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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文件 

舟农发〔2018〕18 号 

 
 

关于印发《舟山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加强市场准入 

管理实施办法》等制度的通知 
 

各县（区）农林水利围垦（农林与海洋渔业）局： 

为加快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切实加强准入监管，提升事

中事后监管效能，根据《国务院关于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45号）、《浙江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2018〕2号）等文件要求，我委针对纳入“证照分

离”5项行政审批事项，即“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母种、原种）”“草种生产许

可证核发”“草种经营许可证核发”“设立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审批”，制定了《舟山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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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实施办法》《舟山市食用

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母种、原种）审批事项加强市场准

入管理实施办法》《舟山市草种生产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加强市

场准入管理实施办法》《舟山市草种经营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加

强市场准入管理实施办法》《舟山市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草种

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中事后监管方案》《舟山市饲料添加剂、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审批事中事后监管方案》，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舟山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审批事 

项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实施办法》 

2．《舟山市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母种、 

原种）审批事项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实施办法》 

3．《舟山市草种生产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加强市场 

准入管理实施办法》 

4．《舟山市草种经营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加强市场 

准入管理实施办法》 

5．《舟山市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草种生产经营许可 

证核发事中事后监管方案》 

6．《舟山市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 

业审批事中事后监管方案》 

 

 

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 

2018 年 3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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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农业厅、市府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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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舟山市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

审批事中事后监管方案 

 

为加快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切实加强准入监管，提升事

中事后监管效能，根据《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舟山市

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舟政办发〔2018〕22

号）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现就加强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生产企业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

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坚持于法有据、问题导向、

积极稳妥、宽进严管的原则，加强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等生产企业审批事中事后监管，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

创新，营造法治化、便利化的环境。 

二、工作任务 

1、明确部门职能，推进监管责任化。加强饲料生产企业的监

督管理和指导工作，强化和市场监管、公安等有关监管单位的沟

通联系，部门之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实现资源共

享。在农业系统内部，要充分调动畜牧兽医、农业综合执法等各

方面力量，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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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托“云平台”技术，推进监管信息化。运用“互联网+”

思维，加强信息化平台的运用。督促企业落实生产主体责任，按

规定如实填写企业登记及生产等各类信息，并开展动态更新，建

立生产企业信息电子档案。同时将日常检查、检测等监管信息纳

入信息平台，不断充实完善平台数据。市、区部门之间要依托平

台加强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信息共享。 

3、落实“双随机”机制，推进监管标准化。建立健全饲料生

产企业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采用随机摇号等方式，从

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并对随机抽查做到

全程留痕、责任可追溯，杜绝检查的任意性，提升监管效能。同

时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方式，通过发放告知书、签署承

诺书、组织专题培训等方式，强化对生产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 

4、严格依法行政，推进监管规范化。加强饲料添加剂和混合

型饲料添加剂企业监督检查力度，积极开展风险排查，重点排查

原料和产品库房、生产车间，核查生产记录，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一查到底、快速处置严格执法，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交公

安机关处理。对于企业的抽查（检测）结果及处罚情况进行公示，

提高行政机关职责履行，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5、鼓励共同参与，推进监督社会化。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

督作用，进一步健全投诉举报制度，鼓励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参

加发挥社会和市场投诉举报信息的作用，对投诉举报信息进行及

时处置。建立监管舆情的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机制，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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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三、组织实施 

1、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区）要充分认识“证照分离”改革

试点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将改革试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创造条件，扎实有力推

进，确保改革试点工作落地见效。 

2、加大宣传培训。要利用各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提高公

众对“证照分离”改革的知晓度，鼓励和引导全社会参与，形成

理解、关心、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围。要面向生产主体，积极组织

开展“证照分离”改革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

不断夯实懂法守法、依法从业的基础。 

3、注重经验总结。要认真分析改革实施过程中的成效及存在

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有效推进工作开展；同时及时总结可

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在试点结束后形成全面推开“证照分离”

改革的成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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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舟山市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草种 

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中事后监管方案 

 

为加快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切实加强准入监管，提

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根据《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舟山市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舟政办

发〔2018〕22 号）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现就加强农作物种

子、食用菌菌种、草种等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中事后监管

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坚持于法有据、问题导向、积

极稳妥、宽进严管的原则，加强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

草种等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中事后监管，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管理方式创新，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落实市场主体首负责任制，着力解决企业突出问题，保

