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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

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

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

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

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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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及时掌握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提供科学制定农业机械化发展政策和宏观决策依据，制定本

调查制度。

（二）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

本制度统计范围包括各地、州、市，所辖区域内各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

单位，包括农垦系统，不包括军委、劳改系统、森工、远洋捕捞单位及其他行业。

（三）调查内容

全疆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调查属于部门统计调查，调查表式包括：农机服务组织人员及投入产

出情况（新农机管年 1 表）、农业机械拥有量（新农机管年 2 表）、农机作业情况（新农机管年 3

表）。

（四）调查频率和时间

新农机管年 1 表、新农机管年 2 表、新农机管年 3表的调查频率为一年一次；具体开展调查的

时间由相关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但应于规定时间前报送数据。

（五）调查方法

本制度采取全面调查的方法。

（六）组织实施

乡（镇）及乡（镇）以下的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原则上由乡（镇）农机管理（统计）人员调

查统计，上报县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县及县以上农业机械化生产经营管理等单位的农业机械化

统计资料，由县及县以上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直接调查统计。从县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开始将上

述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汇总，送同级统计部门征求意见。涉及畜牧、水产、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农

业等产业指标数据，需加强与相关行业部门对接会商。

（七）报送要求和质量控制

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年报数据于当年 12 月 15 日前上报，农新农机管年 3 表，于当年 12 月 25

日前上报。年报数据的纸质和电子文档一并报送。

本制度各表表式是发到各地、州、市填报的综合表式。各地、州、市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在保

证满足本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可具体制定本辖区范围内实施的填报表式。

报送单位应做好数据质量控制，对其报送数据质量负责。本调查制度中以“万”和“千”为单

位的指标保留两位小数，其他指标取整数。

（八）资料公布

统计数据通过每年的新疆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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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信息共享

经批准对外发布的数据，可通过邮件、传真等形式与相关政府部门共享，共享信息内容由农业

农村厅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具体负责，共享责任人为农业农村厅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统计

工作负责人。

（十）使用名录情况

本制度使用本部门基本单位名录。

（十一）本调查制度由自治区统计局、自治区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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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表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

及方式
页码

新农机管年 1 表
农机服务组织人员及

投入产出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

业生产单位

各地、州（县、

市）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12 月 15 日

前（网上直

报）

4

新农机管年 2 表 农业机械拥有量 年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

业生产单位

各地、州（县、

市）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12 月 15 日

前（网上直

报），其中

农 业 机 械

总动力1月

15 日前报

5

新农机管年 3 表 农机作业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

业生产单位

各地、州（县、

市）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12 月 25 日

前（网上直

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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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一）农机服务组织人员及投入产出情况

表 号： 新农机管年 1 表

制表机关： 自治区农机中心

批准机关： 自治区统计局

批准文号： 新统函[2022]56 号

有效期至： 2025年 10 月

综合机关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年末机构数 年末人数 投入/收入数量

甲 乙 1 2 3 4

一、农机服务组织及农机户 01 — — — —

（一）农机服务组织 02 个/人 —

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 03 个/人 —

其中：拥有农机原值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以上的

04
个/人 —

（二）农机户 05 个/人 —

其中：农机作业服务专业户 06 个/人 —

二、农机维修厂及维修点 07 个/人 —

三、乡村农机从业人员 08 人 — —

其中：持证人员 09 人 — —

其中：驾驶操作人员 10 人 — —

农机维修人员 11 人 — —

四、农机化投入 12 — — — —

（一）财政资金 13 万元 — —

1.科研投入 14 万元 — —

2.推广投入 15 万元 — —

3.安全监理投入 16 万元 — —

4.试验鉴定投入 17 万元 — —

（二）基本建设投入 18 万元 — —

（三）农业机械购置投入 19 万元 — —

五、农机服务收入 20 万元 — —

其中：农机作业服务收入 21 万元 — —

合作社收入 22 万元 — —

其中：作业收入 23 万元 — —

维修收入 24 万元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

（1）代码 02—11 统计范围是辖区内从事农机作业、农机维修等生产经营服务的单位和组织，不论其所有

制和经营形式如何，均应在本表统计。具有多项经营服务项目的单位和组织，应将其农机作业服务、农机维修等生

产经营服务项目，各作为一个生产经营服务组织统计在本表相关栏目之内。各生产经营服务项目的从业人员，也应

分别统计。

（2）代码 08 包括但不限于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登记情况”中第四季度末累计在册的拖拉机

驾驶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数以及代码 08中的持证人员。

（3）代码 12—24 统计范围是辖区内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所属及其归口管理的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的

农机化投入、收入情况。

2.审核关系（乙列）：02≥03；03≥04；05≥06；08≥09；09≥10+11；13≥14+15+16+17；20≥21；20≥22；2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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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机械拥有量

表 号： 新农机管年 2 表

制表机关： 自治区农机中心

批准机关： 自治区统计局

批准文号： 新统函[2022]56 号

有效期至： 2025年 10 月

综合机关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业机械总动力 1 千瓦

（一）柴油发动机动力 2 千瓦

（二）汽油发动机动力 3 千瓦

（三）电动机动力 4 千瓦

（四）其它机械动力 5 千瓦

二、拖拉机及配套机械 6 - -

（一）拖拉机 7 台

8 千瓦

1.小型（22.1 千瓦及以下） 9 台

10 千瓦

2.中型（22.1-73.5 千瓦） 11 台

12 千瓦

其中:58.8 千瓦及以上 13 台

14 千瓦

3.大型及以上（73.5 千瓦及以上） 15 台

16 千瓦

其中：147.1 千瓦以上 17 台

18 千瓦

其中：实际投入使用拖拉机 19 台

20 千瓦

带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拖拉机 21 台

22 千瓦

其中：单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拖拉机 23 台（套）

24 千瓦

带作业监测设备拖拉机 25 台（套）

26 千瓦

（二）拖拉机配套农具 27 部

其中：与 58.8 千瓦及以上拖拉机配套 28 部

三、种植业机械 29 - -

（一）耕整地机械 30 - -

1.耕整机 31 台（套）

32 千瓦

2.微型耕耘机 33 台（套）

34 千瓦

3.犁 35 台

4.旋耕机 36 台

5.深松机 37 台

6.耙 38 台

其中：驱动耙 39 台

7.铺膜机 4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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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联合整地机 41 台

