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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扶持农民和农
业生产经营组织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
机械，促进农业机械化，建设现代农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业机
械化科研开发与推广、质量保障、社会
化服务、扶持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将农业机械化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目标，完善扶持政策，保障资金投入，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按照因地制
宜、经济高效、保障安全、保护环境的原
则，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加强对农业机械化促进工作的服务和
指导。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业机械
化促进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分工，共同做好农业机械化促进工作。

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编制农业农
村发展规划时，应当明确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目标任务、科研开发与推广应用、
扶持措施等。

第五条 市、区县（自治县）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应当促进农机农艺相结合，提高
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

第六条 农业机械化活动应当保
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鼓励用机械化
手段提高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
护水平。

第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及其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促进农业
机械化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第二章 农田宜机化改造

第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田宜机化
改造，统筹相关财政资金，采取先建后
补、包干奖补、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方
式，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农田
宜机化改造的支持和投入力度。

市、区县（自治县）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工作，
并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扶持措施。

第九条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应当统筹开展农田

宜机化改造，持续改善农业机械通行和
作业基础条件。

第十条 农田宜机化改造技术标
准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土地综合
整治涉及农田基础条件整治方面的标
准应当满足宜机化要求。

第十一条 积极推动农村土地适
度集中规模经营，实施整村整乡集中连
片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

第十二条 推进农田宜机化改造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工作相
结合，持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第三章 科研开发与推广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组织开展农业机械化技术攻关、
试验与示范等活动，优先支持适应丘陵
山区的农业机械化科研开发，鼓励发展
智能、环保、安全的农业机械装备，促进
基础性、关键性、公益性农业机械科学研
究和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

第十四条 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和农业
生产需求，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农业机械
化科研开发项目目录和支持推广先进
适用的农业机械品目，并定期调整。

财政、科技等部门应当在资金安
排、项目组织等方面对农业机械化科研
开发项目的技术攻关予以支持。

第十五条 农业机械生产者或者
销售者，可以委托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
构，对其定型生产或者销售的农业机械
产品进行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检测，
作出技术评价。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应当公布具
有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的农业机械产
品检测结果，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选购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提供信息。

第十六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健全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体
系，建立研发机构、企业、合作社、示范
基地相结合的农业机械产品研发、生
产、推广新模式。

市、区县（自治县）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应当组织制定农业机械化推广计划。

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机构组织实
施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工作。农业机械
化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为农民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无偿提供农业机械应用技
术的公益性教育培训等服务。

第十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农业机械
化示范基地，并鼓励农业机械生产者、
经营者等建立农业机械示范点，加快农

业机械化新机具、新技术的引进、试验、
示范和推广。

本市农业机械化示范基地和示范
点建设标准，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八条 鼓励、支持有关院校和
科研机构开展农业机械化相关学科建
设，培养农业机械化专业技术人才，推
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与国际合作。

鼓励、支持相关组织培养农业机械
操作、维修等实用技能型人才。市、区
县（自治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基层农业机械推广人员岗位技能培
训和知识更新机制。

第十九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支持举办农业机械化科技产品
展览会、演示会或者技术交流研讨活动。

第四章 质量保障

第二十条 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维
修质量和作业质量等应当执行国家强制
性标准。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鼓励
执行国家推荐性标准和行业标准；没有
国家推荐性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市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结合本市实际，会同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农业机械产品质
量、维修质量和作业质量等地方标准。

第二十一条 农业机械生产者、销
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农业机械产
品质量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担零
配件供应、维修和培训等售后服务。农
业机械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在其生产
的农业机械产品上设置必要的安全防
护装置、警示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农业机械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
更换、退货；给农业机械使用者造成农业
生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因农业机械存在缺陷造成
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农业机械生产
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发现其生
产、销售的农业机械存在设计、制造等
缺陷，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
的，应当按照《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的规定处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农业机械产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
当按照相关农业机械维修技术标准与
规范进行维修服务，并对维修质量负
责。维修质量不合格的，维修者应当免
费重新修理；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
失的，维修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农业机械作业服务
提供者应当按照相关作业质量标准提
供服务；没有相关作业质量标准的，当
事人双方可以约定作业验收条件。作
业质量不符合标准或者未达到约定验
收条件，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市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根据农业机械使用者的投诉情况或
者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可以组织市农
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对在用的特定种
类农业机械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可
靠性和售后服务状况进行调查，并公布
调查结果。

第二十五条 经调查，农业机械的
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不符合国家、行
业和本市有关规定的，由市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属于购买者可以享受财政专项
资金补贴的产品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二）产品质量不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应当同时移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因农业机械产品质
量、维修质量或者作业质量发生争议
的，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可以向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
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依照约定申请仲
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社会化服务

第二十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以及其他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实行
农业机械联合经营或者合作经营，扶持
农机大户、农机专业户以及农机合作

社、农机作业公司等社会化服务组织，
建立健全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推进农
业机械化服务机制创新，推动服务向市
场化、社会化、多元化发展。

第二十八条 鼓励、支持社会化服
务组织开展全程机械作业、农资统购、
技术培训、信息咨询、农产品产销对接
等综合服务。

第二十九条 市、区县（自治县）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为农业机械跨区
作业做好服务工作，维护作业秩序。

公安、交通等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农
业机械跨区作业的实际需要，提供相关
保障和服务。

第三十条 鼓励、支持农业机械生
产者、经营者、维修者依法成立行业协
会，实行行业自律。

行业协会应当为会员提供农业机
械化的相关信息咨询、技术指导、市场
营销、宣传培训等服务，维护会员和行
业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扶持措施

第三十一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应当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及扶持
措施，确保农业机械化资金投入与工作
目标任务相适应。

