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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300 个重点帮扶镇科技需求表 

序号 县/区 镇(乡) 技术需求产业 技术需求内容 

汕头市（13 个镇） 

1 南澳县 云澳镇 金薯 电子商务技术 

2 南澳县 后宅镇 海水渔业 养殖技术 

3 澄海区 盐鸿镇 牛蛙 养殖尾水处理技术 

4 澄海区 隆都镇 莲雾 栽培技术 

5 澄海区 莲华镇 水稻 种植技术 

6 潮阳区 西胪镇 潮阳姜薯 种植技术 

7 潮阳区 金灶镇 桑葚 全产业链技术 

8 潮阳区 河溪镇 淡水鱼虾 养殖技术 

9 潮南区 仙城镇 玉米 种植技术 

10 潮南区 陇田镇 番石榴 品质升级 

11 潮南区 两英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2 潮南区 井都镇 鸡蛋 电子商务技术 

13 潮南区 成田镇 番石榴 种植技术 

韶关市（30 个镇） 

14 浈江区 新韶镇 龟鳖 养殖技术 

15 浈江区 犁市镇 食用菌 种植技术 

16 浈江区 花坪镇 无花果、橘子 种植技术 

17 新丰县 黄磜镇 佛手瓜 种植技术 

18 武江区 重阳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9 武江区 龙归镇 农产品销售 电子商务技术 

20 武江区 江湾镇 早脆梨 栽培、储藏技术 

21 翁源县 江尾镇 九仙桃 
农产品加工技术、种

植技术 

22 翁源县 坝仔镇 蔬菜 种植技术 

23 始兴县 司前镇 柑橘 
农产品加工技术、种

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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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始兴县 澄江镇 百香果、猕猴桃 种植技术、存储保鲜

25 
乳源瑶族

自治县 
乳城镇 水稻 种植技术 

26 
乳源瑶族

自治县 
大桥镇 高山蔬菜 种植技术 

27 
乳源瑶族

自治县 
大布镇 番薯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28 仁化县 长江镇 食用菌 培植技术 

29 仁化县 红山镇 北运蔬菜 种植技术 

30 仁化县 扶溪镇 水稻 种植技术 

31 曲江区 乌石镇 柑橘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32 曲江区 大塘镇 食用菌 种植技术 

33 曲江区 白土镇 香芋 种植技术 

34 南雄市 珠玑镇 柑橘 种植技术 

35 南雄市 全安镇 蔬菜 种植技术 

36 南雄市 界址镇 水稻 种植技术 

37 南雄市 黄坑镇 蔬菜 种植技术 

38 南雄市 古市镇 文化旅游 文旅项目开发 

39 乐昌市 沙坪镇 辣椒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40 乐昌市 梅花镇 板栗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41 乐昌市 黄圃镇 
果树（鹰嘴桃、

奈李） 
种植技术 

42 乐昌市 北乡镇 马蹄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43 乐昌市 白石镇 禾花鱼 养殖技术 

河源市（44 个镇） 

44 东源县 骆湖镇 油茶 种植技术 

45 东源县 漳溪畲族乡 柑橘 
种植技术、电子商务

技术 

46 东源县 上莞镇 仙湖茶 农产品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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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东源县 蓝口镇 茶叶 种植技术 

