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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农科教〔2021〕7号

关于“十四五”期间省级

农民田间学校认定名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根据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关

于遴选推荐“十四五”期间农民田间学校的通知》（皖农科教〔2021〕

5号）精神，各市、县分校和相关单位认真遴选，积极申报农民田

间学校，经研究现认定省级农民田间学校137所（见附件），作为

我省“十四五”期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实训基地。

各分校和相关单位要将农民田间学校纳入当地职业农民教育



—1—

培训工作范畴，加强对农民田间学校的指导、服务和支持，积极

组织学员到农民田间学校实践实训，使其切实成为高素质农民培

养的基础平台。农民田间学校要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的有关要求，认真安排好参训学员的实践实训工作，做

好实践实训记录。农民田间学校要制定相关工作制度，按照中央

校制定的《关于加快农民田间学校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农播

体〔2015〕108号文件），结合本单位实际制作标牌，挂牌上墙。

省校将对农民田间学校实施动态管理，加强督查，对开展工作不

力的予以及时撤销。

市、县校可视情认定市、县级农民田间学校。

附件：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田间学校名单

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2021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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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田间学校名单

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1 皖 001001
合肥市农广校

巢湖市华盛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茶产业

2 皖 001002 安徽清晓方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休闲农业

3 皖 001003

肥东县农广校

合肥晟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种植、加工

4 皖 001004 合肥得成家庭农场 种植、苗木

5 皖 001005 合肥市合丰种业有限公司 种植业、加工

6 皖 001006
肥西县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肥西县足丰粮食专业合作社 稻虾综合种养

7 皖 001007 肥西县金牛蚕桑农民专业合作社 蚕桑生产

8 皖 001008 肥西县海锣地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 蔬菜瓜果

9 皖 001009

长丰县农广校

上海佳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长丰分公司 草莓生产

10 皖 001010 长丰县杨庙镇春田家庭农场 粮食作物

11 皖 001011 长丰县造甲乡锐丰家庭农场 稻虾综合种养

12 皖 001012 巢湖市农广校 巢湖市柘皋镇龙毅胜家庭农场 粮油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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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13 皖 001013 巢湖市高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稻渔综合种养

14 皖 001014
中化现代农业安徽有限公司巢湖技术服务中

心
一二三产融合

15 皖 002001

利辛县农广校

利辛县绿墅畜牧业有限公司 山羊养殖

16 皖 002002 利辛县四丰农牧有限公司 种养结合

17 皖 002003 利辛县江集镇江神龙种植专业合作社 粮食种植

18 皖 002004 蒙城县农广校 蒙城县禾兴蔬菜专业合作社 蔬菜生产经营

19 皖 002005 涡阳县农广校 涡阳县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农作物生产经营

20 皖 003001 枞阳县农广校 枞阳县金江特种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稻虾共养

21 皖 004001 六安市农广校 安徽省舒城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蔬菜种植

22 皖 004002

舒城县农广校

安徽谷瑞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农业种植加工

23 皖 004003 安徽兰花茶业有限公司 茶叶

24 皖 004004 舒城县钱元玲家庭农场 养殖加工服务

25 皖 004005 霍山县农广校 霍山县安绿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蔬菜种植

26 皖 005001
池州市农广校

安徽国润茶业有限公司 茶产业

27 皖 005002 池州市九华府金莲智慧农业有限公司 农业种植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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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28 皖 005003

贵池区农广校

池州市绿久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社会化服务

29 皖 005004 池州市殷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态种养

30 皖 005005 池州市贵池霄坑村生绿茶叶合作社 霄坑绿茶

31 皖 005006

石台县农广校

安徽石台县西黄山茶叶实业有限公司 茶叶

32 皖 005007 天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茶产业

33 皖 005008 石台县七都镇二宝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中药材

34 皖 005009

青阳县农广校

青阳县童埠水产种业有限公司 渔 业

35 皖 005010 青阳县南山茶叶专业合作社 茶叶

36 皖 005011 青阳县华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九华黄精、粮油

37 皖 005012

东至县农广校

东至县食用菌产业协会 食用菌

38 皖 005013 安徽东至源盛瓜蒌专业合作社 农业

39 皖 005014 东至县祁乡园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茶业

40 皖 006001

休宁县农广校

休宁县橄榄绿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

41 皖 006002 休宁县利强家庭农场
粮油种植及农业社会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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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42 皖 007001