障种子生产与经营安全有效。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公开办事指南。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

范化、标准化、透明化、信息化”的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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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系统权力运行实际情况，依法依规制定完善相关审批事

项的标准化《办事指南》和《服务卡片》，重点规范每一个

事项的法律依据、受理范围、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

程、承诺时限、办事者到办事现场次数、办事者权利和义务

等要素内容，规范信息表述，做到一事一指南，使行政相对

人更加明晰具体标准和要求。依托我市权力运行平台及政务

服务网外网，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办事指南等相关信息。加

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及时有效解答行政相

对人的业务咨询。 

（二）从严开展行政审批。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条件，严格遵循企业申报、受理、审核、现场考核、

签署审查意见审批表、核发等法定程序，组织开展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工作。对申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企业，从申请材料、基本设施、检验仪器、加工设备、

技术人员、品种和生产环境等方面从严审核，全部符合条件

才能核发许可证。加强行政审批信息公开，规范网上审批流

程，确保公开、公正、透明。食用菌菌种、草种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申请、受理和核发，也要参照农作物种子的具体做法，

从严审批，严格准入。 

（三）依法加强监督检查。以持证企业为纽带，建立产

前委托生产备案、产后代销备案或门店销售备案以及种子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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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制度，依法对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开展全产业链监管，实

现全程可追溯。以种子质量、品种真实性、种子标签、种子

经营许可证、经营档案、品种审定及授权情况为重点，开展

春秋两季种子市场专项检查，对主要农作物供种企业、供种

品种及其生产种子质量实施全地域、全覆盖的监督抽查。以

种子生产企业资质、生产品种真实性、生产档案及质量控制

措施、杂交水稻制种田隔离以及基地管理情况为重点，加强

夏季种子生产基地巡查。依托信用信息平台，整合12345投

诉热线、抽查抽检结果、违法失信等信息，实时监控市场主

体风险状况，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强化分类管理和风险

监控。 

三、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区）要充分认识“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和统筹协调，将改革试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创

造条件，扎实有力推进，确保改革试点工作落地见效。 

（二）加大宣传培训。要利用各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

提高公众对“证照分离”改革的知晓度，鼓励和引导全社会

参与，形成理解、关心、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围。要面向种子

生产经营主体，积极组织开展“证照分离”改革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不断夯实懂法守法、依法从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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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同时，充分利用各类宣传载体，及时向社会公告改革

配套措施。 

（三）注重经验总结。要认真分析改革实施过程中的成

效及存在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有效推进工作开展；同

时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在试点结束后形成全

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成熟做法。 



附件4： 

 

舟山市草种经营许可证核发审批 

事项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实施办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草种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等文件之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从事草种经营的单位申请草种经营许可。 

第二条 审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三条：草种、烟草

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

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二）《草种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草种经营实行许可制

度。草种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先取得草种经营许可证后，凭草种

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但

依照《种子法》规定不需要办理草种经营许可证的除外。主要草

种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原种种子的经营许可证，由草种

经营单位和个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

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从事草种进出口业务的，草

种经营许可证由草种经营单位或个人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草原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农业部核发。其他草种经营许可证，由草种

经营单位或个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第

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草种经营许可证式样由农业部统一规定。

草种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期满后需继续经营的，经营者应

当在期满3个月前持原证按原申请程序重新申领。 

（三）《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

项目录及全省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的通知》（浙政办发

〔2017〕101号）。 

第三条 申请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草种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资金及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能够正确识别所经营的草种、检验草种质量、掌

握草种贮藏和保管技术的人员； 

（三）具有与经营草种的种类、数量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及仓

储设施。 

第四条 申请材料目录 

（一）草种经营许可证申请表（A）/（B）原件一份； 

（二）经营场所照片一份； 

（三）经营场所产权或合法使用权证明复印件一份； 

（四）草种仓储设施清单复印件、照片各一份； 

（五）草种仓储产权或合法使用权的证明复印件一份； 

（六）贮藏保管和检验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原件； 



（七）企业为贮藏保管和检验技术人员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各

一份。                                                      

草种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期满后需继续经营的，经营

者应当在期满3个月前持原证按原申请程序重新申领。 

注：若网上办理，需递交上述材料扫描件各一份。 

第五条 审批程序和审批责任人 

审批程序：申请—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受理人：顾寅寅、张敏霞；审查人：徐晨光、杨梢娜；决定

