現引流、聚人、

興業。”成都市農業農村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將堅持以項目為中心組織經濟工作，針對性地策劃包裝

開建一批牽引型、骨幹型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重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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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亞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現代農業產業生態圈” 

建設推介會舉辦，向全球發布 

「都市現代農業機會清單」 

2020 年 3 月，一場在成都舉行的推介會引發

業內關注。推介會的主體不是某一個區域，而

是成都市都市現代農業產業生態圈整體。這場

推介活動瞄準構建產業生態圈創新生態鏈，向

全國、全球發布了成都高標準、高質量推進都

市現代農業發展「機會清單」。在這份機會清

單中，7個現代農業產業功能區（溫江都市現

代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園、都江堰精華灌區康養

產業功能區、天府現代種業園、崇州都市農業

產業功能區、金堂食用菌產業園、中國天府農

業博覽園、蒲江現代農業產業園）不再單打獨

鬥，而是發揮各自優勢，以及在成都現代農業

版圖中的定位，共同推介都市現代農業產業生

態圈投資環境比較優勢和投資機遇。  

 

按照“發現和培育比較優勢，以產業生態圈為

單元深度契合城市功能佈局”理念，成都市以

7 個現代農業產業功能區，48 個國家和省、

市、縣級農業園區為載體，以農商文旅體融合

發展為核心，推進全產業鏈發展，強鏈補鏈、

聚鏈成圈，推動都市現代農業產業生態圈在產

業融合、創新服務、平台建設、管理體制等方

面取得突破，優化空間結構，重塑經濟地理。

2020年，全市已完成 25.1萬畝高標準農田建

設任務，啟動 32.8萬畝建設項目。成都國家

現代農業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加快建設，累計引

進國內外一流科創團隊 88支，組織實施協同

創新重點項目 111個。 

 

郫都區獲評 2020 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發展先進縣。邛崍

天府現代種業園被認定為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崇州市、大

邑縣等 7個試點縣（市）獲批開展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平台

試點。 “下一步，我們將加強與國內外重點城市的聯合與

合作，建立政產學研用產業聯盟，建強補齊產業鏈，做大產

業園區，做強產業龍頭，做響產業品牌，不斷厚植發展優勢，

加快構築高能級都市現代農業生態圈。”成都市農業農村局

相關負責人介紹。  

 

成都市郫都區推動「五村連片示範區」，將以戰

旗村為核心打造現代都市田園綜合體並向外發

布 8項機會清單 

2020 年 9 月，由成都市農業農村局指導，郫都區委、區人

民政府主辦，郫都區農業農村局、鄉村振興博覽園建設中心

承辦的“共享新機遇·共謀新發展”「成都市郫都區都市現

代農業投資推介會」在重慶舉行。郫都區都市現代農業投資

重點為高端育種育苗、農業高科技應用、生態(有機)種植、

農業品牌打造和農產品行銷、創意休閒等農業高端項目以及

一、二、三產業聯動發展，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的田園綜合

體項目。  

 

在本次會上，郫都區推出的 8個重點項目，涉及投資總金額

為 56 億元。其中，圍繞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郫都區擬推

出“五村連片”示範區項目。規劃面積 14.6 平方公里，以

戰旗村為核心，擬投資 26 億元，引入文化休閒類、教育培

訓類、現代農業類、運動康養類產業項目，打造現代都市田

園綜合體。此外。  

還有“安龍首村”示范建設項目。用地面積約 308畝，依托

安德街道安龍村小微盆景產業資源，擬投資 10 億元，發展

有機農業種植、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項目。 



成都農業重點發展區域及投資機會清單 
 

  

2021成都市都市現代農業產業生態圈  

《7個現代農業產業功能區》 

 

(一) 中國天府農業博覽園  

以“永不落幕的田園農博盛宴、永續發展的鄉村振興典範”為定位，著力構建服務全川的農業博覽

綜合服務平臺；地處長江經濟帶上游、四川成眉樂聯動區，規劃面積 110.5平方千米。天府農博主

展館（取名農立方），位於中國天府農博園內，占地面積 202畝，建築面積 12.3萬平方米，由中國

工程院院士崔愷領銜設計。 

機會清單：土地載體類，將重點招引精品民宿、康養觀光、農耕體驗、親子遊藝、藝術文創、農業

景觀等農旅融合業態。將推出載體資源 96個；近期農博園將啟動重點基礎及配套設施專案 8個。  

 

 

 

