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全国高素质农民培育推荐教材目录（2020年）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综合类教材

1 新时代农民综合素质提升读本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2 高素质农民手册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民体育协会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0月

3 农民手机应用手册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民体育协会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0月

4 农民健身手册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民体育协会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月

5
五千年农耕的智慧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知识

中国农业博物馆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3月

6 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2月

7 农业绿色发展概论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8月

8 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第二版）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2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9 现代农业创业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3月

10 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一）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9月

11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核算实操 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12 农民合作社建设管理（第二版）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8月

13 农民专业合作社实务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3月

14 家庭农场经营管理（第二版）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1月

15 怎样当好农场主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河南省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5年10月

16 农村电子商务基础（第二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5月

17 电子商务实操手册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18 农产品电子商务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19 农村互联网应用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0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20 农产品微店运营实务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8月

21 农业物联网知识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22 农产品电子商务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5月

23 农业众筹实战案例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24 农村财务管理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5月

25 农业经理人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3月

26 农产品市场营销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1月

27 农产品营销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28 农业企业会计实务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11月

29 农村经纪人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

30 新农村经济实务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8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31 现代休闲农庄筹划和案例分析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0月

32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0年2月

33 美丽乡村建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11月

34 法律基础与农村法规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11月

35 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1月

36 乡村社会事业服务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1月

37 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11月

38 农村安全常识 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8年1月

39 农村应用文写作 黑龙江农垦机械化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4月

种植类教材

40 南方单季稻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6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41 北方粳稻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2月

42 南方双季稻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6月

43 图说水稻生长异常及诊治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3月

44 玉米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图谱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农业广播学校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7月

45 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新疆农垦科学院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7年1月

46 北方春玉米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3月

47 西北灌溉玉米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0月

48 西南玉米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6月

49 黄淮海夏玉米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

50 宁夏玉米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7月

51 图说玉米生长异常及诊治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11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52 小麦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新疆农垦科学院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7年1月

53 小麦农场化生产专项技术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5年10月

54 南方小麦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

55 春小麦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

56 北方冬小麦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1月

57 小麦生产技术与病虫草害防治图谱 河北省鹿泉区农广校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7月

58 图说小麦生长异常及诊治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月

59 图说大豆生长异常及诊治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3月

60 马铃薯生产技术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8月

61 马铃薯规模生产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8月

62 马铃薯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新疆农垦科学院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7年1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63 图说甘薯生长异常及诊治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月

64 杂粮栽培技术：汉藏对照 青海省农牧厅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2月

65 小杂粮生产技术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3月

66 图说油菜生长异常及诊治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月

67 西北地区棉花栽培技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新疆兵团农牧团场职工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8年8月

68 棉花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新疆农垦科学院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6年6月

69 新疆棉花不同生育期病虫草害防治技术
塔里木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6年6月

70 图说棉花生长异常及诊治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月

71 蚕桑 陕西省农业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4年7月

72 设施蔬菜水旱轮作新模式（第二版）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5月

73
北方常见蔬菜生产技术
（茄果类  豆类）

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8年1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74
北方常见蔬菜生产技术
（瓜类 多年生蔬菜）

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8年1月

75
北方常见蔬菜生产技术
（根菜类 薯芋类 葱蒜类）

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8年1月

76
蔬菜水肥一体化管理实用技术
（第二版）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5月

77 大棚蔬菜连作障碍发生与防治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7月

78 棚室蔬菜生理性病害的识别与防治 山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2月

79 设施蔬菜生产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10月

80 露地蔬菜生产技术 甘肃省农牧厅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8月

81 苹果标准化生产技术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8月

82 苹果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2月

83 现代苹果生产技术 甘肃省农牧厅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9月

84 图说苹果郁闭园改造技术 宁夏农林科学院种质资源研究所 金盾出版社 2014年1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85 李高效生产技术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8月

86 果树修剪知识与技术 山西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1月

87 山地香蕉优质高效栽培实用技术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文山州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6年8月

88 梨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5月

89 葡萄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5月

90 葡萄病虫害识别与防治图谱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91 柑橘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2月

92 杨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1月

93 杧果实用栽培技术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云南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9年12月

94 草莓 陕西省农业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4年12月

95 新疆枣园病虫草害诊断与防治原色图谱
塔里木大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工作管理总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2年12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96 山药实用种植技术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云南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9年12月

97 核桃 陕西省农业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3年12月

98
果树园艺工（高级）国家题库技能实训
指导手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12月

99
果树（苹果、梨、葡萄、桃、杏）
生产新技术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11月

100 北方果树病虫害防治新技术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6月

101
北方特色干果生产新技术
（核桃、枣、板栗）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5月

102 茶树种植 浙江省农业教育培训中心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9月

103 茶叶加工 浙江省农业教育培训中心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9月

104 茶树病虫草害防治 浙江省农业教育培训中心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9月

105 茶叶 陕西省农业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4年7月

106 花卉生产新技术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3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07 插花技艺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5月

108
花卉园艺师(中级)国家题库技能实训
指导手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10月