南陵县农广校

南陵袁禾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 水稻种植

43 皖 007002 南陵新农村农业推广中心
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

44 皖 007003 南陵县胜佳特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水产养殖、稻渔综合种

养

45 皖 007004 湾址区农业农村局 芜湖县诚信农业全程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农业机械化全程服务

46 皖 008001 滁州市农广校 全椒县十字禾禾蔬果农牧专业合作社 芦笋、蔬果种植

47 皖 008002
来安县农广校

来安县桂军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机化服务

48 皖 008003 苏皖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机化服务

49 皖 008004 凤阳县农广校 凤阳九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种植、养殖

50 皖 008005 明光市农广校 安徽省嘉山稻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生态农产品种植、加工

和销售

51 皖 008006

天长市农广校

天长市明伟家庭农场 水稻和小麦种植

52 皖 008007 天长市圣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植销售

53 皖 008008 天长市义林芡实水产品专业合作社 芡实种植与销售

54 皖 009001 阜阳市农广校 阜阳市颍州区兰源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果树种植生态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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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55 皖 009002 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 农林牧渔

56 皖 009003

界首市农广校

界首市红星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果蔬

57 皖 009004 界首市泉阳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农民田间学校 马铃薯、红薯

58 皖 009005 界首市通运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林果

59 皖 009006

太和县农广校

太和县东范甘薯专业合作社 种植业

60 皖 009007 太和县淙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植业

61 皖 009008 安徽省太和县利民中药材有限公司 中药材（桔梗）

62 皖 009009

颍东区农广校

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畜牧养殖业

63 皖 009010 阜阳市颍东区恒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业托管

64 皖 009011 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种植业、加工

65 皖 009012

颍上县农广校

安徽嘉瑞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态农业

66 皖 009013 颍上县廷周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

67 皖 009014 安徽省阜阳永祥良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

68 皖 009015 颍州区农广校 阜阳金牌养鸡总场
肉蛋鸡养殖有机小麦种

植、冷链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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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69 皖 009016 阜阳市万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育苗、设施蔬菜种

植、冷藏存储

70 皖 009017 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颍州分公司
种植、冷链物流配送与

销售

71 皖 009018

阜南县农广校

阜南县金丰家庭农场
大棚蔬菜、精品花卉种

植

72 皖 009019 阜南县许堂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

73 皖 009020 阜南县柳沟镇小麦生产专业合作社 小麦生产

74 皖 009021

颍泉区农广校

阜阳市颍泉区国龙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农业

75 皖 009022 阜阳市颍泉区红旗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植、服务

76 皖 009023 阜阳大丰收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农林业

77 皖 010001

蚌埠市农广校

怀远县盛世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业种植

78 皖 010002 五河县丰硕农机专业合作社
水稻全程机械化社会化

服务

79 皖 010003
固镇县农广校

安徽省固镇良种繁育场 种植业

80 皖 010004 安徽省益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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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81 皖 010005 固镇县薯香园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农产品加工