（二）种植施肥机械 42 - -

1.播种机械 43 - -

其中:（1）免耕播种机 44 台

（2）精量播种机 45 台

（3）整地施肥播种机 46 台

（4）水稻直播机 47 台

2.栽植机械 48 - -

（1）水稻插秧机 49 台

50 千瓦

其中：乘坐式 51 台

52 千瓦

（2）移栽机 53 台

54 千瓦

3.化肥深施机 55 台

4.其他播种机械： 56 - -

气力式播种机 57 台

玉米播种机 58 台

小麦播种机 59 台

工业番茄播种机 60 台

工业辣椒播种机 61 台

花生点播机 62 台

孜然播种机 63 台

大豆播种机 64 台

亚麻播种机 65 台

胡萝卜播种机 66 台

甜菜播种机 67 台

马铃薯播种机 68 台

牧草播种机 69 台

其中：草原松土补播机 70 台

玉米大豆复合带状播种机 71 台

铺膜播种机 72 台

其中：棉花播种机 73 台

（三）排灌机械 74 - -

1.农用水泵 75 台

2.节水灌溉类机械 76 套

其中：喷灌机械 77 套

滴灌机械 78 套

智能灌溉设备 79 套

（四）田间管理机械 80 - -

1.中耕机械 81 - -

其中：中耕机 82 台

83 千瓦

田园管理机 84 台

85 千瓦

2.机动植保机械 86 台

87 千瓦

其中：自走式 88 台

89 千瓦

定量喷雾机 9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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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千瓦

3.修剪机械 92 - -

（1）茶树修剪机 93 台

94 千瓦

（2）果树修剪机 95 台

96 千瓦

（3）去雄机 97 台

98 千瓦

（五）收获机械 99 - -

1.脱粒机 100 台

101 千瓦

2.谷物联合收割机 102 台

103 千瓦

其中：自走式 104 台

105 千瓦

喂入量大于 8公斤 106 台

107 千瓦

3.玉米收获机 108 台

109 千瓦

其中:自走式 110 台

111 千瓦

籽粒玉米收获机 112 台

113 千瓦

4.大豆收获机 114 台

115 千瓦

5.油菜籽收获机 116 台

117 千瓦

6.马铃薯收获机 118 台

119 千瓦

7.花生收获机 120 台

121 千瓦

8.甜菜收获机 122 台

123 千瓦

9.甘蔗收获机 124 台

125 千瓦

10.棉花收获机 126 台

127 千瓦

其中：具有裹包功能的棉花收获机 128 台

129 千瓦

其中：三行 130 台

131 千瓦

六行 132 台

133 千瓦

11.蔬菜收获机械 134 台

135 千瓦

12.工业番茄收获机 136 台

137 千瓦

13.工业辣椒收获机 138 台

139 千瓦

14.籽瓜收获机 140 台

141 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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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亚麻收获机 142 台

143 千瓦

16.采茶机 144 台

145 千瓦

17..饲料（草）收获机械 146 台

147 千瓦

其中：青（黄）饲料收获机 148 台

149 千瓦

其中：裹包机 150 台

151 千瓦

割草机 152 台

牧草搂草机 153 台

其他秸秆收获机 154 台

打（压）捆机 155 台

156 千瓦

其中：方捆机 157 台

18.秸秆粉碎还田机 158 台

（七）设施农业设备 159 - -

1.温室 160 平方米

其中：连栋温室 161 平方米

日光温室 162 平方米

塑料大棚 163 平方米

2.卷帘机 164 台

3.环控设备 165 台

其中：热风炉 166 台

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 167 台（套）

168 千瓦

（一）种子初加工机械 169 台

170 千瓦

其中：种子清选机 171 台

172 千瓦

种子包衣机 173 台

174 千瓦

（二）粮食初加工机械 175 台（套）

176 千瓦

其中：谷物（粮食）干燥机 177 台（套）

178 千瓦

其中：30 吨以上 179 台（套）

180 千瓦

（三）油料初加工机械 181 台（套）

182 千瓦

（四）棉花初加工机械 183 台（套）

184 千瓦

其中：籽棉清理机 185 台

186 千瓦

籽棉干燥机 187 台

188 千瓦

轧花机 189 台

190 千瓦

（五）果蔬初加工机械 191 台（套）

192 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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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果蔬干燥机 193 台（套）

194 千瓦

2.果蔬冷藏保鲜设备 195 台（套）

196 千瓦

3.青果脱皮机 197 台（套）

198 千瓦

4.干坚果脱壳机 199 台（套）

200 千瓦

（六）茶叶初加工机械 201 台（套）

202 千瓦

五、畜牧机械 203 台（套）

204 千瓦

（一）饲料（草）加工机械 205 台（套）

206 千瓦

其中：1.铡草机 207 台

2.饲料（草）粉碎机 208 台

3.颗粒饲料压制机 209 台

4.全混合日粮制备机 210 台

（二）饲养设备 211 台（套）

212 千瓦

其中：喂（送）料机 213 台（套）

214 千瓦

（三）畜产品采集储运设备 215 台

216 千瓦

其中：1.挤奶机 217 台

218 千瓦

2.剪羊毛机 219 台

220 千瓦

3.集蛋机 221 台

222 千瓦

（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备 223 台（套）

六、水产机械 224 台

225 千瓦

（一）水产养殖机械 226 台

227 千瓦

其中：1.增氧机 228 台

229 千瓦

2.投饵机 230 台

231 千瓦

3.清淤机 232 台

233 千瓦

（二）捕捞机械设备 234 台

235 千瓦

七、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236 台

237 千瓦

1.推土机 238 台

239 千瓦

2.挖掘机 240 台

241 千瓦

3.装载机 242 台

243 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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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地机 244 台

245 千瓦

八、农用航空器 246 架

（一）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247 架

（二）其他无人驾驶航空器 248 架

九、种植业废弃物处理设备 249 - -

其中：残膜回收机 250 台

十、其他机械 251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单位和农户及为其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的主体实际拥有的农业机械数量。

包括在用、封存、待修、在修、租出、借出的机械，不包括借入、租入等不具有所有权的机械。

2.审核关系（乙列）：001=002+003+004+005；007=009+011+015；008=010+012+016；011≥013；012≥014；015≥