(二) 溫江都市現代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園：  

以現代都市農業矽谷為目標，以“農創、農旅、農養”融合發展路徑，促進生態價值轉化，推動鄉

村產業振興；規劃面積 161.5平方公里，核心起步區 2平方公里，園區內交通體系發達，貫穿區域

的地鐵 17號線將於年內投運；20萬畝花木遍佈全境，7000余個林盤星羅棋佈，是全國四大花木主

產區之一。農高園將以溫江全域大健康產業為依託，讓醫養健康成為溫江的產業基因和名片。  

機會清單：農高園正依託江安省沿線良好的生態本底，規劃打造園林康養融合示範帶；大力培育溫

泉療養、中醫藥膳、養心養身等特色業態，打造溫江北林鄉村國際康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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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都江堰精華灌區康養產業功能區：  

將以建成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打造國際田園康養旅遊目的地為目標，打造以聚源康養產業

引領核心區為一體，天馬天府農耕文明展示區、石羊川西林盤文旅融合區為兩翼的“一體兩翼、

兩軸三區”空間規劃結構；位於“西控”戰略核心區，面積約 254 平方公里，是成都平原西部區

域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和交通樞紐。全國首條山地軌道都江堰至四姑娘山軌道交通將成為打通川西

旅遊通道的交通樞紐。  

機會清單：通過青城湖文旅專案等精品包裝專案，打造康養主題林盤、旅遊和特色文創小鎮等業

態；同時在基礎設施需求方面，功能區將著力在天府大道沿線、石羊鎮片區等實施 16個重大基礎

設施建設專案，預計總投資 16億元。  

 

(四) 天府現代種業園  

聚焦種業細分區域，立足邛崍作為國家級雜交水稻制種基地的產業優勢，主動承接國家種業革新

突破的使命擔當，選擇現代種業、優質糧油為主導產業，力爭 2022年建成“西南種業中心”；2019

年成功入選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創建名單，成為國家佈局西南唯一的種業專項國家現代農業產業

園。功能區規劃面積 170 平方公里，其中總部區 2.1 平方公里，核心起步區 1 平方公里。其中，

四川省唯一的種質資源中心庫，年內開建，建成後將保存西南特色種質資源，包括 45.4萬份植物

種質資源、食用菌種質資源 5萬份，水產種質資源 26萬劑，畜禽種質資源 105.2萬劑  

，保存期 50年。  

機會清單：種業園“5G+智慧園區”專案、種業生物科技育種專案、種業園中小種業企業孵化器、

加速器運營專案、種業園電商產業園項目。  

 

(五) 崇州都市農業產業功能區  

以優質糧油為主導產業，將圍繞創新發展，在糧油種植基地、糧油食品加工、農商文旅體融合發

展、農業科創空間建設等領域創新賦能，振興川米，建設都市農業示範區；面積 278 平方公里，

是成都市 2 個現代農業功能區建設管理體制試點之一、成都市唯一以優質糧油為主導產業的功能

區。地處成都主城區“半小時經濟圈”，是距天府廣場最近的郊區新城，擁有“兩航三軌三高八

快”的交通優勢。  

機會清單：圍繞創新發展，在糧油種植基地、糧油食品加工、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農業科創空

間建設等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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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金堂食用菌產業園  

是成都東進區域唯一和全省丘區唯一的都市現代農業產業功能區，力爭到 2035年實現食用菌全產業鏈產

值 300 億元，建成一個服務成渝、走向全國的食用菌科創發展基地，一座啟動本土文化、點亮東部新區

的田園旅遊勝地，一座山水城園交融、產城鄉融合發展、彙集 15萬新市民的“中國菌鄉、竹篙新城”；

地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相向發展要衝，是成都“東進”區域唯一和全省丘區唯一的都市現代農業產業

功能區，規劃面積 118平方公里。  

機會清單：設立了 50億元的都市現代農業發展基金，引導各類社會資本、金融資本向食用菌產業聚集；

統籌財政資金 15億元，對重點項目、重要產業等給予專項支持。  

 

(七) 蒲江現代農業產業園  

以蒲江醜柑、獼猴桃兩大主導產業的標準化種植、倉儲冷鏈物流、電子商務、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為重

點，將建設以“有機綠穀，世界果園”為總體定位的“川果”主導產業功能區。總規劃面積 337 平方公

里，以蒲江醜柑獼猴桃兩大主導產業的標準化種植、倉儲冷鏈物流、電子商務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為重

