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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延庆区果树种植 
农民技能提升培训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农民职业素质提

升培训实施办法>的通知》（京政农发[2020]141号），结合延

庆区果树产业发展现状和果农的培训工作现状，在组织前期

需求摸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本培训实施方案。 

一、 培训主题和培训目标 

针对延庆区果农实施以果树种植技能提升为重点的培

训，通过实施培训计划，提升培训对象的果树栽培管理能力，

改变传统的半管理模式，优化果园精细化管理，提升果树产

量和果品质量，进一步增加果农收入。 

二、承训主体和承训能力 

拟由北京华海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本培训班。北

京华海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2019 年被列

入“2019世界园艺博览会”HBD产业园，同年被农业农村部

评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全国农业农村创新创业孵化

实训基地。现有果树栽培管理技术人员 86 人，目前果树种

植面积 770亩，其中苹果树 400亩，杏树 320亩，桃树、李

子树、海棠树 50亩，年产各种果品近 20万斤。 

三、培训对象和承训规模 

1.培训对象：延庆区 15个乡镇的果树种植户。 

2.承训规模：每期 50 人，分时段举办 2 期，共 100 名

培训对象。 

3.学员招募方式：拟通过村务公开栏、广播、微信群和

网络平台等方式发布培训通知，公开征集报名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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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名要求：有本市户籍，或连续 3 年在我市各涉农区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且有劳动关系的其他从业者，男性在 16

至 65 周岁，女性在 16 至 60 周岁（不包括“按月领取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人员”）。 

四、培训内容和方式 

重点培训果树种植、修剪、嫁接、施肥和病虫害防控技

术，采取课堂授课和田间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安排 1

天左右的时间，组织学员参观考察华海田园果树种植基地和

旧县镇阳光果园，让学员对果树精细化栽培管理有更直观的

感受。本次培训为非住宿类培训。 

五、课程设置和师资安排 

主要安排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果树栽培管理类教授和

专家进行技术讲解，每期培训时间为 5天，具体课程安排如

下。 

培训课程安排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教师 单位及职务 

第一天 
上午 

开班仪式 田海涛 华海田园总经理 

农业农村相关政策解读及

林下经济发展 李凌 北京农职院副教授 

下午 果树种植技术与管理 高照全 北京农职院教授 

第二天 

上午 果树枝条修剪与管理 丁双六 
延庆区园林绿化局研

究员 

下午 果树综合防病与管理 潘科文 
延庆区果品技术管理

站果树农艺师 

第三天 

上午 果树嫁接方法与管理 房荣年 
延庆自然保护地管理

处果树农艺师 

下午 果树施肥技术与管理 丁双六 
延庆区园林绿化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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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上午 
参观北京华海田园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 马军 

霍高智 

延庆自然保护地管理

处高级工程师 

下午 参观阳光果园 

第五天 

上午 果树盆景园艺栽培与管理 时祥云 
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

站高级园艺师 

下午 
1.结业考试：笔试+实操 

2.结业典礼 田海涛 华海田园总经理 

六、开办时间和培训学时 

预计 5 月上旬开第一期培训班，5 月中旬开第二期培训

班，每期 5 天，共培训 40 学时。每期培训经费预算为 6.5

万元，主要用于学员就餐、交通、场地（实训基地）租用、

师资讲课、现场教学、跟踪服务以及与培训直接相关的其它

合理性支出。 

七、教学组织管理办法 

为确保延庆区果树种植户栽培管理技能提升培训工作

的顺利实施，北京华海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专项培训

工作领导小组，由总经理田海涛担任组长，负责开班需求调

研、方案制定、全程质量监管等工作；各部门协同配合，保

证高效高质完成此次培训工作。采用班主任负责制，每期培

训都会安排专人担任培训班班主任，班主任岗位职责：对接

导师课程安排，学员日常签到管理，课堂秩序维持，现场培

训记录和录像，建立培育信息档案，组织开展学员满意度线

上评价，培训成果资料整理。 

    严格按照项目要求，落实培训环节，规范资金使用，实

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强化培训管理，建好培训档案，坚

决杜绝培训时间缩水、培训应付差事、套取培训基金等违纪

违规问题发生，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 

八、绩效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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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学员能熟练掌握苹果、杏、桃的四季修剪、嫁接

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2.在“北京市农民职业素质提升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学

员登记入库率 100%，在线评价率 100%，综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开展精品课程和优秀学员评选。提供不少于 1个精品

课件（教案）。评选为优秀学员的，每人提交 1 篇学习心得

体会（字数不少于 500字）。 

4.培训专题信息不少于 5 条（提供链接网址）。 

 

附件：1.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果农培训需求调研报告 

        2.2021 年北京市农民职业素质提升培训申请审批

表 

 

 

 

北京华海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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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 

果农培训需求调研报告 

 

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地处半山区，以农业为主，壮实劳

动力都外出转移就业，留守在村的都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和

儿童。村里果树处于半管理状态，修剪一次后就顺其自然任

由生长，留守中老年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果树管理，村里

果树产量整体偏低。经了解，大部分果农没有经过专业果树

技能管理培训，普遍希望通过技能培训来实现成果转化，提

高收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了进一步了解果农的培训需求，提升培训针对性，保

障培训实效，设计了“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果农培训需求调

研”问卷，以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的方式对旧县镇 100 名果农

进行调研，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一、调研结果 

1.调研对象的整体情况 

延庆区是果品大区，旧县镇种植苹果和杏树总面积 6000

余亩。总体管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果树管理技术人员少。

此次调研旧县镇北张庄村及附近有果品种植较多的几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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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调研对象以 40-68岁为主，共 100 人，平均年龄 57 岁，

其中男 58人，女 42 人。22-55岁有 33 人，占比为 33%，56-65

岁有 49人，占比为 49%，66-68岁有 18 人，占比为 18%。文

化教育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 90 人，占比为 90%，高中

及以上学历 10人，占比为 10%。个人年收入普遍较低，1.5-2.5

万元占比为 87%，2.5-3.5万元占比为 13%。调研对象都希望

能参加果树相关的技能培训，通过成果转化提高收入及就业

机会。 

2.调研对象对受训内容、时间、地点、方式的需求 

在对培训内容调查时，果树修剪技能培训占 95%，果树

综合防治培训占 90%，果树嫁接培训占 93%，果树盆景栽培

技术培训占 92%。果树林下经济培训占 100%，果树种植技术

占 91%，果树施肥技术占 90%，在对培训具体时间的调查时，

100%都选择在农闲或应季时间进行培训。在对培训具体时长

的调查中，15%的果农选择希望参加 3 天及以下的培训，75%

选择 3-7 天，10%选择 7 天以上的培训。对于培训地点的选

择调查中，100%都希望就近参加培训。调研对象最喜欢的培

训形式是现场实操，占 85%；其次是理论培训+实操指导，占

10%；理论培训+实操指导+外出考察，占 5%。 

二、主要结论 

旧县镇农民和果农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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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参加培训的意愿很强，偏向于在农闲或应季时间在本地

区就近参加 3-7天的果树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操培训。针对

培训需求，初步计划开展从果树种植栽培、果树林下经济、

果树病虫害防治、果树修剪、果树嫁接、果树施肥、果树盆

景园艺栽培等方面的理论、实操、外出考察学习，提升农民

及果农的技能水平，力争通过培训让学员在管理好自家的果

园或在附近果品基地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有一个稳定的工

作，真正实现培训-就业-创业的目的。 

 

 

 

                       北京华海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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