017；016≥018；007≥019；008≥020；007≥021；008≥022；007≥025；008≥026；021≥023；022≥024；027≥

028；038≥039；049≥051；050≥052；069≥070；072≥073；076≥077+078；076≥079；086≥088；087≥089；

086≥090；087≥091；102≥104；103≥105；102≥106；103≥107；108≥110；109≥111；108≥112；109≥113；

126≥128；127≥129；128≥130+132；129≥131+133；148≥150；149≥151；155≥157；160=161+162+163；165≥

166；167≥169+175+181+183+191+201；168≥170+176+182+184+192+202；097≥099+101；170≥172+174；175≥177；

176≥178；177≥179；178≥180；183≥185+187+189；184≥186+188+190；191≥193+195+197+199；192≥

194+196+198+200；203≥205+211+215；204≥206+212+216；205≥207+208+209+210；211≥213；212≥214；215≥

217+219+221；216≥218+220+222；224≥226+234；225≥227+235；226≥228+230+232；227≥229+231+233；236≥

238+240+242+244；237≥239+241+243+245；246=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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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机作业情况

表 号： 新农机管年 3表

制表机关： 自治区农机中心

批准机关： 自治区统计局

批准文号： 新统函[2022]56 号

有效期至： 2025 年 10 月

综合机关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作物生产机械化作业总体情况 1 - -

（一）机耕面积 2 千公顷

其中：卫星导航系统耕整地作业面积 3 千公顷

（二）机播面积 4 千公顷

其中：卫星导航系统机播作业面积 5 千公顷

（三）机电灌溉面积 6 千公顷

其中：智能系统灌溉作业面积 7 千公顷

（四）机械植保面积 8 千公顷

其中：卫星导航系统机械植保作业面积 9 千公顷

（五）机收面积 10 千公顷

其中：卫星导航系统机械机收作业面积 11 千公顷

二、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作业情况 12 - -

（一）小麦 13 - -

1.机耕面积 14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15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16 千公顷

（二）水稻 17 - -

1.机耕面积 18 千公顷

2.机械种植面积 19 千公顷

其中：机直播面积 20 千公顷

机插面积 21 千公顷

机浅栽面积 22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23 千公顷

（三）玉米 24 - -

1.机耕面积 25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26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27 千公顷

（四）大豆 28 - -

1.机耕面积 29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30 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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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收面积 31 千公顷

（五）油菜 32 - -

1.机耕面积 33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34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35 千公顷

（六）马铃薯 36 - -

1.机耕面积 37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38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39 千公顷

（七）花生 40 - -

1.机耕面积 41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42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43 千公顷

（八）棉花 44 - -

1.机耕面积 45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46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47 千公顷

（九）水果 48 - -

1.机械中耕面积 49 千公顷

2.机械施肥面积 50 千公顷

3.机械植保面积 51 千公顷

4.机械修剪面积 52 千公顷

5.机械采收产量 53 万吨

6.机械田间转运产量 54 万吨

（十）茶叶 55 - -

1.机械中耕面积 56 千公顷

2.机械施肥面积 57 千公顷

3.机械植保面积 58 千公顷

4.机械修剪面积 59 千公顷

5.机械采收产量 60 万吨

6.机械田间转运产量 61 万吨

（十一）工业辣椒 62 - -

1.机耕面积 63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64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65 千公顷

（十二）工业番茄 66 - -

1.机耕面积 67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68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69 千公顷

（十三）籽瓜 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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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耕面积 71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72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73 千公顷

（十四）甜菜 74 - -

1.机耕面积 75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76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77 千公顷

（十五）露地蔬菜 78 - -

1.机耕面积 79 千公顷

2.机播面积 80 千公顷

3.机收面积 81 千公顷

（十六）其他农机作业情况 82 - -

1.机械深松深耕面积 83 千公顷

其中：机械深松面积 84 千公顷

2.机械免耕播种面积 85 千公顷

3.精量播种面积 86 千公顷

4.机械深施化肥面积 87 千公顷

5.机械铺膜面积 88 千公顷

6.农田机械节水灌溉面积 89 千公顷

7.机械化播种牧草面积 90 千公顷

8.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 91 千公顷

9.机械收获牧草面积 92 千公顷

10.机械收获牧草面积 93 千公顷

11.机械化秸秆捡拾打捆面积 94 千公顷

12.机械回收残膜面积 95 千公顷

13.机械收获甜菜面积 96 千公顷

14.机械收获胡萝卜面积 97 千公顷

15.机械收获制酱番茄面积 98 千公顷

16.机械收获工业辣椒面积 99 千公顷

17.机械收获打瓜面积 100 千公顷

18.机械化青（黄）贮秸秆面积 101 千公顷

19.机械化青（黄）贮秸秆数量 102 万吨

其中：机械化黄贮秸秆数量 103 万吨

20.农用航空器作业面积 104 千公顷

其中：植保无人航空器作业面积 105 千公顷

三、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业情况 106 - -

（一）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业服务面积 107 千公顷

（二）农机跨区作业面积 108 千公顷

1.跨区机耕面积 109 千公顷

2.跨区机播面积 110 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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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区植保面积 111 千公顷

4.跨区机收面积 112 千公顷

其中：跨区机收小麦 113 千公顷

跨区机收水稻 114 千公顷

跨区机收玉米 115 千公顷

跨区机收棉花 116 千公顷

（三）农机托管作业面积 117 千公顷

1.机耕托管作业面积 118 千公顷

其中：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托管作业面积 119 千公顷

2.机种托管作业面积 120 千公顷

其中：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托管作业面积 121 千公顷

3.机械植保托管作业面积 122 千公顷

其中：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托管作业面积 123 千公顷

4.机收托管作业面积 124 千公顷

其中：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托管作业面积 125 千公顷

（四）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流转耕地面积 126 千公顷

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作业情况 127 - -

（一）机械脱出农产品数量 128 万吨

其中：1.机械脱出粮食数量 129 万吨

2.机械脱出油料数量 130 万吨

（二）机械清选农产品数量 131 万吨

其中：1.机械清选蔬菜数量 132 万吨

2.机械清选水果数量 133 万吨

3.机械清选棉花数量 134 万吨

（三）机械保质农产品数量 135 万吨

其中：1.机械保质粮食数量 136 万吨

2.机械保质油料数量 137 万吨

3.机械保质蔬菜数量 138 万吨

4.机械保质水果数量 139 万吨

5.机械保质棉花数量 140 万吨

6.机械保质茶叶数量 141 万吨

六、畜牧养殖机械化作业情况 142 - -

（一）机械收获饲草秸秆量 143 万吨

其中：机械收获牧草数量 144 万吨

（二）机械化饲草料加工数量 145 万吨

（三）机械饲喂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146 万个

（四）机械清粪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147 万个

（五）机械环控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148 万个

（六）机械挤奶的家畜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149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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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机械剪毛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150 万个