人：顾寅寅；送达人：顾寅寅、张敏霞 

第六条 办结时限 

从受理之日到作出决定的法定办结时限为20个工作日，按照

“行政许可提速工程”的要求，承诺办理时限为4个工作日（不

包含实地考察所需的时间）。 

第七条 办事地址和电话 

办事地址：舟山市行政服务中心，舟山市定海区千岛街道翁

山路 555 号一楼 G 区 9 号窗口；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 8：

30－12：00，下午 13：30－16:30，具体以舟山市政府及舟山市

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作息时间为准。联系电话：0580-2031967。 

 



附件3： 

 

舟山市草种生产许可证核发审批 

事项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实施办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草种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等文件之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从事草种商品种子生产的单位申请草种生产许可证。 

第二条 审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三条：草种、烟草

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

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二）《草种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主要草种的商品生产实

行许可制度。草种生产许可证由草种生产单位或个人所在地省级

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草种生产许可证式样由农业部统一规定。草种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为3年，期满后需继续生产的，被许可人应当在期满3个月前持原

证按原申请程序重新申领。 



（三）《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

项目录及全省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的通知》（浙政办发

〔2017〕101号）。 

第三条 申请条件 

（一）具有繁殖草种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二）具有无国家规定检疫对象的草种生产地点； 

（三）具有与草种生产相适应的资金和生产、检验设施； 

（四）具有相应的专业生产和检验技术人员。 

第四条 申请材料目录 

（一）草种生产许可证申请表原件一份； 

（二）专业生产和检验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原件； 

（三） 企业为专业生产和检验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缴纳的社

保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

需申请者提交）； 

（五）检验设施和仪器设备清单、照片和产权或合法使用权

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六）草种晒场情况介绍或草种烘干设备照片及产权或合法

使用权证明复印件一份； 

（七）草种仓储设施照片一份； 

（八）草种仓储设施产权或合法使用权证明复印件一份； 

（九）草种生产地点的检疫证明复印件和情况介绍原件各一

份； 



（十）草种生产质量保证制度原件一份； 

（十一）品种特性介绍原件一份； 

（十二）品种为授权品种的，还应当提供品种权人同意的书

面证明或品种转让合同复印件一份； 

（十三）生产草种是转基因品种的，还应当提供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证书复印件一份。 

草种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后需继续生产的，应

当在期满3个月前持原证按原申请程序重新申领。 

注：若网上办理，需递交上述材料扫描件各一份。 

第五条 审批程序和审批责任人 

审批程序：申请—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受理人：顾寅寅、张敏霞；审查人：徐晨光、杨梢娜；决定

人：顾寅寅；送达人：顾寅寅、张敏霞 

第六条 办结时限 

从受理之日到作出决定的法定办结时限为20个工作日，按照

“行政许可提速工程”的要求，承诺办理时限为4个工作日（不

包含实地考察所需的时间）。 

第七条 办事地址和电话 

办事地址：舟山市行政服务中心，舟山市定海区千岛街道翁

山路 555 号一楼 G 区 9 号窗口；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 8：

30－12：00，下午 13：30－16:30，具体以舟山市政府及舟山市

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作息时间为准。联系电话：0580-2031967。 

 



附件2： 

 

舟山市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母种、原种）审批事项加强市场准入 

管理实施办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浙江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等文件之

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从事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的单位申请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

许可。 

第二条 审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三条: 草种、烟草

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

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二）《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从事菌种

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

证》。第十四条：母种和原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级人民政府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农业部备案。栽培种《食用菌菌种生产

经营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九条第一款：菌种生

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后需继续生产经营的，被

许可人应当在有效期满2个月前，持原证按原申请程序重新办理

许可证。 

（三）《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

项目录及全省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的通知》（浙政办发

〔2017〕101号）。 

第三条 申请条件 

（一）生产经营母种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生产经营原种

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生产经营栽培种注册资本10万元以上； 

（二）具有相应的灭菌、接种、培养、贮存场所，生产场地

环境卫生及其他条件符合农业部《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要

求； 

（三）具有相应的灭菌、接种、培养、贮存设备，有相应的

质量检验仪器和设施； 

（四）具有相应的专业生产和检验技术人员，符合条件的检

验人员1名以上；申请母种和原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需符合条件的生产技术人员2名以上，申请栽培种《食用菌菌

