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农农办〔2022〕96 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申报及更新前十一批

示范村镇信息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通知要求，我省将组织开展第十二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申报及更新前十一批示范村镇信息工作，

有关要求如下：

一、申报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一）申报条件及认定程序。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工作的通知》（农

办产〔2022〕4 号）要求实施，结合我省实际，申报村镇应为已

获认定的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和专业镇。

（二）推荐要求。各地级市择优推荐不多于 2个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村或镇均可）候选单位，省将遴选 18 个村镇

报农业农村部审核认定。

请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于 6 月 24 日前，完成在全国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信息监测平台（http://jc.ncpjg.org.cn）

线上填报后，将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报送至我厅（乡村产业发

展处），同时发送电子版材料至联系人粤政易。

二、更新前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信息

（一）范围及内容。对省已获认定的前十一批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信息更新至 2021 年，内容为示范村镇基本情况、

主导产业情况、经营主体情况、品牌培育情况四个方面。

（二）数据填报审核。一是县填报。6 月 2 日前，由县级农

业农村部门组织采集填报本辖区示范村镇有关数据，登录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信息系统在线填报。二是地市审核。6 月

3 日前，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县（市、区）填报数据，

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信息系统中审核填报结果。

附件：1.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认定工作的通知

2.广东省前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监测名单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30 日

（联系人：郭文斐，联系电话：020-3728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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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前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监测名单

序号 地市 村镇名称

1

广州市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黄茅村

2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南平村

3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务丰村

4 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西境村

5 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

6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瑞岭村

7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

8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井岗村

9

珠海市

珠海市斗门区莲州镇石龙村

10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昭信村

11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湾口村

12

汕头市

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

13 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东华村

14 汕头市南澳县深澳镇后花园村

15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丽堂新村

16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青岐村

17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稔海村

18

韶关市

韶关市新丰县黄磜镇

19 韶关市仁化县大桥镇长坝村

20 韶关市仁化县黄坑镇黄坑村

21 韶关市仁化县红山镇渔皇村

22 韶关市始兴县罗坝镇燎原村

23 韶关市始兴县澄江镇暖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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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村镇名称

24

韶关市

韶关市乐昌市九峰镇上廊村

25 韶关市乐昌市九峰镇茶料村

26 韶关市乐昌市九峰镇

27 韶关市乐昌市北乡镇

28 韶关市乳源县大桥镇

29 韶关市南雄市珠玑镇

30

河源市

河源市东源县顺天镇

31 河源市东源县船塘镇

32 河源市东源县上莞镇仙湖村

33 河源市连平县上坪镇

34 河源市连平县上坪镇中村村

35 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上坣村

36 河源市紫金县南岭镇庄田村

37 河源市和平县东水镇增坑畲族村

38 河源市和平县下车镇云峰村

39 河源市龙川县义都镇桂林村

40 河源市和平县贝墩镇

41 河源市连平县高莞镇二联村

42

梅州市

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福员村

43 梅州市大埔县枫朗镇和村

44 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侯北村

45 梅州市丰顺县龙岗镇马图村

46 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黄坑村

47 梅州市蕉岭县南磜镇金山村

48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大黄村

49 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长教村

50 梅州市梅县区石扇镇西南村

51 梅州市梅县区桃尧镇

52 梅州市五华县棉洋镇

53 梅州市兴宁市龙田镇碧园村

54 梅州市兴宁市径南镇浊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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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村镇名称

55

梅州市

梅州市兴宁市龙田镇

56 梅州市平远县长田镇官仁村

57 梅州市梅县区石扇镇

58 梅州市梅江区西阳镇桃坪村

59

惠州市

惠州市博罗县柏塘镇

60 惠州市博罗县石坝镇乌坭湖村

61 惠州市惠东县稔山镇竹园村

62 惠州市龙门县麻榨镇下龙村

63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

64

汕尾市

汕尾市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

65 汕尾市陆丰市博美镇赤坑村

66 汕尾市陆河县南万镇万全村

67 汕尾市海丰县黄羌镇虎敢村

68 汕尾市海丰县赤坑镇岗头村

69 汕尾市海丰县城东镇北平村

70 汕尾市陆河县河口镇田墩村

71 东莞市 东莞市大岭山镇

72

中山市

中山市东升镇

73 中山市黄圃镇

74 中山市神湾镇

75

江门市

江门市恩平市牛江镇

76 江门市恩平市沙湖镇

77 江门市台山市冲蒌镇

78 江门市台山市海宴镇五丰村

79 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

80 江门市开平市马冈镇

81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桥美村

82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大沟镇

83 阳江市阳东区雅韶镇柳西村

84 阳江市阳东区塘坪镇北甘村

85 阳江市阳西县儒洞镇

86 阳江市阳西县沙扒镇渡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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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村镇名称

87

湛江市

湛江市廉江市长山镇

88 湛江市廉江市良垌镇

89 湛江市雷州市乌石镇那毛村

90 湛江市遂溪县河头镇山域村委会油塘村

91 湛江市徐闻县曲界镇愚公楼村

92 湛江市徐闻县曲界镇

93

茂名市

茂名市信宜市钱排镇

94 茂名市信宜市洪冠镇

95 茂名市化州市平定镇

96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

97 茂名市电白区旦场镇

98 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

99 茂名市高州市根子镇

100 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

101 茂名市滨海新区博贺镇

102 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谭儒村

103

肇庆市

肇庆市四会市石狗镇程村村

104 肇庆市四会市黄田镇燕崀村

105 肇庆市德庆县官圩镇五福村

106 肇庆市德庆县马圩镇诰赠村

107 肇庆市德庆县马圩镇

108 肇庆市高要区活道镇仙洞村

109 肇庆市怀集县坳仔镇

110 肇庆市怀集县梁村镇

111 肇庆市怀集县汶朗镇汶朗村

112 肇庆市广宁县潭布镇

113 肇庆市怀集县冷坑镇

114

清远市

清远市连州市西岸镇冲口村

115 清远市连州市龙坪镇孔围村

116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坑口村

117 清远市英德市西牛镇

118 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西连村

119 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



— 15 —

序号 地市 村镇名称

120 潮州市 潮州市饶平县汫洲镇

121

揭阳市

揭阳市普宁市洪阳镇宝镜院村

122 揭阳市普宁市高埔镇

123 揭阳市揭西县五经富镇五新村

124 揭阳市惠来县葵潭镇

125 揭阳市揭东区埔田镇

126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坪上村

127

云浮市

云浮市郁南县建城镇便民村

128 云浮市郁南县宝珠镇庞寨村

129 云浮市郁南县建城镇

130 云浮市郁南县东坝镇思磊村

131 云浮市罗定市萃塘镇良官村

132 云浮市罗定市榃滨镇

133 云浮市罗定市龙湾镇棠棣村

134 云浮市罗定市泗纶镇

135 云浮市罗定市榃滨镇金滩村

136 云浮市新兴县太平镇

137 云浮市云城区前锋镇

138 云浮市云安区白石镇石底村

139 云浮市罗定市泗纶镇杨绿村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