（八）机械捡蛋的蛋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151 万个

七、水产养殖机械化作业情况 152 - -

（一）池塘养殖 153 - -

1.机械投饲池塘养殖产量 154 万吨

2.机械水质调控池塘养殖产量 155 万吨

3.机械起捕池塘养殖产量 156 万吨

4.机械清淤池塘养殖产量 157 万吨

（二）网箱养殖 158 - -

1.机械投饲网箱养殖产量 159 万吨

2.机械清洗网箱养殖产量 160 万吨

3.机械起捕网箱养殖产量 161 万吨

（三）工厂化养殖 162 - -

1.机械投饲工厂化养殖产量 163 万吨

2.机械起捕工厂化养殖产量 164 万吨

（四）筏式吊笼及底播养殖 165 - -

1.机械投苗养殖产量 166 万吨

2.机械采收养殖产量 167 万吨

八、设施农业（种植）机械化作业情况 168 - -

（一）机械耕整地面积 169 千公顷

（二）机械种植面积 170 千公顷

（三）机械采运面积 171 千公顷

（四）机械灌溉施肥面积 172 千公顷

（五）机械调控环境面积 173 千公顷

补充资料：①保护性耕作面积＿＿千公顷；②免耕播种面积＿＿千公顷，其中：小麦免耕播种面积＿＿千公顷，水稻免

耕播种面积＿＿千公顷，玉米免耕播种面积＿＿千公顷；③农田基本建设作业量＿＿万立方米；④实际脱出、清选、保

质农产品总量分别是＿＿万吨、＿＿万吨和＿＿万吨；⑤收获的饲草秸秆总量、饲草料加工总量分别是＿＿万吨和＿＿

万吨，折算为羊单位后的畜禽总数、环控畜禽总数、产奶家畜数量、产毛畜禽数量、蛋禽数量分别是＿＿万个、＿＿万

个、＿＿万个、＿＿万个和＿＿万个；⑥池塘养殖、网箱养殖、工厂化养殖和筏式吊笼及底播养殖总产量分别是＿＿万

吨、＿＿万吨、＿＿万吨和＿＿万吨；⑦果园和茶园面积分别是＿＿千公顷和＿＿千公顷，采收产量分别是＿＿万吨和

＿＿万吨。⑧总播种面积、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油菜、马铃薯、花生、棉花播种面积分别是＿＿千公顷、＿＿千

公顷、＿＿千公顷、＿＿千公顷、＿＿千公顷、＿＿千公顷、＿＿千公顷、＿＿千公顷、＿＿千公顷。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

（1）在辖区内完成的表列农机作业项目的情况。

（2）畜禽数量按全年出栏和年末存栏数累加统计。

（3）收获饲草秸秆量、饲草料加工数量只统计本区域范围内生产和加工的数量。

2. 审核关系（乙列）：002≥ 014+018+025+029+033+037+041+045； 002≥ 083； 002≥ 109； 004≥

015+019+026+030+034+038+042+046；004≥085；004≥086；004≥091；004≥110；006≥089；008≥051+058+105；

010≥016+023+027+031+035+039+043+047；010≥112；016≥113；019≥020+021+022；023≥114；027≥115；083

≥084；102=103；104≥105；108≥109+110+111+112；112≥113+114+115+116；118≥119；120≥121；122≥123；

124≥125；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3≥144；169≥172；16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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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新农机管年 1 表 农机服务组织人员及投入产出情况

农机服务组织指具有章程、一定经营规模和相对稳定场所，从事各种农机作业服务的主体，包

括国家、集体、个人领办的农机服务站（队）、农机合作社、农机作业服务公司等。

农机专业合作社 指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农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章程，依法成立的以农机服务为主的专业合作社。其中拥

有农机原值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以上的农机合作社专门统计。

农机户指拥有或承包 2 千瓦及以上的农用动力机械，自用或为他人作业，没有章程或管理办法

的农户。两户或多户联合购置、经营农业机械，只作为一户统计，但年末人数按实际从业人员统计。

其中农机作业服务专业户专门统计。

农机作业服务专业户 指用农业机械为农业生产提供作业服务的收入占全家收入 60%以上的农

户。

农机维修厂及维修点指辖区内从事农机维修的维修厂、维修车间、维修门市部和有相对稳定场

所的农机维修个体户。不包括农机企业设立的售后维修场所。

乡村农机从业人员指县以下（不含县）从事农业机械化管理、生产和经营服务的人员。

持证人员指持有农机驾驶、农机操作、农机维修、农机服务等方面证书的乡村农机从业人员，

1人持有多证的，按 1 人统计。

驾驶操作人员指持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驾驶证书和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等农机操作证

书的乡村农机从业人员，1 人持有多证的，按 1人统计。

农机维修人员指持有等级证书（包括资格证书）的县以下（不含县）农机服务组织中从事农机

维修工作的人员、维修厂（点）中的农机维修人员、其他生产经营主体中主要从事农机维修的人员，

以及零散农机维修人员，1 人持有多证的，按 1人统计。

科研投入指用于农机化技术和农业机械研究开发等的财政资金。

推广投入指用于农机化技术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的财政资金。

安全监理投入指用于农机安全监理的财政资金。

试验鉴定投入指用于农机试验鉴定的财政资金。

基本建设投入指用于机具库棚、烘干、仓储、设施等建设资金，包括财政资金和社会投入。

农业机械购置投入指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用于购置农业机械的资金（全价），包括财政资金

和社会投入。

农机服务收入 指各类从事农机生产经营服务的主体当年全部生产经营服务收入，不包括借贷、

暂存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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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作业服务收入 指各类从事农机生产经营服务的主体，使用农业机械从事作业服务当年取

得的全部收入，包括但不限于田间作业收入、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收入。

合作社收入 指从事农机生产经营服务的合作社，使用农业机械从事作业服务当年取得的全部

收入，包括但不限于田间作业收入、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收入、维修收入等。

作业收入 指当年使用各种农业机械从事农田作业服务所取得的收入。

维修收入 指农机维修厂及维修点当年从事农业机械维修的收入，包括农机站（队）的农机维

修收入。

新农机管年 2 表 农业机械拥有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 指全部农业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农业机械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