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需符合条件的生产技术人员1名以上； 

（五）母种生产还应当有做出菇试验所需的设备和场所。 

第四条 申请材料目录 

（一）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一份； 

（二）专业生产和检验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原件一份；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

需申请者提交）； 

（四）仪器设备和设施清单及产权证明复印件一份，主要仪

器设备的照片一份；  

（五）菌种生产经营场所照片及产权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六）菌种生产质量保证制度复印件一份； 

（七）品种特性介绍原件一份；申请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品种

为授权品种的，还应提供品种权人（品种选育人）授权的书面证

明复印件一份。 

注：若网上办理，需递交上述材料扫描件各一份。 

第五条 审批程序和审批责任人 

审批程序：申请—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受理人：顾寅寅、张敏霞；审查人：徐晨光、杨梢娜；决定

人：顾寅寅；送达人：顾寅寅、张敏霞 

第六条 办结时限 

从受理之日到作出决定的法定办结时限为20个工作日，按照

“行政许可提速工程”的要求，承诺办理时限为4个工作日（不

包含实地考察所需的时间）。 

第七条 办事地址和电话 

办事地址：舟山市行政服务中心，舟山市定海区千岛街道翁

山路 555 号一楼 G 区 9 号窗口；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 8：

30－12：00，下午 13：30－16:30，具体以舟山市政府及舟山市

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作息时间为准。联系电话：0580-2031967。 



附件1： 

 

舟山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审批事项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实施办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等文件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一）A证：从事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的单位申请领取实行

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有效区域为全国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二）B、C、D证：从事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的单位申请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条 审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从事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

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

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生产

种子的品种、地点和种子经营的范围、有效期限、有效区域等事



项。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

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

效区域为全国。 

（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

项目录及全省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 年）的通知》（浙政办

发〔2017〕101 号）。 

A 证：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

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B 证：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C 证：其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D 证：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三条 申请条件 

（一）申请领取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有效区域为全国

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A 证）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基本设施。具有办公场所 500 平方米以上，冷藏库 200