82 皖 010006

怀远县农广校

安徽天兆石榴开发有限公司 石榴种植

83 皖 010007 怀远县金圃园种植专业合作社 蔬菜育苗种植销售

84 皖 010008 怀远县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怀远糯稻、石榴生产，

现代农业建设

85 皖 010009

五河县农广校

安徽省润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稻渔综合种养

86 皖 010010 五河县禾苗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 植保服务

87 皖 010011 五河县欢乐生态种养殖家庭农场 稻田养殖

88 皖 011001

濉溪县农业农村局

濉溪县五铺农场 良种繁育推广

89 皖 011002 淮北市盘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生态农业

90 皖 011003 濉溪县周末果蔬种植家庭农场 果蔬种植农旅发展

91 皖 011004 相山区农业农村

水利局

淮北市相山区富安家庭农场
石榴栽培及石榴新品种

选育

92 皖 011005 淮北市圣达中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菊花、中药材

93 皖 011006 杜集区农业农村 淮北市杜集区乐土家庭农场 有机果蔬种植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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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水利局94 皖 011007 淮北市杜集区假日阳光家庭农场 有机葡萄种植销售

95 皖 011008 烈山区农业农村

水利局

淮北市烈山镇塔仙石榴专业合作联社 石榴种植

96 皖 011009 淮北市烈山区五彩灵枣种植专业合作社 水果种植

97 皖 012001

萧县农广校

萧县鑫地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蔬果种植

98 皖 012002 萧县西湖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休闲农业

99 皖 012003 萧县凯旋家庭农场 梨、苗木花卉种植

100 皖 012004

埇桥区农业农村局

宿州市市外桃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休闲农业

101 皖 012005 埇桥区天葡山庄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葡萄种植

102 皖 012006 宿州市埇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现代农业

103 皖 013001
安庆市农广校

安庆市旭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种植业

104 皖 013002 安庆永强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番鸭养殖企业

105 皖 013003

太湖县农广校

太湖盛鸿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农业综合体

106 皖 013004 太湖县绿丰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蔺草+晚稻连作

107 皖 013005 太湖县育林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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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108 皖 013006

岳西县农广校

岳西县良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农业电商服务业

109 皖 013007 岳西县亿嘉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生态休闲渔业

110 皖 013008 岳西县毛尖山乡玉玲珑家庭农场 葡萄、休闲垂钓

111 皖 013009

怀宁县农广校

安庆蓝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乡村特色产业

112 皖 013010 怀宁县千村植保专业合作社 植保种植服务

113 皖 013011 怀宁县涛涛农场 种植

114 皖 013012

桐城市农广校

桐城市翠萍家庭农场 茶有机水稻休闲农业

115 皖 013013 桐城市南山种植专业合作社 休闲农业、水稻种植

116 皖 013014 桐城市九大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水稻种植

117 皖 013015
潜山市农广校

潜山县潘铺生态农业旅游有限公司 农业示范园

118 皖 013016 潜山县天柱山卧龙生态农业开发园 休闲农业

119 皖 013017
望江县农广校

安徽三三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三产融合

120 皖 013018 望江县永达农业专业合作社 中药材、果树

121 皖 013019 宿松县农广校 安徽省龙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油茶种植加工旅游科技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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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申报单位 农民田间学校名称 从业产业

122 皖 013020 安徽中明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猕猴桃生态种植

123 皖 013021 宿松县华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种植业、养殖业

124 皖 014001

含山县农广校

安徽省好再来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

125 皖 014002 含山县云塘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水产养殖

126 皖 014003 含山县仙踪镇在文家庭农场 种养结合

127 皖 014004
和县农广校

安徽皖东农业有限公司 蔬菜育苗种植销售

128 皖 014005 和县景田种植家庭农场 稻虾种养水生蔬菜

129 皖 015001

泾县农广校

安徽省健林农林病虫害防治公司 农林病虫害防治

130 皖 015002 泾县桃花潭镇龙眼山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 中药材种植

131 皖 015003 泾县绿沁园种植家庭农场 种植业

132 皖 015004

旌德县农广校

旌德县大胡子家庭农场 农机、种植业

133 皖 015005 鹊岭白茶现代农业产业园 白茶产供销

134 皖 015006 旌德县蔡家桥镇慢生活家庭农场 优质果业

135 皖 016001 凤台县农广校 安徽润航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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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皖 016002 凤台县丁集镇沈传旭家庭农场 瓜果蔬菜葡萄

137 皖 016003 凤台县瑞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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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

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2021年 7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