初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设备。农业机械总动力按使用能源不同分为柴油发动机动力、汽油

发动机动力、电动机动力、其他机械动力等四部分。

柴油发动机动力 指全部柴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之和；

汽油发动机动力 指全部汽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之和；

电动机动力 指全部电动机（含潜水电泵的电动机）额定功率之和；

其他机械动力 指采用柴油、汽油、电力之外的其他能源，如水力、风力、煤炭、太阳能等动

力机械功率之和。

拖拉机 指用于牵引、推动、携带或/和驱动配套机具进行作业的自走式动力机械。

实际投入使用拖拉机 实际投入生产活动的拖拉机数量，以及额定功率之和。不包括损坏、待

报废等未使用的机械。数量上应小于统计年报中的相关指标。

带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拖拉机拖拉机自动驾驶系统包括：便携式或固定式基站、GNSS 定位装置、

姿态传感器、智能驾驶控制器、转向轮角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液压专项电磁阀组和显示终端等。

带作业监测设备拖拉机安装农机北斗作业远程监测终端的拖拉机。

拖拉机配套农具指由拖拉机牵引或悬挂的田间移动作业机具，如犁、旋耕机、耙、播种机等农

具。其中与 58.8kW 及以上拖拉机配套的专门统计。

耕整机 指自带发动机驱动，配套发动机标定功率不大于 6.5kW，主要从事水田、旱田耕整作

业的单轮或双轮驱动的机械（含乘座或无乘座）。耕整机与其配套机具一并按套统计，一台耕整机

不论配套几台机具，均统计为一套。

微型耕耘机 指功率不大于 6.5kW,直接用驱动轮轴驱动旋转工作部件，以旋耕为主要功能，用

于旱田耕整作业的步行操纵式耕作机械，又称微耕机。

犁 指由动力机械悬挂或牵引，用于破碎土块并耕出槽沟，为播种做准备的耕作机械，包括铧

式犁、圆盘犁、旋转犁等类型。

深松机指由拖拉机牵引，在不翻动土壤、不破坏地表植被的情况下，能够疏松土壤、打破犁底

层的耕作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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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 指由动力机械悬挂或牵引，用于表层土壤耕作，为播种做准备的整地作业机械，包括钉齿

耙、圆盘耙等。

铺膜机指由拖拉机带动，铺盖地膜的机械。

其他播种机械包括玉米、小麦、工业番茄、工业辣椒、花生、孜然、大豆、马铃薯、甜菜、牧

草、玉米大豆复合带状播种机、铺膜播种机和棉花播种机等相应播种机械。

免耕播种机指不需要进行土壤耕翻，直接进行播种作业的播种机械，包括免耕精量播种机。

精量播种机指由拖拉机悬挂或牵引并按规定要求进行非免耕的精量播种的机械。

水稻直播机指专门用于直接进行稻种田间播种作业的机械。

水稻插秧机指自带动力驱动作业的水稻插秧机械。

移栽机将水稻、油菜、蔬菜等钵苗按一定行距和穴距栽植在田中的机械。

化肥深施机指由拖拉机带动，进行深施化肥的机械。

农用水泵 指通过抽水或压水进行灌溉和排水的机械，主要包括离心泵、潜水电泵、微型泵、

泥浆泵、污水污物泵等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类水泵。与节水灌溉类机械配套的水泵不统计在内。

节水灌溉类机械包括微灌、喷灌、滴灌、渗灌机械。一台水泵不论配多少喷头，均作为一台（套）

统计。利用天然水流或水利工程落差的压力进行自流喷灌的自压喷灌系统，也应统计在内。

智能灌溉设备与智能灌溉系统配套使用的设备。

中耕机 中耕机械主要指农作物生长期间用于除草、松土、表土破板结、培土起垄或完成上述

作业同时进行施肥等作业的机械。

田园管理机 指自带动力标定功率不大于 6.5kW，行驶速度不大于 10km/h，配套工作装置后，

具备旱田开沟、培土、起垄、锄草、施肥等功能中的 2 种或以上的机器。田园管理机与其配套机具

一并按套统计，一台田园管理机不论配套几台机具，均统计为一套。

机动植保机械指自带动力或配套动力机械进行作业的植保机械，如电动喷雾器、动力喷雾机、

喷杆喷雾机和风送喷雾机等。

脱粒机指由动力机械驱动专门进行农产品脱粒的作业机械，主要包括稻麦脱粒机、玉米脱粒机

等。

谷物联合收割机 也称谷物联合收获机，指能一次完成稻谷、小麦等谷物收获的切割、脱粒、

分离、清选等其中多项工序的机械。只统计稻麦联合收割机，包括小麦联合收割机、水稻联合收割

机、稻麦两用联合收割机，不包括玉米收获机。

玉米收获机 也称玉米联合收获机，指用于玉米收获，能够一次完成收获的切割（摘穗）、脱

粒（剥皮）、分离、清选等其中多项工序的作业机械。包括自走式玉米收获机、自走式玉米籽粒联

合收获机、悬挂式玉米收获机、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等，不包括玉米青贮收获机。

甘蔗收获机 指用于甘蔗收获的机械，按类型可分为自走式、悬挂式甘蔗联合收获机和甘蔗割

铺机。

饲料（草）收获机械 指用于收获饲料、饲草的机械，包括割草（压扁）机、搂草机、翻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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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捆机、草捆包膜机、青（黄）饲料收获机、青饲料收获专用割台、草本桑收割机、打捆包

膜机、草籽收获机以及其他饲料（草）收获机械。

青（黄）饲料收获机指由动力机械驱动，专门用于青（黄）饲料或作物秸秆收获、粉碎，并制

作青（黄）贮饲料的机械，包括玉米青（黄）贮收获机。

温室指采用透光覆盖材料作为全部或部分维护结构，具有一定环境调控设备，用于抵御不良天

气条件，保证作物能正常生长发育的设施。根据结构特征可分为连栋温室、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

连栋温室指温度、湿度、水肥等生长条件可控，两跨及两跨以上，通过天沟连接起来的现代化

整体连栋温室。包括玻璃连栋温室、PC 板连栋温室、塑料膜连栋温室。

日光温室指由保温蓄热墙体、保温后屋面和采光前屋面构成的可充分利用太阳能，夜间用保温

材料对采光屋面外覆盖保温，可进行作物越冬生产的单屋面温室。

塑料大棚指跨度不小于 6m，脊高不低于 2.4m，以塑料薄膜为全覆盖材料的拱形单体温室。

卷帘机 指用于温室大棚草帘以及棉被自动卷放的农业机械设备。

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包括种子初加工机械、粮食初加工机械、油料初加工机械、棉花初加工机械、