點，建設以“有機綠穀，世界果園”為總體定位的“川果”主導產業功能區。  

機會清單：西南特色水果冷鏈物流港計畫總投資 100 億元，規劃總面積 10 平方公里，2020 年啟動建設

核心區 1平方公里。第一批投資 13億元的倉儲冷鏈項目即將啟動建設。  

 

中國新鄉村振興示範區-「成都市郫都區重點發展現代農業區域」 

一、戰旗村  

全村面積 5.36平方公里，耕地 5441.5畝，居住人口 4493人。在中國政府近年引領鄉村振興下，戰旗村

在集體經濟、土地整理、集中居住、鄉村旅遊、城鄉互動、群眾文化、村民福利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

成績，展現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都市現代農業蓬勃發展的新局面。並先後榮獲了「全國軍民共建社會

主義精神文明單位」「全國文明村」「中國美麗休閒鄉村」「全國科技示範村」「中國幸福村」「全國鄉村振

興示範村」「全省創先爭優先進基層黨組織」「省級四好村」「四川集體經濟十強村」「四川十佳生活富裕

村」和省市「新農村建設示範村」等榮譽稱號。2019 年成功創建為「中國國家 4A 景區」並入選「首批

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名單」及「四川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示範村」。  

 

二、川菜產業園  

是全中國首個以地方菜系命名的產業園區，成立於 2005 年，是成都市重點發展 66 個產業功能區之一，

總體規劃面積 57.12 平方公里，核心區規劃面積 9.4 平方公里。園區位于成灌走廊的腹心地帶，距離成

都市中心 35公里。  

川菜園區主要發展以“郫縣豆瓣”為核心的複合調味品和休閒食品兩大主導產業，聚力建設“全球川菜

中央廚房”、“中國川菜產業城”。目前，園區已聚集了新希望、天味、丹丹、有友、新加坡豐樹等一

批龍頭及外資企業，提供就業崗位 1.2萬餘個。  

川菜園區先後被授予“中國川菜產業化食品加工基地”、“全國農產品加工業示範基地”、“國家農業

產業化示範基地”、“四川省特色產業示範基地”、“四川省省級農產品加工示範園區”、2018-2020

年度“AA級成都市模範勞動關係和諧園區”等榮譽。園區內建設有消防站、汙水處理廠、變電站、標準

廠房、人才公寓等基礎配套設施以及調味品檢驗檢測中心、川菜工業化產業技術研究院、郫縣豆瓣產業

技術研究院、微生物產業技術研究院等公共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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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區現代農業投資機會清單

 
(一)“五村連片”示範區專案  

規劃面積 14.6 平方公里，以戰旗村為核心，擬投資 26 億元，引入文化休閒類、教育培訓類、現代農業

類、運動康養類產業項目，打造現代都市田園綜合體。  

(二) 安龍首村示範建設項目  

用地面積約 308畝，依託安德街道安龍村小微盆景產業資源，擬投資 10億元，發展有機農業種植、農商

文旅體融合發展專案。  

(三) 天府·遊子河林盤聚落群項目  

建設用地約 140畝，擬投資 5億元，依託川西平原母親河“遊子河”，彙聚川菜演變史、川菜匠人故事、

川西農耕文化、川西生活美學等，打造郫都最美產業林盤群落。  

(四) 中國盆景小鎮專案 

規劃面積 3平方公里，擬投資 5億元，按照國家“4A”級景區標準規劃打造特色小鎮。  

(五) 金沙休閒度假特色李子種植園項目  

用地範圍約 400 畝，擬投資 3 億元，以李子種植為基礎，打造精品民宿、休閒度假、特色美食、特色蔬

果集成的鄉村旅遊綜合體。  

(六) 廣福片區林盤聚落項目  

項目覆蓋面積 3000 餘畝，區域內包含 10 個林盤，以韭菜大田種植和深加工為基礎，擬投資 3 億元，打

造集研發加工、美食文化交流展示和鄉村旅遊於一體，一、二、三產業高度融合發展的農旅產業園區。 

(七) 唐昌古鎮建設項目 

建設用地 50余畝，依託唐昌鎮古蜀文化底蘊，擬投資 2億元，打造集社區商業、特色美食、國學文化于

一體的文化商業街區。 

(八) 共用田園項目  

用地範圍約 500 畝，擬投資 2 億元，打造集迴圈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特色餐飲、特色民宿為一

體的現代農業綜合體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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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央支持台青發展農林業項目政策 

《關於支援台灣同胞台資企業在大陸農業林業領域發展的若干措施》 

簡稱“農林十二條” 

