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湖南省 2019 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 

一览表（第二批）》的公示 

 

根据农业农村部和我省农机购置补贴有关规定，我厅组织专

家，对第二批农机购置补贴机具分档及补贴额确定进行评审，形

成了《湖南省 2019 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第二

批）》，现予公示。 

公示期自 2019 年 8 月 9 日起至 14 日止。公示期间，如对公

示内容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反馈。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反馈

材料需附联系方式，个人需注明真实姓名，单位需加盖公章。 

联系人：黄林，0731-85066278；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

段 166 号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产业办 316 室；邮编：410015。 

 

附件：湖南省 2019 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第二批）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9 日 

湖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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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 2019 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第二批） 

（公示稿） 
 

序

号 
大类 小类 品目 分档名称 基本配置和参数 

中央财政 

补贴额 

（元） 

备注 

1 收获机械 
茎秆收集

处理机械 
秸秆粉碎还田机 

1—1.5m 秸秆粉碎还

田机 
1m≤作业幅宽＜1.5m 900 通用类 

2 收获机械 
茎秆收集

处理机械 
秸秆粉碎还田机 

1.5—2m 秸秆粉碎还

田机 
1.5m≤作业幅宽＜2m 1900 通用类 

3 种植施肥机械 播种机械 小粒种子播种机 
4—5 行小粒种子播

种机 

播种行数 4、5 行；施肥、

播种、旋耕、开沟等复式

作业 

3300 非通用类 

4 种植施肥机械 播种机械 小粒种子播种机 
6 行及以上小粒种子

播种机 

播种行数≥6行；施肥、

播种、旋耕、开沟等复式

作业 

4300 非通用类 

5 收获机械 
饲料作物

收获机械 
青饲料收获机 

180cm 及以上自走其

他式青饲料收获机 

自走其他式；割幅

≥180cm 
32000 通用类 

6 田间管理机械 植保机械 动力喷雾机 履带自走式喷雾机 
履带自走式；配套功率

≥3kW；药箱容量≥300L 
2000 非通用类 

7 田间管理机械 修剪机械 茶树修剪机 
单人手提式茶树修

剪机 

自带动力；单人操作；作

业幅宽<1m 
300 非通用类 

8 田间管理机械 修剪机械 茶树修剪机 
双人平行式茶树修

剪机 

双人平行（弧形）式；配

套动力功率≥1kW；作业

幅宽≥1m；漏剪率≤1%；

撕裂率≤2% 

1500 非通用类 

9 
农业废弃物利

用处理设备 

废弃物处

理设备 

有机废弃物干式

厌氧发酵装置 
容积 4—8m³制肥机 

4m³≤容积＜8m³（容积指

发酵罐有效容积）；配加

热装置、搅拌装置、进料

和出料设备 

80000 非通用类 

10 
农业废弃物利

用处理设备 

废弃物处

理设备 

有机废弃物干式

厌氧发酵装置 

容积 8m³及以上制肥

机 

容积≥8m³（容积指发酵罐

有效容积）；配加热装置、

搅拌装置、进料和出料设

备 

100000 非通用类 

11 设施农业设备 
温室大棚

设备 
热风炉 

供热量 10—20 万

Kcal/h 生物质颗粒热

风炉 

10 万 Kcal/h≤供热量＜20

万 Kcal/h；燃料：生物质

颗粒；有电控装置、热交

换器 

3800 非通用类 

12 设施农业设备 
温室大棚

设备 
热风炉 

供热量 20—30 万

Kcal/h 生物质颗粒热

风炉 

20 万 Kcal/h≤供热量＜30

万 Kcal/h；燃料：生物质

颗粒；有电控装置、热交

换器 

5500 非通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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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大类 小类 品目 分档名称 基本配置和参数 

中央财政 

补贴额 

（元） 

备注 

13 设施农业设备 
温室大棚

设备 
热风炉 

供热量 30—60 万

Kcal/h 生物质颗粒热

风炉 

30 万 Kcal/h≤供热量＜60

万 Kcal/h；燃料：生物质

颗粒；有电控装置、热交

换器 

8400 非通用类 

14 设施农业设备 
温室大棚

设备 
热风炉 

供热量 60 万 Kcal/h

及以上生物质颗粒

热风炉 

供热量≥60万 Kcal/h；燃

料：生物质颗粒；有电控

装置、热交换器 

17000 非通用类 

15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50m≤轨道运输长度

＜10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50m≤单轨

运输长度＜10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20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16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100m≤轨道运输长度

＜15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100m≤单轨

运输长度＜15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24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17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150m≤轨道运输长度

＜20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150m≤单轨

运输长度＜20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28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18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200m≤轨道运输长度

＜25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200m≤单轨

运输长度＜25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32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19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250m≤轨道运输长度

＜30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250m≤单轨

运输长度＜30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36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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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大类 小类 品目 分档名称 基本配置和参数 

中央财政 

补贴额 

（元） 

备注 

20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300m≤轨道运输长度

＜35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300m≤单轨

运输长度＜35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40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21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350m≤轨道运输长度

＜40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350m≤单轨

运输长度＜40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44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22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400m≤轨道运输长度

＜45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400m≤单轨

运输长度＜45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48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23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450m≤轨道运输长度

＜500m 田间轨道运

输机 

单轨运输机，450m≤单轨

运输长度＜500m，动力

和货物载运装置各 1 套，

安装后货物载运装置实

地载重能力≥200Kg，自

动安全制动保护装置，机

具安装到位 

52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24 农用搬运机械 运输机械 田间运输机 
轨道运输长度≥500m

田间轨道运输机 

单轨运输机，单轨运输长

度≥500m，动力和货物载

运装置各 1 套，安装后货

物载运装置实地载重能

力≥200Kg，自动安全制

动保护装置，机具安装到

位 

56000 

中央财政

试点新产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