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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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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园区等级划分与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休闲农业园区等级划分与评定的依据和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国内休闲农业园区的等级划分、评定、复核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 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 其最新版本 (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 适

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4934 食 ( 饮）具消毒卫生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休闲农业

以农业生产、农村风貌、农家生活、乡村文化为基础，开发农业与农村多种功能，提供休闲观光、

农事参与和农家体验等服务的新型产业形态。

3.2  休闲农业园区

有明确的区域范围和经营主体，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依托特色田园生态景观及乡村人文资源，为

消费者提供观光、学习、娱乐、休闲、健身、养生、住宿、餐饮、购物、科普等服务的农业园区。

4  基本条件

4.1  应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持续经营满一年及以上。

4.2  农业（含林业、牧业、渔业等）生产、加工、经营等项目占地面积应占园区总面积的 60% 及

以上。

4.3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就业增收带动性较强，从业人员中农民应占 50% 及以上。

4.4  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

4.5  近三年内无重大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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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定指标

5.1  乡村振兴

5.1.1  有鲜明农业特色。

5.1.2  促进当地农村发展。

5.1.3  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

5.1.4  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5.1.5  发展潜力大。

5.2  生态环境

5.2.1  自然生态保持良好，环境优美、乡村风情浓郁。

5.2.2  建立循环农业体系。

5.2.3  空气环境应符合 GB 3095 标准的规定。

5.2.4  土壤质量应符合 GB 15618 标准的规定。

5.2.5  水体质量应符合 DB 3838 和 GB/T 14848 标准的规定。

5.2.6  声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3096 标准的规定。

5.2.7  气候舒适度应符合 GB/T 27963 标准的规定。

5.3  基础设施

5.3.1  交通

5.3.1.1  内外部通达性好。

5.3.1.2  交通标志应符合 GB5768 标准的要求。

5.3.1.3  设立规模适宜的生态停车场。

5.3.1.4  配备无障碍设施。

5.3.1.5  配备标识引导设施。

5.3.2  游览

5.3.2.1  配备游客服务中心。

5.3.2.2  配备各种标识牌和景物介绍牌。

5.3.2.3  配备展厅及相关设备。

5.3.2.4  配备游客公共休息设施。 

5.3.2.5  配备专门参观通道。

5.3.3  住宿

5.3.3.1  有满足接待游客能力的适量客房和床位。

5.3.3.2  客房布局合理、整洁舒适、设施齐全。

5.3.4  餐饮

5.3.4.1  食品原料保持安全新鲜，有乡村特色。

5.3.4.2  可提供反映当地乡村特色的菜品。

5.3.4.3  消毒餐具应符合 GB 14934 标准的规定。

5.3.4.4  餐饮油烟排放应符合 GB 18483 标准的规定。

5.3.5  购物

5.3.5.1  有固定购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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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  商品价格产地明晰，明码标价。

5.3.5.3  有本园区自产商品。

5.3.6  排水

5.3.6.1  有给排水系统并保持通畅。

5.3.6.2  有污水处理措施，实施雨水收集和中水回收利用。

5.3.7  能源

5.3.7.1  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率高，制定并有效实施节能减排计划。

5.3.7.2  有妥善处理能源污染的设施和措施。

5.3.7.3  电力设施和取暖设施布局合理，不影响景观质量。

5.4  管理服务

5.4.1  管理  

5.4.1.1  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管理有效。

5.4.1.2  园区规划科学、建设有序。

5.4.1.3  有服务质量投诉电话，认真并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按消费者意见改进服务，应符合

GB/T17242 的要求。

5.4.2  服务

5.4.2.1  从业人员着装整洁，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5.4.2.2  建立从业人员操作规程，从业人员严格按照规程操作。

5.4.2.3  从业人员遵守服务规范，主动服务，文明礼貌，亲切热情。

5.4.2.4  从业人员经过餐饮、住宿、接待、服务、讲解等技能培训。

5.4.2.5  食品卫生从业人员有健康证，知晓食品卫生知识。

5.4.3  体验

5.4.3.1  能提供若干体验性或参与性的传统农事活动，并提供相应指导。

5.4.3.2  能提供农产品加工体验、乡村文创产品手工制作等活动，并提供相应指导。

5.4.3.3  能举办乡土风情浓郁的节庆活动。

5.4.3.4  能开展农村体育活动。

5.4.3.5  能开展相关休闲娱乐活动。

5.5  安全与卫生

5.5.1  安全

5.5.1.1  设有专门安全机构，规章制度健全，人员合理配备。

5.5.1.2  认真执行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的安全法规。

5.5.1.3  锅炉、机电等设施设备有安全认证，标识齐全有效，定期检修 ,无超期服役现象。

5.5.1.4  消防、防盗、救护、防护等设施设备完好有效。

5.5.1.5  员工熟练掌握安全操作规范。

5.5.1.6  园区内山坡、道路、水域、变电站等危险地段的安全警告标志醒目、规范。

5.5.1.7  接待高峰期和特殊时段应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与措施，并能有效实施。

5.5.1.8  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预评估，消除隐患，并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事故处

理档案记录完整、准确。

5.5.1.9  建立紧急救援机制，设置紧急救援电话，能及时处理顾客发出的求助信号。

5.5.1.10  配备专职医务人员和常用药品，有必要的医疗救护设施，有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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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卫生