 

（為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參

與大陸農業林業高品質發展及鄉村振興，3月 17日，國務院台辦、農業農村部、國家林草局等

部門出台了《關於支援台灣同胞台資企業在大陸農業林業領域發展的若干措施》，又稱為「農林

二十二條」。  

 

第 1條 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通過流轉取得的農村土地經營權受國家法律保護，在土地經營權流

轉合同到期後同等條件下可優先繼續租賃。  

 

第 2條 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通過流轉取得的林地經營權受法律保護，可依法進行登記、辦理權

屬證書和流轉，並按照國家和地方政策進行經營管理。  

 

第 3條 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從事農業種植養殖配建的與生產農產品直接關聯的烘乾晾曬、分揀

包裝、保鮮存儲、糞汙處置、檢驗檢疫，以及為生產服務的看護房、農資農機具存放場所等設

施用地納入設施農業用地管理，可依法依規使用一般耕地。  

 

第 4條 台資農業企業可發行公司信用類債券，進行直接融資。鼓勵商業銀行創新信用評價模式，

提高台灣同胞和台資農業企業信用貸款比重，根據台灣同胞和台資農業企業融資需求特點設計

個性化融資產品。  

 

第 5條 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可申請農業保險保費補貼，同等享受農業信貸擔

保和創業擔保貸款貼息支持。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提供貸款貼息補助，重點支援農業生產基地建

設、農產品加工設施、農業投入品採購及農產品收購等生產經營貸款。  

 

第 6條 在福建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可納入“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證書”和台

企台胞征信查詢應用範圍，鼓勵金融機構為其提高審貸、擔保與再擔保效率。 

 

第 7條 符合條件的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可依法依規申請相關涉農補助資金支持。 

 

第 8條 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在實施農機深松整地和免（少）耕播種的專案地區開展作業，可按

規定同等申請作業補助；依照有關規定報廢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農業機械，可同等申請補貼。  

 

第 9條 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可參與城鄉冷鏈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和批發市場等項目建設運營，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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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地分揀包裝、冷藏保鮮、倉儲運輸、初加工等設施建設，對其在農村建設的保鮮倉儲設施

用電實行農業生產用電價格。 

 

第 10 條 鼓勵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發展鄉村特色農業、現代農產品加工業、鄉村休閒旅遊等鄉

村產業，參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第 11 條 支援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參與重型農機、漁業裝備、智慧農業、綠色投入品等領域的

研發創新、成果轉化與技術服務。  

 

第 12 條 鼓勵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依託貧困地區生態資源稟賦優勢，參與生態保護修復和生態

旅遊、木本油料等特色經濟林、特色種養業等林草生態產業。  

 

第 13 條 鼓勵台資企業申請植物新品種權。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依法投資畜牧水產養殖業、苗

種場等，同等享受農業支持政策和優惠措施；在自由貿易試驗區範圍內可投資水產品捕撈行業。  

 

第 14 條 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可依法同等從事林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林木良種培育、造林種

草、防沙治沙、經濟林生產經營、林草種苗生產經營，可同等參與林草業重點龍頭企業推薦、

國家林業產業示範園區申報。  

 

第 15條 台資企業可按規定與農墾企業開展合作，促進資源資產整合、產業優化升級。  

 

第 16 條 支援有條件的地區設立海峽兩岸鄉村振興合作基地，深化兩岸農業融合發展，促進鄉

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  

 

第 17 條 支持符合條件的台灣農民創業園按規定申報創建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國家農村產業

融合發展示範園。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申報新設台灣農民創業園、加大對園區基礎設施和農林業

設施投入。  

 

第 18條 鼓勵台灣鄉村建設規劃設計師到大陸從事規劃設計工作。  

 

第 19 條 台灣同胞在大陸從事農漁業生產，可申請接受創業培訓，紮根鄉村、服務農業、帶動

農民的納入農村創新創業帶頭人培育行動範圍。  

 

第 20 條 從事水利領域設備生產的台資企業可將符合條件的產品和技術申報納入水利先進實用

技術重點推廣指導目錄。  

 

第 21 條 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可同等參與茶葉、水果、花卉等農林產品的國家標準起草工作，

共同促進兩岸標準互聯互通。  

 

第 22 條 支持台灣同胞、台資企業與供銷合作社系統農產品經營企業、協會合作，推介、銷售

優質農產品。支援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參與各類線上線下農產品訂貨會、對接會，拓展大陸內

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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