果蔬初加工机械和茶叶初加工机械。

种子初加工机械 指用于农作物种籽脱芒（绒）、清选、分级、包衣、丸粒化处理的设备，主

要包括脱芒（绒）机、种子清选机、种子分级机、种子包衣机、种子加工成套设备、种子丸粒化机

等。

种子清选机利用子粒和夹杂物在形状、尺寸、比重、表面特性和空气动力学特性等方面的差异，

选出合格优良种子的机械。

谷物（粮食）干燥机指专门用于干燥粮食的机械，不包括种子干燥机。

果蔬干燥机 指专门用于干燥水果、蔬菜的机械。

果蔬冷藏保鲜设备指水果、蔬菜采摘后保持其鲜活程度的储藏机械设备。

茶叶初加工机械 指用于茶叶杀青、揉捻、解块、压扁、理条、发酵、炒（烘）干、清选、色

选、输送等加工工艺机械设备以及加工成套设备等，主要包括茶叶杀青机、茶叶揉捻机、茶叶解块

机、茶叶压扁机、茶叶理条机、茶叶发酵机、茶叶炒（烘）干机、茶叶清选机、茶叶色选机、茶叶

输送机及加工成套设备等。

饲料（草）加工机械 指用于饲料（草）切割、粉碎、打浆、压制等加工作业的机械设备，主

要包括铡草机、饲料（草）粉碎机(含饲草揉碎机、饲草揉丝机)、青贮切碎机、颗粒饲料压制机、

全混合日粮制备机、饲料加工成套设备等。

饲养设备 指用于畜禽孵化、养料、消毒等饲养作业的机械，主要包括孵化机、喂（送）料机、

药浴机等，不包括清粪机（车）、育雏保温伞等。

畜产品采集储运设备 指用于畜产品的采集、储藏、运输等作业的机械设备，主要包括挤奶机、

剪毛机、储奶罐、散装乳冷藏罐等，不包括屠宰等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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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毛机 指用于剪取羊等毛用畜种毛绒的手握机具，包括软轴式、直动式、中频式、单相串激

式、气动式、液压式等剪毛机，不仅包括羊毛剪毛机。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备 指对畜禽粪污进行收集、处理、加工、利用的农业机械。本报表只

统计清粪机、畜禽粪污固液分离机、粪污水处理设备、畜禽粪便发酵处理设备和畜禽粪便翻堆设备

以及沼液沼渣抽排设备等。

水产机械 指水产养殖机械和捕捞机械设备，其中水产养殖机械包括增氧机、投（饲）饵机、

水体净化处理设备等，捕捞机械设备包括绞纲机、起网机、吸鱼泵等。本报表不统计远洋捕捞单位

的捕捞机械设备。

投（饲）饲机 指向水产养殖对象定时、定量投喂粒状、粉状等（饲）饵料的机械。

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指用于农田基本建设作业的机械，包括挖掘机械、平地机械和清理机械，

如农用挖掘机、推土机、平地机、捡（清）石机等。

农用航空器指在农业生产中用于播种、植保等作业的各类航空器，包括植保有人驾驶航空器、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播种无人驾驶航空器等。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指专门用于农林牧植保作业的遥控航空器。

其他无人驾驶航空器指用于农业生产中播种、投饵、巡查、遥感等其他作业的遥控航空器。

新农机管年 3表 农机作业情况

机耕面积指当年使用拖拉机或其他动力机械耕作过的农作物面积，包括耕翻、旋耕、深松等，

不包括在实施保护性耕作的耕地上的深松。年内一公顷耕地上种植两茬作物，且都进行了机械耕作，

按二公顷统计，种植多茬作物的类推。但对同一茬作物，当年不论耕作几次仍按一公顷统计。

机播面积指当年使用各种播种、栽植机械实际播种、栽植各种农作物的作业面积。

机电灌溉面积指在当年有效灌溉面积中，使用机灌和电灌的耕地面积（自然面积）。

机械植保面积指当年使用机动植保机械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实际作业面积。在一公顷农作物上

不论喷药几次，均按一公顷统计。但年内一公顷耕地上种植两茬作物，且都进行了机械植保，则按

二公顷统计，种植多茬作物的类推。

机收面积指当年使用联合收获机和收割（割晒）机等机械实际收获各种农作物的面积。不论何

种农作物，机械收获一公顷就统计为一公顷。

水稻机直播面积指使用水稻直播机或其他播种机直接播种水稻的作业面积。

水稻机插面积指使用水稻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的作业面积。

水稻机浅栽面积指用水稻移栽机械进行水稻抛秧、摆秧的作业面积。

水果（茶叶）机械中耕面积 指当年使用机械在果（茶）园内进行中耕除草作业的自然面积，

不包括使用机械施除草剂的方式。同一块地在一年中进行多次作业的，只要有一次使用了机械作业，

则视作机械化作业，且只计算一次机械作业面积。

水果（茶叶）机械施肥面积 指当年使用动力机械对果（茶）园进行施肥作业的自然面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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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使用撒肥机、滴灌施液肥和开沟施肥机等进行作业，不包括使用植保机械等喷洒叶面肥或微耕