109
花卉园艺师(高级)国家题库技能实训
指导手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12月

110 盆景制作技艺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5月

111 中药材 浙江省农业教育培训中心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4月

112 中药材生产技术 甘肃省农牧厅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9月

113 食用菌 浙江省农业教育培训中心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4月

114 食用菌生产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3月

115 魔芋 陕西省农业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4年5月

116 橡胶割胶工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

117 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0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18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8月

119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员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11月

120 植物生产与环境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9月

121 旱作农业生产技术 甘肃省农牧厅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0月

122 农作制度创新与实践 浙江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4月

123 种子生产技术 甘肃省农牧厅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0月

124 优质牧草生产及加工利用技术 固原市原州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12月

养殖类教材

125 肉牛高效养殖130问 山西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1月

126 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5月

127 高效健康养肉牛全程实操图解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7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28 农户肉牛规模养殖与牛场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3月

129 肉牛养殖技术 甘肃省农牧厅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3月

130 肉牛规模化健康养殖彩色图册
湖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月

131 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132 高效健康养奶牛全程实操图解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0月

133 农区奶牛养殖技术 河北省廊坊市农业局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6月

134 奶牛（上、下册） 陕西省农业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3年12月

135 牦牛养殖技术 青海省农牧厅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5年1月

136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3月

137 生猪规模化健康养殖彩色图册
湖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月

138 规模化养猪技术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3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39 农户规模养猪与猪场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1月

140 羊病诊断与防治彩色图谱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7月

141 农户肉羊规模养殖与羊场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12月

142 肉羊养殖技术 甘肃省农牧厅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0月

143 绵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144 山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145 山羊规模化健康养殖彩色图册
湖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月

146 奶山羊（上、下册） 陕西省农业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3年12月

147 藏羊养殖技术 青海省农牧厅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5年1月

148 滩羊养殖实用技术 宁夏畜牧工作站 金盾出版社 2014年5月

149 兔病快速诊治实操图解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10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50 高效健康养兔全程实操图解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7月

151 肉兔规模化健康养殖彩色图册
湖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月

152 肉鸡养殖标准化操作规程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153 肉鸡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5月

154 肉鸡规模化健康养殖彩色图册
湖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月

155 农户规模肉鸡饲养与鸡场经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月

156 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157 蛋鸡规模化健康养殖彩色图册
湖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月

158 鸭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159 肉鸭规模化健康养殖彩色图册
湖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月

160 鹅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4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61 高效健康养蜂全程实操图解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7月

162 水产技术员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7月

163 水产品质量检验员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海洋出版社 2016年7月

164 大宗淡水鱼传统产品的工业化加工技术 江西省农业厅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2月

165 冷水鱼网箱养殖技术 青海省农牧厅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4年4月

166 低洼盐碱地池塘健康养殖技术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4年12月

167 养殖水域水质管理关键技术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5年8月

168 工厂化循环水健康养殖技术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海洋出版社 2018年8月

169 宁夏优质水产品标准化健康养殖技术 宁夏水产技术推广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11月

170 一本书明白泥鳅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江西省农业厅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8月

171 一本书明白观赏鱼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江西省农业厅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8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72 一本书明白河蟹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江西省农业厅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8月

173 一本书明白中华鳖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江西省农业厅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8月

174 斑点叉尾鮰实用养殖技术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海洋出版社 2018年7月

175 大鲵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4月

176 黄颡鱼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8月

177 黄鳝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4月

178 鲈鱼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4月

179 鲑鳟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8月

180 鲇鱼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4月

181 鲟鱼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9月

182 大黄鱼养殖技术 福建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海洋出版社 2018年4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83 中华鳖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8月

184 河蟹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年6月

185 食用蛙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6月

186 小龙虾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7月

187 青虾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4月

188 泥鳅高效养殖致富技术与实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2月

189 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与案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9月

190 稻鳅综合种养技术模式与案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6月

191 稻小龙虾综合种养技术模式与案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1月

192 稻蟹综合种养技术模式与案例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7月

193 稻田生态种养新技术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7月

194 蚕病防治技术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8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195 人兽共患病及防治 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8年1月

196 村级动物防疫员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

农业工程类

197 玉米收获机操作工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1月

198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199 设施园艺装备操作工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8月

200 农业机械操作员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1月

201 沼气生产工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1月

202 农业机械维修员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11月

203 设施养猪装备操作工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7月

204 设施养鸡装备操作工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7月



序号 教材名称 组编单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205 设施养牛装备操作工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6月

206 设施水产养殖装备操作工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5月

207 插秧机操作工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年5月

208 水稻机插规模丰产栽培技术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9月

209 植保无人机应用技术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7月

210 植保无人机应用 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8年1月

211 常用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固原市原州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12月

212 现代农业滴灌节水实用技术 新疆农垦科学院 金盾出版社 2014年8月

213 农机修理工高级技能实训指导手册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6月

214 图说农业环境保护56例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环境保护总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1月

215
南方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工作应知应会
365问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