48 东源县 船塘镇 板栗 种植技术 

49 东源县 双江镇 西瓜 种植技术 

50 东源县 涧头镇 水稻 种植技术、灌溉技术

51 东源县 灯塔镇 淡水鱼 养殖技术 

52 东源县 顺天镇 蓝莓 
农产品加工与综合利

用 

53 和平县 彭寨镇 虾 
养殖技术、病虫害防

治技术 

54 和平县 东水镇 茶叶 种植技术 

55 和平县 浰源镇 茶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与品牌塑造推广 

56 和平县 合水镇 乡村旅游 
特色农产品种植、规

划设计 

57 和平县 林寨镇 柚子 
种植技术、植物保

护、电子商务技术 

58 和平县 大坝镇 大豆 
种植技术、植物保

护、电子商务技术 

59 和平县 长塘镇 高山油茶 
种植技术、植物病虫

害防治技术 

60 和平县 上陵镇 油茶 种植技术 

61 和平县 公白镇 油茶 
种植技术、病虫害防

治技术 

62 龙川县 老隆镇 西门达尔牛 养殖技术 

63 龙川县 佗城镇 花生 种植技术 

64 龙川县 登云镇 柚子 种植技术 

65 龙川县 鹤市镇 鱼 养殖技术 

66 龙川县 麻布岗镇 水稻 种植技术 

67 龙川县 车田镇 水稻 种植技术 

68 龙川县 龙母镇 水稻 种植技术 

69 龙川县 上坪镇 林下经济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70 紫金县 古竹镇 茶叶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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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紫金县 紫城镇 茶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72 紫金县 中坝镇 南药 农产品加工技术 

73 紫金县 九和镇 柚子、柑橘 电子商务技术 

74 紫金县 柏埔镇 水稻 
种植技术、电子商务

技术、植物保护 

75 紫金县 苏区镇 茶叶 电子商务技术 

76 紫金县 黄塘镇 玉米 种植技术 

77 紫金县 龙窝镇 茶叶 电子商务技术 

78 紫金县 蓝塘镇 春甜桔 种植技术 

79 连平县 隆街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80 连平县 元善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81 连平县 大湖镇 鸡 养殖技术 

82 连平县 油溪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83 连平县 高莞镇 花生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84 连平县 上坪镇 鹰嘴蜜桃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85 连平县 绣缎镇 有机肥加工 
动物排泄物转化有机

肥技术 

86 连平县 忠信镇 花生 种植技术 

87 连平县 三角镇 蔬菜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梅州市（30 个镇） 

88 梅江区 西阳镇 茶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89 梅县区 丙村镇 果蔬 大棚种植技术 

90 梅县区 畲江镇 淡水鱼 养殖技术 

91 梅县区 白渡镇 金柚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92 梅县区 南口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93 梅县区 松源镇 柚果 农产品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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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兴宁市 黄槐镇 油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95 兴宁市 罗岗镇 茶叶 
电子商务技术、种

植、农产品加工技术

96 兴宁市 坭陂镇 肉鸽、腊味 农产品加工技术 

97 兴宁市 罗浮镇 油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98 兴宁市 水口镇 文化旅游 旅游规划设计 

99 兴宁市 大坪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00 平远县 大柘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01 平远县 东石镇 花生 种植技术 

102 蕉岭县 新铺镇 食用菌 农产品加工技术 

103 蕉岭县 广福镇 
食用菌 

（黑木耳） 
菌种培育及生产管

理、农产品加工技术

104 大埔县 茶阳镇 蜜柚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05 大埔县 湖寮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06 大埔县 光德镇 罗非鱼 稻田生态养殖技术 

107 大埔县 枫朗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108 丰顺县 埔寨镇 果树 
育苗、植物嫁接、病

虫害防治 

109 丰顺县 黄金镇 梅片、石斛 种植技术 

110 丰顺县 潘田镇 番薯 种植技术 

111 丰顺县 潭江镇 茶叶 种植技术 

112 五华县 长布镇 木姜籽 种植技术 

113 五华县 岐岭镇 中药材 种植技术 

114 五华县 华城镇 稻鱼、稻虾 养殖技术 

115 五华县 转水镇 文化旅游 农旅融合、种植技术

116 五华县 梅林镇 淡水虾 养殖技术      

117 五华县 棉洋镇 茶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汕尾市（19 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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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陆丰市 甲西镇 荔枝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119 陆丰市 湖东镇 水稻 
土壤改良、抗旱品种