机旋耕肥料。同一块地在一年中进行多次作业的，只要有一次使用了机械作业，则视作机械化作业，

且只计算一次机械作业面积。

水果（茶叶）机械植保面积 指当年使用动力植保机械及装置进行防治和消灭果（茶）园的病、

虫、鼠、杂草（喷施除草剂）等作业的自然面积，采用频振式杀虫灯等物理或生物防治措施视为使

用机械。同一块地在一年中进行多次作业的，只要有一次使用了机械作业，则视作机械化作业，且

只计算一次机械作业面积。

水果（茶叶）机械修剪面积 指当年使用动力机械或装置（含机动、电动、气动）对果（茶）

园进行修剪作业的自然面积。同一块地在一年中进行多次作业的，只要有一次使用了机械作业，则

视作机械化作业，且只计算一次机械作业面积。

水果（茶叶）机械采收产量 指当年使用动力机械或装置采收的水果（茶叶）产量。

水果（茶叶）机械田间转运产量 指当年使用“轨道/索道运输”、小型运输车/机械或其它机

动运输工具将水果（茶叶）从园内运到公路旁的产品质量，若将采收的产品从园内转运到公路时，

人工搬运的距离小于 100 米视为机械化作业。

机械深耕面积指深度在 25 厘米（包括 25 厘米）以上的本区域内机耕作业面积。

机械深松面积指深度在 25 厘米（包括 25 厘米）以上的本区域内深松作业面积。

机械免耕播种面积指不进行土壤耕翻，直接使用免耕播种机械在本区域内进行耙茬播和原垅播

的播种作业面积。

精量播种面积指当年按照精量播种对播种量的要求，使用精量播种机械在本区域内进行播种作

业的面积。

机械深施化肥面积指当年使用化肥深施机械，按照规定要求的深度，在本区域内对农作物深施

化肥的作业面积。

机械铺膜面积指当年使用机械在本区域内为农作物铺塑料薄膜的面积。年内在一公顷耕地上种

植两茬农作物，并且铺盖两次塑料薄膜，则统计为机械铺膜二公顷。

农田机械节水灌溉面积指在农田作物播种及田间管理环节，利用管道喷、滴、渗灌及用拖拉机

节水箱和喷、滴、灌设备进行节水灌溉的面积。在一公顷农作物上不论灌溉几次，均按一公顷统计。

但年内一公顷耕地上种植两茬作物，且都进行了机械节水灌溉，则按二公顷统计，种植多茬作物的

类推。

机械化播种牧草面积指当年使用机械在本区域内播种牧草的面积。

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指当年使用秸秆粉碎还田机或其他秸秆切碎机械在本区域内将农作物秸

秆粉碎或整株机械深埋直接还田的作业面积。

机械化秸秆捡拾打捆面积指当年使用秸秆捡拾打捆机在本区域内进行秸秆捡拾打捆作业的面

积。

农用航空器作业面积指当年使用农用航空器在本区域内进行植保等作业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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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面积 指当年使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本区域内进行植保等作业

的面积。

机械化青（黄）贮秸秆数量指把农作物秸秆通过机械粉碎后氨化调质贮存的数量，以青（黄）

贮前的质量计算。

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业服务面积 指农机专业合作社当年实际完成的田间作业面积，包括机耕、

机播（插）、机械植保、机收、机电灌溉面积等。

农机跨区作业面积指外来农业机械在本县完成的作业面积。跨区指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包括

跨区机耕面积、跨区机播面积和跨区机收面积等。

农机托管作业面积 指农户等经营主体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

收、植保等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的累计农机作业

面积。其中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托管作业情况单独记录，主要包括农机服务站（队）、农机合作社、

农机作业服务公司、农机大户等托管作业面积。

机械脱出农产品数量 指当年使用机械对粮油作物脱粒脱壳、蔬菜外观整理、水果去皮去核、

畜禽屠宰剃毛脱羽放血、水产品采肉处理、机收棉花的除杂、糖料作物剥叶切樱、茶叶杀青等处理

的各种农产品原料质量之和。多次重复加工，均按首次加工的原料质量计入。

机械脱出粮食数量 指当年使用联合收获机、剥皮机、脱粒机、砻谷机等，或其他动力机械脱

出的粮食质量之和。

机械脱出油料数量 指当年使用联合收获机、脱粒/壳/荚机等，或其他动力机械脱出的油料质

量之和。

机械清选农产品数量 指当年使用机械进行粮油清选分级、果蔬清选分级、肉类胴体分割加工、

蛋类清选分级、乳类杀菌、水产品清选分级、茶叶揉捻等处理的各种农产品原料质量之和。多次重

复加工，均按首次加工的原料质量计入。

机械清选蔬菜数量 指当年使用清选机、清洗机、分级机等动力机械清选的蔬菜质量之和。

机械清选水果数量 指当年使用清选机、清洗机、分级机等动力机械清选的水果质量之和。

机械清选棉花数量 指当年使用机器设备进行籽棉或皮棉清理的棉花质量。

机械保质农产品数量 指当年使用机械进行干燥、保鲜、储藏处理的各种农产品原料质量之和。

多次重复加工，均按首次加工的原料质量计入。

机械保质粮食数量 指当年使用谷物烘干机、种子烘干机和有热源装置的干燥设施进行干燥处

理的粮食质量之和，或当年使用外加能源进行通风、控温、气调等设施进行储藏处理的粮食质量之

和，取二者最大值。

机械保质油料数量 指当年使用烘干机和有热源装置的干燥设施进行干燥处理的油料质量之

和，或当年使用外加能源进行通风、控温、气调等设施进行储藏处理的油料质量之和，取二者最大

值。

机械保质蔬菜数量 指当年使用烘干机、干制机和有热源装置的干燥设施进行干燥处理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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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当年使用保鲜储藏设备、外加能源的预冷储藏等设施进行保鲜处理的蔬菜质量，以及当年使

用外加能源进行通风、控温、气调等设施进行储藏处理的蔬菜质量之和。

机械保质水果数量 指当年使用烘干机、干制机和有热源装置的干燥设施进行干燥处理的水果

质量和当年使用保鲜储藏设备、外加能源的预冷储藏等设施进行保鲜处理的水果质量，以及当年使

用外加能源进行通风、控温、气调等设施进行储藏处理的水果质量之和。

机械保质棉花数量 指当年使用烘干机和有热源装置的干燥设施进行干燥处理的棉花质量之

和，或当年使用外加能源进行通风、控温、气调等设施进行储藏处理的棉花质量之和，取二者最大

值。

机械保质茶叶数量 指当年使用烘干机和有热源装置的干燥设施进行干燥处理的茶叶质量之

和，或当年使用外加能源进行通风、控温、气调等设施进行储藏处理的茶叶质量之和，取二者最大

值。

机械收获饲草秸秆量 指当年使用农业机械收割的牧草、秸秆等饲草的质量。

机械收获牧草数量 指当年使用牧草收获机收获牧草的数量。

机械化饲草料加工数量指当年使用各种饲草料加工机械加工（切碎、粉碎、搅拌等）饲草料的

实际质量。不论加工何种物料，均按加工前原料质量计算。

机械饲喂的畜禽数量 指当年由送料机、传输带等机械设备完成饲料投喂的各类畜禽数量，折

算为羊单位后加总。主要畜禽与羊单位的折算系数如下表，下同。

畜禽名称 羊 牛 猪 家禽 马 驴 骡 骆驼 兔

羊单位折算系数 1 5 1.5 0.05 6 3 5 7 0.125

机械清粪的畜禽数量 指当年采用清粪机（含刮板式清粪机、输送带式清粪机和自走式清粪机）、

水泵冲粪，并使用固液分离、发酵池或沼气工程、粪便抽吸等方式完成粪便清理、处理的畜禽数量，

折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机械环控的畜禽数量 指当年采用水帘、空调、暖风机、通风设备、紫外线消毒、喷淋消毒等

