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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4.2万元

根据《规划》所提出的发展目
标，到2025年，佛山要率先建成与
国际一流湾区相匹配的都市现代
农业先行区，基本建成与世界级城
市群相融合的美丽乡村，实现农业
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融合发展。

《规划》提到，佛山发展都市
现代农业的总体定位，即成为广
东省都市现代农业先行区、湾区

“菜篮子”重要供应基地、湾区农

耕美食文旅发展区、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先行区。

具体而言，就是要农业生产
高质高效、乡村生活宜居宜游、
城乡生态绿色低碳。例如，主要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78%，现代都市农地生产率达
4.1 万元/亩，劳动生产率达到 9
万元/人，食品饮料加工业产值
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 3；建成省
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
10个、示范点25个；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2 万元，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 1.67：1；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0%，
拥有超 1000 亩的省级示范性美
丽渔场8个以上。

将合作共建都市
现代农业研究平台

《规划》将建设任务分解为5
大部分，并分别从科技赋能、产业
集群、农文旅融合、供应链条、对外
开放合作等提出了具体的任务。

其中，在科技领域，佛山将
以建设广东省都市现代农业先
行区为目标，合作共建都市现代

农业研究平台，推动生物育种自
主创新和联合攻关，加快数字农
业、设施农业研发应用。在产业
集群方面，佛山将推动优质淡水
鱼、现代花卉、特色作物、名优畜
禽、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
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打造 5
个高质量产业集群。在农文旅融
合方面，佛山将打造绿韵水乡、建
设农业公园、培育示范教育基地、
打造美食文旅示范点、活化历史
古村落，并对“百里芳华”乡村振
兴示范带进行扩容升级。

《规划》在第 6 章创新提出

“一区一策”，即以优质淡水鱼、现
代花卉、名优畜禽、特色作物、食
品加工等为主导产业，以现代农
业产业园和农业公园为载体，以

“百里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扩容
升级为主线，佛山市五区采取不
同功能定位发展都市现代农业。

其中，禅城区耕地、园地和
养殖坑塘（含可调整养殖坑塘）
等面积为1.19 万亩，将充分利用
禅城区岭南传统文化资源和农
旅资源，打造农耕文旅与数字乡
村先行区。南海区是传统的“鱼
米之乡”，拥有以花卉、水产为代

表的特色农业产业。南海区的
都市现代农业功能定位为科技
创新与城乡融合发展区。顺德
区依托水产养殖和花卉种植两
大核心产业，其现代农业功能定
位为现代农业与美食文旅集聚
区。高明区耕地、园地和养殖坑
塘（含可调整养殖坑塘）等面积
28.04万亩，其都市现代农业功能
定位为安全食品与田园城市样板
区，即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三水区将着力建成粤港澳大
湾区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区，打造
全省乡村全域振兴示范样本。

佛山出台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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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佛山市农业农村局

印发《佛山市都市现代农业发
展规划（2022-2025 年）》（下称

《规划》）。《规划》共 7章，主要
明确“十四五”都市农业发展目
标、功能定位、空间布局、重点
任务、“一区一策”和保障措
施等，是未来几年佛山市
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发
展的指导性文件。

羊城晚报记者 欧阳志强
通讯员 佛农宣

广东抗原检测试剂日产能超3000万人份
市民线上线下均可购买，无须盲目囤货

日前，广州市召开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鼓励家庭自备抗原
试剂盒。消息一经发出，不少家
庭开始寻找各种渠道购置抗原
试剂盒。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
示，截至目前，广东省内共有 5
家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生产
企业，已取得 5个产品注册证，
产品日产能超过 3000 万人份。
市民朋友们可以就近到线下正
规零售药店和线上合法购药平
台购买抗原试剂盒。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落实产品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近日，省药监
局党组书记、局长江效东主持召
开全省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生产企
业集体约谈会，持续强化产品全
生产周期各环节动态管理。 广东抗原检测试剂近来抢手

杨丽莺 摄

广东抗原检测试剂供应充足

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通讯员 粤药监

抗原检测试剂产能充足

据介绍，广东省共有新冠病
毒抗原检测试剂生产企业 5家，
分别为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大因源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易瑞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
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共取得 5
个产品注册证，产品日产能超过
3000万人份。

广东省疫情防控医疗器械整
体产能充足，省内共有医用口罩
生产企业（含医用防护口罩、医用
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823家，产品日产能超过1亿个。
“疫情防控医疗器械都是有

保质期的，市民朋友们短时间内
不需要过多囤货，以免造成浪
费。”省药监局提醒。

认准这些购买渠道

目前，广大市民朋友通过线
上线下合法正规企业都可以买到
抗原试剂盒。省药监局提醒，购
买抗原试剂，要认准这些渠道：

按照《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
于做好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
求，在疫情防控期间，线下可面
向消费者零售新冠病毒抗原检
测试剂的企业包括:一是取得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具备相应储
存条件的医疗器械零售企业；二
是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具
备相应储存条件的医疗器械批
零兼营企业；三是取得药品经营
许可证，具备相应储存条件的零
售药店。

通过网络销售新冠病毒抗
原检测试剂的网上药店，应具有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范
围包含“6840 体外诊断试剂”并

办理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
提供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网
络交易服务的电商平台，应当办
理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
方平台备案。

全覆盖抽检结果均合格

抗原自测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为切实
保障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
品质量安全，进一步强化新冠病
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加强抗原试剂供应保障，
今年以来，省药品监管局已组织
开展3轮次对广东省新冠病毒检
测试剂生产企业进行产品全覆
盖抽检，共抽检产品 48批次（包
括核酸检测试剂 12 批、抗原检测
试 剂 15 批 、抗 体 检 测 试 剂 21
批），结果均合格。

近日，广东省药监局党组书
记、局长江效东主持召开了全省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生产企业集
体约谈会，约谈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管理
者代表，进一步压实企业落实产
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以保障新
冠病毒检测试剂质量安全，确保

在售产品来源可溯、供应充足、
质量安全，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医
疗器械使用需求。

会议督促各生产企业切实
履行好质量主体责任，持续强化
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动态管
理 。 一 是 进 一 步 提 高 政 治 站
位。要充分认识保障新冠病毒
检测试剂产品质量安全有效的
重要意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三
个坚定不移”，坚决落实“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重要要求，全力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促发展。

二是全面落实企业产品质
量主体责任。要加强医疗器械
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对研制、
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医疗器
械产品质量的安全性、有效性依
法承担责任，严格按照医疗器械
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以及产
品生产工艺、产品标准和技术要
求组织生产，切实保障医疗器械
质量安全。

三是全面深入彻底排查风
险隐患。要深入排查产品原料
来源、生产过程规范、产品质量
控制、出厂和上市放行、不良事

件监测、产品质量分析评价等环
节风险隐患，把风险控制整改措
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不发生
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将派督导组开展现场检查

下一步，广东省药监局将
派 出 督 导 组 开 展 现 场 督 导 检
查，持续加大疫情防控药品、医
疗器械监管力度，强化产品质
量安全保障。

据介绍，广东省药品监管局
已相继印发《关于加强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试剂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监督检查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用
口罩和医用防护服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
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产品质量
监管和监督抽检工作的通知》，
持续开展监督检查，落实“四个
最严”，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
管、风险严控，严把源头质量关，
规范流通秩序，保障产品使用质
量，结合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医
疗器械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以及疫情防控医疗器
械产品质量监管和监督抽检工
作，持续加强对疫情防控医疗器
械产品全流程风险防控和质量
管理，确保疫情防控医疗器械供
应充足、质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