培育技术 

120 陆丰市 大安镇 大安蒜 病虫害防治技术 

121 陆丰市 潭西镇 水稻 电子商务技术 

122 陆丰市 河东镇 生姜 种植技术 

123 陆丰市 甲东镇 文化旅游 电子商务技术 

124 陆丰市 西南镇 水稻 
农产品加工技术、种

植技术 

125 陆丰市 上英镇 鸭 养殖技术 

126 城区 捷胜镇 番薯（甘薯） 种植技术、植物保护

127 海丰县 陶河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28 海丰县 大湖镇 柚子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129 海丰县 联安镇 水稻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30 海丰县 城东镇 荔枝 种植技术 

131 海丰县 可塘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32 海丰县 赤坑镇 荔枝 
病虫害防治、农产品

加工技术 

133 陆河县 新田镇 中华蜂 养殖技术 

134 陆河县 东坑镇 水稻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35 陆河县 河口镇 油柑 
品种培育及高效栽培

技术 

136 陆河县 上护镇 水稻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阳江市（10 个镇） 

137 阳东区 大沟镇 
水产品（虾、生

蚝、鱼） 
养殖技术 

138 阳东区 新洲镇 农业经济作物 种植技术 

139 阳春市 三甲镇 加州鲈鱼 水产养殖技术 

140 阳春市 春湾镇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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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阳春市 岗美镇 生猪 养殖技术 

142 阳西县 新墟镇 水稻 
种植技术、电子商务

技术 

143 阳西县 程村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44 江城区 平冈镇 乡村建设 乡村规划建设 

145 江城区 闸坡镇 水产（鱼、贝） 养殖技术 

146 江城区 埠场镇 
禽类 

（肉鸽、鹅） 
养殖技术 

湛江市（24 个镇） 

147 雷州市 南兴镇 北运蔬菜 种植技术 

148 雷州市 附城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49 雷州市 唐家镇 北运蔬菜 种植技术、植物保护

150 雷州市 杨家镇 
北运蔬菜 
（番薯）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151 雷州市 东里镇 对虾 养殖技术 

152 廉江市 青平镇 柑橘（红橙）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153 廉江市 车板镇 对虾 养殖技术 

154 廉江市 长山镇 茶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55 廉江市 和寮镇 文化旅游 旅游规划 

156 廉江市 石角镇 蜜柚 种植技术 

157 吴川市 长岐镇 蚕桑 
养殖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58 吴川市 王村港镇 蔬菜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植物保护 

159 吴川市 覃巴镇 牛 
产业规划、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60 遂溪县 建新镇 海水渔业 养殖技术 

161 遂溪县 乐民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162 遂溪县 江洪镇 东风螺 养殖技术 

163 遂溪县 乌塘镇 
南药（广藿香、

天冬、穿心莲）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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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遂溪县 草潭镇 海水渔业 
养殖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65 徐闻县 和安镇 海水渔业 养殖技术 

166 徐闻县 角尾乡 海水渔业 养殖技术 

167 徐闻县 前山镇 
热带水果 

（菠萝、香蕉）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68 徐闻县 迈陈镇 玉米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169 麻章区 湖光镇 水产 养殖技术 

170 坡头区 龙头镇 荔枝 种植技术、植物保护

茂名市（21 个镇） 

171 茂南区 公馆镇 罗非鱼 
养殖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172 电白区 电城镇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 

173 电白区 树仔镇 圣女果 种植技术 

174 电白区 林头镇 猪 养殖技术 

175 电白区 岭门镇 
水产 

（虾、罗非鱼） 
水质监测与虾体抗生

素残留监测 

176 电白区 观珠镇 南药 
种植技术、电子商

务、农产品加工技术

177 电白区 霞洞镇 荔枝 
种植技术、电子商务

技术 

178 信宜市 池洞镇 沙糖桔 种植技术 

179 信宜市 钱排镇 三华李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80 信宜市 平塘镇 农产品加工 农产品加工技术 

181 高州市 石鼓镇 水稻 种植技术 

182 高州市 曹江镇 荔枝 种植技术、管理技术

183 高州市 长坡镇 农副产品加工 农产品加工技术 

184 高州市 分界镇 荔枝 种植技术、病害防治

185 高州市 东岸镇 荔枝 
种植技术、电子商务

技术 

186 高州市 荷花镇 莲子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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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高州市 大坡镇 番薯 种植技术 