鼓励农业机械化资金用于农业机
械和农业机械化技术的科研开发与推
广、农机产品购置补贴、农业机械生产
作业补贴、农田宜机化改造、农业机械
服务体系建设等。

第三十二条 农民、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购买列入本市支持推广农业机械
品目的产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财
政补贴等优惠政策。补贴资金可以向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放，也可以
采用贴息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向农民和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先进适用的农
业机械提供贷款。

第三十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对农
业机械补贴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市、区县（自治县）审计部门应当对
农业机械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审计监督。

第三十四条 鼓励政策性金融机
构在其业务经营范围内采取多种形式
为农民和农业机械作业服务组织购买
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提供信贷服务，加
大扶持力度。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开
展购置农业机械信贷服务和农业机械
融资租赁业务，对农民和农业机械作业
服务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建立和完善农业机械保险制度，将
农业机械保险纳入本市政策性农业保

险范围。鼓励各类保险机构研究开发
适合本市农业机械特点的保险产品。

第三十五条 从事农业机械科研开
发、制造以及农业机械生产作业服务等
活动的，按照国家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开展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和运
输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的车辆，免交车
辆通行费。

第三十六条 按照设施农用地、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用地、农业生产用
电等相关规定，支持农机合作社等农机
服务组织生产条件建设，优先安排农机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地，并按
规定减免相关税费。

设施农用地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合理布局和统筹农机具存放和维
修、农作物育秧育苗以及农产品产地烘
干和初加工等农机作业服务配套设
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将配套设施纳
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

第三十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业机
械化信息搜集、整理、发布制度，免费提
供农业机械产品、技术、维修、作业市场
和扶持措施等信息服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农业机械补贴产品
生产或者销售企业套取、骗取农业机械
补贴资金的，由财政部门会同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依法追回违反规定套取、骗取
的有关资金，给予警告，没收非法所得，
并处被套取、骗取有关补贴资金百分之
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暂停或者取消产品补
贴资格，并将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等相
关人员的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档案。

第三十九条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
机构在鉴定工作中不按照规定为农业
机械生产者、销售者进行鉴定，或者伪
造鉴定结果、出具虚假证明，给农业机
械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条 相关主管部门、农业机
械技术推广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
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农田
宜机化改造，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采用
工程、生物等措施，对分散零碎的地块
进行小并大、短变长、陡变缓、弯变直和
互联互通等整理整治活动，以满足农业
机械作业，特别是大中型机械作业要求
的持续改造过程。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20年3
月1日起施行。1997年9月13日重庆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通过的《重庆市农业机械管理
条例》同时废止。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
（2019年11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71号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已于2019年11月29日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11月29日

2019-59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
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2月4日12：00－2019年12月24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
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
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
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63628117。
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58

19159

19160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64

土地位置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Q
标准分区Q20-4-1/04、
Q20-4-2/04、Q20-6-1/
04、Q20-6-2/04号宗地

渝北区人和组团B分区
B24-1/03号宗地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C标准分
区C13-1、C14-1、C48-1-

1、C48-1-2号宗地

土地位置

北碚区蔡家组团B标准分区
B36-4/06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
（㎡）

67468

8250

141958

产业类别

文教体育
用品制造

业

总计容建
筑面积
（㎡）

≤134936

≤12375

≤197600

土地面积
（㎡）

30495

最大建筑
密度

按规划要求

≤60%

≤35%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1.0≤容积率≤
1.5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17.5%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25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66420

2385

168263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2000

出让价款
起始价
（万元）

1830

备注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北碚
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核发同兴
工 业 园 区
B36- 4/06 号
地块出让条件
的复函》（北碚
环 函〔2019〕
111号）。

G19068

G19069

G19070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64-G19070七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沙坪坝区西永Aj组团Aj分
区Aj02-8-1/03(部分三)号

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Aj组团Aj分
区Aj02-8-1/03(部分四)号

宗地

江北区唐家沱组团E分区
E18-1-2/05（部分2）号宗

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

业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

业

纺织专用
设备制造

16666

16829.7

19977

0.7≤容积率≤
1.5

0.7≤容积率≤
1.5

0.7≤容积率≤
1.5

≥6750

≥6750

≥5000

≥12000

≥12000

≥10000

767

775

1799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沙坪
坝区生态环境
局关于西永组
团 Aj 分 区
Aj02-8-1/03
地块环保要求
的复函》（沙环
发〔2019〕438
号）。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沙坪
坝区生态环境
局关于西永组
团 Aj 分 区
Aj02-8-1/03
地块环保要求
的复函》（沙环
发〔2019〕438
号）。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江北
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港城工业
园区A片区唐
家沱组团E分
区 E18- 1- 2/
05号部分地块
（2）拟出让环
保 意 见 的 复
函》（江北环函
〔2019〕77号）。

G19065

G19066

G19067

巴南区南彭功能组团A分区
A3-3/03号宗地

巴南区南彭功能区组团A分
区A35-1/02、A35-3/01、

A35-4/01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Aj组团Aj分
区Aj02-8-1/03(部分二)号

宗地

物流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

/

专用设备
制造业

150209.1

39041.4

13330

≤1.5

≤1.5

0.7≤容积率≤
1.5

/

/

≥6750

/

/

≥12000

9464

2636

614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巴南
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南彭功能
区组团A分区
A3-3/03宗地
公示出让环保
要求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巴南
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南彭功能
区组团A分区
A35- 1/02、
A35- 3/01、
A35- 4/01 宗
地公示出让环
保 要 求 的 复
函》。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沙坪
坝区生态环境
局关于西永组
团 Aj 分 区
Aj02-8-1/03
地块环保要求
的复函》（沙环
发〔2019〕43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