环境控制机械调控圈舍环境（至少采用两种设备）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机械挤奶的家畜数量 指当年饲养的用于产奶的家畜中，由挤奶机械完成挤奶的家畜数量，折

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机械剪毛的畜禽数量 指当年饲养的用于产毛（绒）的畜禽中，由机械完成剪毛（绒）的畜禽

数量，折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机械捡蛋的蛋禽数量 指当年饲养的蛋禽中，使用机械捡蛋的蛋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机械投饲池塘养殖产量 指当年池塘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如喷浆机或机动、气动及太阳能投

饲机、投饲车等）进行投饲作业的养殖产量。

机械水质调控池塘养殖产量 指当年池塘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进行水质调控的养殖产量。若使

用增氧机及其他任意一种水质调控机械，产量按 100%计算；若只使用增氧机械（如叶轮式、水车式、

充气式、喷水式等增氧机），产量按 50%计算。水质调控环节包括增氧、水质监测、消毒、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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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过滤等。

机械起捕池塘养殖产量 指当年池塘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如起网机等）进行起捕作业的养殖

产量。

机械清淤池塘养殖产量指当年池塘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含土建工程机械，如推土机、装载机、

铲运机等）进行清淤作业的池塘养殖产量。

机械投饲网箱养殖产量 指当年网箱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如喷浆机或机动、气动及太阳能投

饲机、投饲车、投饲船等）进行投饲的养殖产量。

机械化网箱清洗养殖产量 指当年网箱养殖模式中采用动力机械进行网箱清洗水域的养殖产

量。

机械起捕网箱养殖产量 指当年网箱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如起网机、气幕赶鱼器、吸鱼泵等）

进行起捕的养殖产量。

机械投饲工厂化养殖产量 指当年工厂化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如喷浆机或机动、气动及太阳

能投饲机、投饲车等）进行投饲作业的养殖产量。

机械起捕工厂化养殖产量 指当年工厂化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如起网机等）进行起捕作业的

养殖产量。

机械投苗养殖产量 指当年筏式吊笼与底播养殖模式中使用动力渔船外及其他任意一种投苗

机械（如贝类播种机械、藻类打桩机等），产量按 100%计算；若只使用了动力渔船，产量按 50%计

算。

机械采收养殖产量 指当年筏式吊笼与底播养殖模式中采用机械进行采收作业的养殖产量。若

使用动力渔船及其他任意一种采收机械（例如贝类采捕机械、藻类收割机、采苗机等），产量按 100%

计算；若只使用了动力渔船，产量按 50%计算。

机械耕整地面积 指当年使用耕整地机械作业的设施面积。其中土壤栽培温室，使用耕地和整

地机械中的一种，统计全部设施面积；水培温室面积全部统计；基质栽培温室，使用基质处理机械

中的一种，统计全部设施面积。

机械种植面积 指当年使用播种机或移栽机作业的设施面积。使用播种机或移栽机中的一种，

统计全部设施面积。

机械采运面积 指当年使用采摘和室内运输机械作业的设施面积。使用采摘和室内运输两种机

械，统计全部设施面积；若使用其中的一种，则统计的设施面积减半。

机械灌溉施肥面积 指当年使用灌溉和施肥机械作业的设施面积。使用灌溉和施肥两种机械，

则统计全部面积；若使用其中的一种，则统计面积减半。

机械调控环境面积 指当年使用环境调控机械作业的设施面积。其中：塑料大棚使用通风机械

（如电动卷膜机）统计全部设施面积；日光温室使用保温机械（如电动卷帘机）统计全部设施面积；

连栋温室使用自动化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室内温度等环境因子）统计全部设施面积。

注：1）以上 5个指标所指的设施面积均为设施内的种植面积；2）灌溉机械指有动力水源，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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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固定的输水管道或沟渠的灌溉系统；3）当年设施内有多茬生产时，所有设施面积均只统计一

次；4）当年设施内有多茬生产时，只要其中一茬作物在某环节使用了相关机械设备，则认为该环

节实现了机械化。

保护性耕作面积指在地表有秸秆覆盖或留茬情况下，进行免（少）耕播种的耕地面积（自然面

积）。年内在一公顷耕地上不论种植几茬作物，都实行免（少）耕播种的才统计为保护性耕作面积。

免耕播种面积包括机械化免耕播种面积和当年按照农艺要求不需要机耕的播种面积。按照农艺

要求不需要机耕的播种面积是指按照农艺要求实行套种、抛秧等，不需要进行机耕的播种面积。

实际脱出农产品总量 指本年度实际进行脱出处理的各种农产品原料质量之和。

实际清选农产品总量 指本年度实际进行清选处理的各种农产品原料质量之和。

实际保质农产品总量 指本年度实际进行保质处理的各种农产品原料质量之和。

收获的饲草秸秆总量 指当年所收获的牧草、秸秆等饲草的质量之和。

饲草料加工总量 指为满足当年各类畜禽饲养所需加工的饲草料实际质量。不包括直接投喂而

无需加工的饲草料。不论加工何种物料，均按加工前原料质量计算。

畜禽总数 指当年出栏和年底存栏的各类畜禽折算为羊单位后的数量之和。

环控畜禽总数 指当年饲养的对圈舍有温度、通风、湿度、防疫等要求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方

法达到温度、湿度、通风及消毒处理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产奶家畜数量 指当年饲养的用于产奶的家畜数量，折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产毛畜禽数量 指当年饲养的用于产毛（绒）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蛋禽数量 指当年饲养的蛋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后加总。

池塘养殖总产量 指当年采用池塘养殖模式养殖水产品的总产量。

网箱养殖总产量 指当年采用网箱养殖模式养殖水产品的总产量。

工厂化养殖总产量 指当年采用工厂化养殖模式养殖水产品的总产量。

筏式吊笼与底播养殖总产量 指当年采用筏式吊笼与底播养殖模式养殖水产品的总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