188 化州市 中垌镇 柑橘 电子商务技术 

189 化州市 合江镇 
中草药 

（地胆草、车前

草、薄荷） 
土质检测、种植技术

190 化州市 杨梅镇 罗非鱼 养殖技术 

191 化州市 丽岗镇 番薯 种植技术 

肇庆市（32 个镇） 

192 鼎湖区 莲花镇 淡水鱼 养殖技术 

193 鼎湖区 沙浦镇 淡水鱼 养殖技术 

194 高要区 乐城镇 鹰嘴桃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195 高要区 莲塘镇 火龙果 种植技术 

196 高要区 金渡镇 罗氏虾 养殖技术 

197 高要区 白土镇 罗氏虾 
养殖技术、病虫害防

治技术 

198 高要区 蛟塘镇 禽畜 
养殖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199 四会市 大沙镇 淡水鱼（鲈鱼） 养殖技术 

200 四会市 龙甫镇 殖技
养殖技术、动物病害

防治技术 

201 四会市 下茆镇 柑橘 
种植技术、电子商务

技术、农产品加工 

202 四会市 江谷镇 淡水鱼 养殖技术 

203 四会市 地豆镇 百香果 种植技术 

204 四会市 黄田镇 柑橘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电子商务技

术 

205 四会市 迳口镇 热带水果 种植技术 

206 广宁县 古水镇 蔬菜 种植技术 

207 广宁县 宾亨镇 花卉 种植技术 

208 广宁县 五和镇 肉桂 农产品加工技术 

209 广宁县 横山镇 三华李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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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德庆县 官圩镇 果蔬 病虫害防治技术 

211 德庆县 莫村镇 牛、羊 养殖技术 

212 德庆县 马圩镇 南药 种植技术 

213 德庆县 高良镇 茶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214 封开县 渔涝镇 麒麟李、三华李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215 封开县 平凤镇 香蕉 
农产品加工、病害防

治、电子商务技术 

216 封开县 大洲镇 鸡 
养殖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217 封开县 江川镇 菠萝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218 怀集县 蓝钟镇 淡水鱼 品种选育、养殖技术

219 怀集县 岗坪镇 蔬菜 种植技术 

220 怀集县 永固镇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 

221 怀集县 甘洒镇 
南药 

（砂仁、钩藤） 
种植技术 

222 怀集县 桥头镇 石山羊 养殖技术 

223 怀集县 诗洞镇 猪 动物病害防治技术 

清远市（24 个镇） 

224 清新区 禾云镇 家禽 动物病害防治技术 

225 英德市 黄花镇 中药材种植 种植技术 

226 英德市 下石太镇 蔬菜 
种植技术、电子商务

技术 

227 英德市 波罗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宣传推广

228 英德市 西牛镇 麻竹笋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229 英德市 大洞镇 大洞山茶 种植技术 

230 佛冈县 迳头镇 柑橘 种植技术 

231 阳山县 七拱镇 水稻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植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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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阳山县 太平镇 柑橘 种植技术 

233 阳山县 小江镇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技术 

234 阳山县 大崀镇 柑橘 种植技术 

235 连州市 西岸镇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技术 

236 连州市 东陂镇 柑橘 黄龙病防治 

237 连州市 大路边镇 柑橘 种植技术 

238 连州市 星子镇 玉竹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239 
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