平方米以上。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或马铃薯种薯的，具有检

验室 300 平方米以上；生产经营其他农作物种子的，具有检验室

200 平方米以上。生产经营杂交玉米、杂交稻、小麦种子或马铃

薯种薯的，具有加工厂房 1000 平方米以上、仓库 2000 平方米以

上；生产经营棉花、大豆种子的，具有加工厂房 500 平方米以上、

仓库 500 平方米以上；生产经营其他农作物种子的，具有加工厂

房 200 平方米以上、仓库 500 平方米以上；  



2、育种机构及测试网络。具有专门的育种机构和相应的育

种材料，建有完整的科研育种档案。生产经营杂交玉米、杂交稻

种子的，在全国不同生态区有测试点 30 个以上和相应的播种、

收获、考种设施设备；生产经营其他农作物种子的，在全国不同

生态区有测试点 10 个以上和相应的播种、收获、考种设施设备；  

3、育种基地。具有自有或租用（租期不少于 5 年）的科研

育种基地。生产经营杂交玉米、杂交稻种子的，具有分布在不同

生态区的育种基地 5 处以上、总面积 200 亩以上；生产经营其他

农作物种子的，具有分布在不同生态区的育种基地 3 处以上、总

面积 100 亩以上；  

4、科研投入。在申请之日前 3 年内，年均科研投入不低于

年种子销售收入的 5%，同时，生产经营杂交玉米种子的，年均

科研投入不低于 1500 万元；生产经营杂交稻种子的，年均科研

投入不低于 800 万元；生产经营其他种子的，年均科研投入不低

于 300 万元；  

5、品种。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的品种应

当通过审定，并具有相应作物的作为第一育种者的国家级审定品

种 3 个以上，或者省级审定品种 6 个以上（至少包含 3 个省份审

定通过），或者国家级审定品种 2 个和省级审定品种 3个以上，

或者国家级审定品种 1个和省级审定品种 5个以上。生产经营杂

交稻种子同时生产经营常规稻种子的，除具有杂交稻要求的品种

条件外，还应当具有常规稻的作为第一育种者的国家级审定品种

1 个以上或者省级审定品种 3个以上。生产经营非主要农作物种



子的，应当具有相应作物的以本企业名义单独申请获得植物新品

种权的品种 5个以上。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征得品种

权人的书面同意；  

6、生产规模。生产经营杂交玉米种子的，近 3 年年均种子

生产面积 2万亩以上；生产经营杂交稻种子的，近 3 年年均种子

生产面积 1万亩以上；生产经营其他农作物种子的，近 3 年年均

种子生产的数量不低于该类作物 100 万亩的大田用种量；  

7、种子经营。具有健全的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生产

经营杂交玉米种子的，在申请之日前 3年内至少有 1 年，杂交玉

米种子销售额2亿元以上或占该类种子全国市场份额的1%以上；

生产经营杂交稻种子的，在申请之日前 3 年内至少有 1年，杂交

稻种子销售额 1.2 亿元以上或占该类种子全国市场份额的 1%以

上；生产经营蔬菜种子的，在申请之日前 3年内至少有 1 年，蔬

菜种子销售额8000万元以上或占该类种子全国市场份额的1%以

上；生产经营其他农作物种子的，在申请之日前 3 年内至少有 1

年，其种子销售额占该类种子全国市场份额的 1%以上；  

8、种子加工。具有种子加工成套设备，生产经营杂交玉米、

小麦种子的，总加工能力 20 吨/小时以上；生产经营杂交稻种子

的，总加工能力 10 吨/小时以上（含窝眼清选设备）；生产经营

大豆种子的，总加工能力 5 吨/小时以上；生产经营其他农作物

种子的，总加工能力 1 吨/小时以上。生产经营杂交玉米、杂交

稻、小麦种子的，还应当具有相应的干燥设备；  



9、人员。生产经营杂交玉米、杂交稻种子的，具有本科以

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育种人员 10 人以上；生产经营其

他农作物种子的，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育种

人员 6人以上。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具有专职的种子生

产、加工贮藏和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各 5名以上；生产经营非主要

农作物种子的，具有专职的种子生产、加工贮藏和检验专业技术

人员各 3 名以上；  

10、生产环境:生产地点无检疫性有害生物，并具有种子生

产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11、检验仪器：具有净度分析台、电子秤、样品粉碎机、烘

箱、生物显微镜、电子天平、扦样器、分样器、发芽箱检验仪器，

还应当具有 PCR 扩增仪及产物检测配套设备、酸度计、高压灭菌

锅、磁力搅拌器、恒温水浴锅、高速冷冻离心机、成套移液器仪

器设备，能够开展种子水分、净度、纯度、发芽率四项指标检测

及品种分子鉴定。 

（二）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B 证）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基本设施。具有办公场所 200 平方米以上、检验室 150

平方米以上、加工厂房 500 平方米以上、仓库 500 平方米以上；  

2、检验仪器。除具备《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有 PCR 扩增仪及产物检测

配套设备、酸度计、高压灭菌锅、磁力搅拌器、恒温水浴锅、高



速冷冻离心机、成套移液器仪器设备，能够开展种子水分、净度、

纯度、发芽率四项指标检测及品种分子鉴定；  

3、加工设备。具有种子加工成套设备，生产经营杂交玉米

种子的，成套设备总加工能力 10 吨/小时以上；生产经营杂交稻

种子的，成套设备总加工能力 5 吨/小时以上；生产经营其他主

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成套设备总加工能力 1吨/小时以上；  

4、人员。具有种子生产、加工贮藏和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各

5 名以上；  

5、品种。生产经营的品种应当通过审定，并具有自育品种

或作为第一选育人的审定品种 1个以上，或者合作选育的审定品

种 2 个以上，或者受让品种权的品种 3个以上。生产经营授权品

种种子的，应当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  

6、生产环境。生产地点无检疫性有害生物，并具有种子生

产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三）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C证）或非主要农作物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D证）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基本设施。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的，具有办公

场所 150 平方米以上、检验室 100 平方米以上、加工厂房 500

平方米以上、仓库 500 平方米以上；生产经营非主要农作物种子

的，具有办公场所 100 平方米以上、检验室 50 平方米以上、加

工厂房 100 平方米以上、仓库 100 平方米以上；  



2、检验仪器。具有净度分析台、电子秤、样品粉碎机、烘

箱、生物显微镜、电子天平、扦样器、分样器、发芽箱检验仪器，

满足种子质量常规检测需要；  

3、加工设备。具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种子加工、包装设备。

其中，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的，应当具有种子加工成套

设备，生产经营常规小麦种子的，成套设备总加工能力 10 吨/

小时以上；生产经营常规稻种子的，成套设备总加工能力 5 吨/

小时以上；生产经营常规大豆种子的，成套设备总加工能力 3

吨/小时以上；生产经营常规棉花种子的，成套设备总加工能力

1 吨/小时以上；  

4、人员。具有种子生产、加工贮藏和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各

2 名以上；  

5、品种。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的，生产经营的品

种应当通过审定，并具有 1 个以上与申请作物类别相应的审定品

种；生产经营登记作物种子的，应当具有 1个以上的登记品种。

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  

6、生产环境。生产地点无检疫性有害生物，并具有种子生

产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四）申请领取无性繁殖的器官和组织、种苗、种薯以及不

宜包装的非籽粒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具有相适应的

设施、设备、品种及人员。 

第四条 申请材料目录 

（一）申请 A证应提交以下材料： 



1、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一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

申请者提交）； 

3、单位性质、股权结构基本情况、公司章程原件一份； 

4、设立分支机构、委托生产种子、委托代销种子以及以购

销方式销售种子情况说明原件一份； 

5、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种业从业简历原件一

份； 

6、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及专业育种人

员企业缴纳的社保证明复印件一份； 

7、种子检验室、加工厂房、仓库和其他设施的自有产权或

自有资产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8、办公场所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 

9、种子检验、加工设备清单和购置发票复印件一份；相关

设施设备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及实景照片一份；  

10、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一份（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

则需申请者提交）； 

11、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及品

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12、委托种子生产合同复印件一份或自行组织种子生产的情

况说明原件和证明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13、种子生产地点检疫证明复印件一份； 



14、其他材料：①自有科研育种基地证明或租用科研育种基

地的合同复印件一份；②品种试验测试网络和测试点情况说明原

件一份，以及相应的播种、收获、烘干设备设施的自有产权证明

复印件及实景照片各一份；③育种机构、科研投入及育种材料、

科研活动情况说明原件和证明材料复印件各一份，育种人员基本

情况及其企业缴纳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各一份；④近三年种子生产

地点、面积和基地联系人情况说明原件和证明材料复印件各一

份；⑤种子经营量、经营额及其市场份额的情况说明原件和证明

材料复印件各一份；⑥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复印

件一份。 

（二）申请 B、C、D 证应提交以下材料： 

1、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一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

申请者提交）； 

3、单位性质、股权结构基本情况、公司章程原件一份； 

4、设立分支机构、委托生产种子、委托代销种子以及以购

销方式销售种子情况说明原件一份； 

5、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种业从业简历原件一

份； 

6、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缴纳的社

保证明复印件一份； 



7、种子检验室、加工厂房、仓库和其他设施的自有产权或

自有资产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8、办公场所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 

9、种子检验、加工设备清单和购置发票复印件一份；相关

设施设备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及实景照片一份；  

10、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一份（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

则需申请者提交）； 

11、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及品

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12、委托种子生产合同复印件一份或自行组织种子生产的情

况说明原件和证明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13、种子生产地点检疫证明复印件一份； 

注：若网上办理，需递交上述材料扫描件各一份。 

第五条 审批程序和审批责任人 

（一）A证审批程序：申请—受理—审核（实地考察）—公

示—决定—送达 

（二）B、C、D 证审批程序：申请—受理—审核（实地考察）

—决定—送达 

（三）受理人：顾寅寅、张敏霞；审核人：徐晨光、杨梢娜；

决定人：叶维寅；送达人：顾寅寅、张敏霞 

第六条 办结时限 



从受理之日到作出决定的法定办结时限为 20 个工作日，按

照“行政许可提速工程”的要求，承诺办理时限为 6 个工作日

（不包含实地考察、公示所需的时间）。 

第七条 办事地址和电话 

办事地址：舟山市行政服务中心，舟山市定海区千岛街道翁

山路 555 号一楼 G 区 9 号窗口；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 8：

30－12：00，下午 13：30－16:30，具体以舟山市政府及舟山市

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作息时间为准。联系电话：0580-2031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