县 
永和镇 水稻 种植技术、旅游规划

240 
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

县 
太保镇 果蔬 种植技术 

241 
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

县 
禾洞镇 茶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植物保护 

242 
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

县 
小三江镇 柑橘 种植技术 

243 
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

县 
福堂镇 大肉姜 农产品加工技术 

244 
连南瑶族

自治县 
寨岗镇 茶叶 

种植技术、病害防治

技术 

245 
连南瑶族

自治县 
大坪镇 水稻 种植技术 

246 
连南瑶族

自治县 
三排镇 

食用菇菌（木

耳、平菇等） 
菇菌培养、种植、农

产品加工 

247 
连南瑶族

自治县 
大麦山镇 牛 养殖技术 

潮州市（12 个镇） 

248 湘桥区 磷溪镇 菱角 种植技术 

249 潮安区 龙湖镇 马铃薯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电子商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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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潮安区 金石镇 花卉 
病虫害防治、电子商

务技术、嫁接与塑

型、品种选育 

251 潮安区 沙溪镇 农业旅游 农业旅游技术 

252 潮安区 江东镇 蔬菜 
种植技术、电子商务

技术、植物保护 

253 潮安区 凤凰镇 茶叶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植物保护 

254 饶平县 海山镇 
水产养殖 

（蚝、虾苗） 
养殖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255 饶平县 东山镇 茶叶 种植技术 

256 饶平县 新塘镇 茶叶 
茶苗培育、茶叶种植

和加工 

257 饶平县 联饶镇 龙眼 
种植技术、病虫害防

治、农产品加工、电

子商务、农旅结合 

258 饶平县 新圩镇 青梅 
种植技术、病虫害防

治、农产品加工、电

子商务、农旅结合 

259 饶平县 高堂镇 狮头鹅 养殖技术 

揭阳市（20 个镇） 

260 揭东县 霖磐镇 水稻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261 普宁市 埔田镇 麻竹笋 
种植技术、农产品加

工技术 

262 普宁市 白塔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乡村风貌

景观提升 

263 普宁市 船埔镇 鹰嘴桃 种植技术 

264 普宁市 里湖镇 凉果 农产品加工技术 

265 普宁市 大坝镇 芥蓝、韭菜 种植技术 

266 普宁市 麒麟镇 芥菜、芥蓝 种植技术 

267 揭西县 凤江镇 水稻 种植技术 

268 揭西县 塔头镇 黑皮冬瓜 种植技术 

269 揭西县 棉湖镇 水稻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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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揭西县 龙潭镇 稻鱼共生 种植技术、养殖技术

271 揭西县 坪上镇 农业科普基地 农业科普技术 

272 揭西县 南山镇 茶叶 种植技术 

273 惠来县 葵潭镇 菠萝/凤梨 种植技术 

274 惠来县 神泉镇 水稻、鲍鱼 种植技术、养殖技术

275 惠来县 鳌江镇 荔枝 嫁接改良及种植管理

276 惠来县 溪西镇 白萝卜 农产品加工技术 

277 惠来县 周田镇 番薯 农产品加工技术 

278 榕城区 砲台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279 榕城区 地都镇 白对虾 养殖技术 

云浮市（21 个镇） 

280 云安区 石城镇 茶叶 
农产品加工、电子商

务技术、植物保护 

281 云安区 白石镇 荔枝 种植技术 

282 罗定市 船步镇 水稻 种植技术 

283 罗定市 罗镜镇 水稻 种植技术 

284 罗定市 苹塘镇 水稻 电子商务技术 

285 罗定市 两塘镇 大豆 农产品加工 

286 罗定市 榃滨镇 肉桂 农产品加工 

287 罗定市 泗纶镇 竹蒸笼 蒸笼加工机械技术 

288 罗定市 加益镇 玉桂 农产品加工 

289 新兴县 稔村镇 香蕉 种植技术、植物保护

290 新兴县 东成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291 新兴县 天堂镇 花卉 种植技术 

292 新兴县 六祖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293 郁南县 千官镇 肉桂 农产品加工 

294 郁南县 建城镇 文化旅游 规划设计 

295 郁南县 平台镇 柑橘 种植技术 

296 郁南县 桂圩镇 肉桂 种植技术 

297 郁南县 宋桂镇 竹笋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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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郁南县 通门镇 肉桂 种植技术 

299 云城区 前锋镇 南药 种植技术 

300 云城区 南盛镇 柑橘 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