5.5.2.1  园区粪便处理应符合 GB 7959 标准的规定。

5.5.2.2  园区污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 标准的规定。

5.5.2.3  公共场所卫生应符合 GB 37487 标准的规定。

5.5.2.4  生活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标准的规定。

5.5.2.5  公共厕所应符合 GB/T 18973 标准的规定。

6  等级评定

6.1  等级标志

休闲农业园区等级划分与评定从低到高分为三个等级，即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以五角星作

为等级标志。

6.2  等级分值

6.2.1   休闲农业园区等级划分与评定按照附录 A进行评分，总分为 1000 分。

6.2.2   五星级园区得分应大于等于 900 分，且每个二级指标得分不低于该指标总分的 60％。

6.2.3   四星级园区得分应大于等于 800 分，且每个二级指标得分不低于该指标总分的 60％。

6.2.4   三星级园区得分应大于等于 700 分，且每个二级指标得分不低于该指标总分的 60％。

6.3  评定程序

6.3.1  申请

园区等级评定采取自愿原则，由园区向评定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休闲农业园区等级评定申请表

及相关材料。休闲农业园区等级评定申请表见附录 B。

6.3.2  受理

评定机构接受园区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后，在当年的评定流程时间内完成评定工作。

6.3.3  公告

由评定机构于当年指定时间发布公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公告期为 10 天。

6.3.4  颁发标识牌

公告期满，通过等级评定的园区，由评定机构颁发标识牌。标识牌有效期为三年。

7  等级管理

7.1  复核

园区评定每满三年进行复核，复核达不到本文件相应等级规定的，采取限期整改、降级和取消等

级的措施处理。

园区放弃复核将被取消等级，并接受社会公告。

7.2  处理

园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将被取消等级资格 :

1)  停止营业或破产。

2)  发生安全、消防、食品卫生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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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造成环境严重污染。

4)  游客反映强烈、投诉较多，并经调查取证确认的。

园区被取消等级资格之日起满二年后，可重新申请等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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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表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指标见表 A.1。

表 A.1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表

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最高

得分

自评

得分

验收

得分

乡村振兴

（400分）

农业特色

鲜明

（100分）

1. 主要依托当地农、林、牧、副、渔等农业资源发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项目。

农业资源与农业景观利用效果一般。（5分以下）

农业资源与农业景观利用效果较好。（6~10 分）

农业资源与农业景观利用效果突出。（11~20 分）

20

2. 推动当地农业发展。

农业主导产业带动力一般，形成相关产业。（5分以下）

农业主导产业带动力较强，形成产业链条。（6~10 分）

农业主导产业带动力突出，产业形成规模。（11~20 分）

20

3. 园区有自己独特的农产品，品种较多。 10

4. 重视运用新品种和推广新技术。 10

5. 园区农产品通过有机认证。 40

促进农村

发展

（100分）

1. 推动当地农村（村容与环境）建设。

当地村庄与园区周围环境改善一般。（20 分以下）

当地村庄与园区周围环境改善明显。 （21~40 分）

当地村庄与园区周围环境建设效果突出。（41~60 分）

60

2. 带动农村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发展效果一般。（15 分以下）

发展效果明显。（16~30 分）

发展效果突出。（31~40 分）

40

带动农民

就业增收

（100分）

1. 提供就业岗位较多，有效吸纳农民就业。

直接吸纳劳动就业 1~79 人，农民占从业人员的 50% 以上。

（0~20 分）

直接吸纳劳动就业 80~179 人，农民占从业人员的 50% 以上。 

（21~30 分）

直接吸纳劳动就业 180~299 人，农民占从业人员的 50% 以上。 

（31~40 分）

直接吸纳劳动就业 300 人以上，农民占从业人员的 50% 以上。 

（41~50 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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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最高

得分

自评

得分

验收

得分

乡村振兴

（400分）

带动农民

就业增收

（100分）

2. 促进当地农民增收。

促进农民增收效果比较明显。（10 分以下）

促进农民增收效果明显。（11~20 分）

促进农民增收效果突出。（21~30 分）

30

3. 与当地农民及农村社区有良好互动，随机调查：

当地农民满意度达到 80%。（10 分以下）

当地农民满意度达到 85%。（11~15 分）

当地农民满意度达到 95%。（16~20 分）

20

经济社会

效益

（80 分）

1.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

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上。（20 分以下）

年营业收入 1500 万元以上。（21~40 分）

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上。（41~60 分）

60

2. 过去三年内园区获得的荣誉（不叠加）：

获得市级荣誉和称号。（每项 5分）

获得省级荣誉和称号。（每项 10 分）

获得国家级荣誉和称号。（每项 20 分）

20

发展潜力

（20 分）

1. 园区后续可开发利用的“三农”资源和农业体验项目多，可

持续发展态势良好，已经编制具有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

中长期发展规划。

10

2. 园区有可依托的其它涉农经济实体，且经营状况良好。 10

生态环境

（100分）

生态环境

(100 分）

1. 自然生态保持良好，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舒适宜人，乡村

风情浓郁。
10

2. 建立农业循环体系。 10

3. 园区空气质量达到 GB 3095 标准。 10

4. 土壤质量达到 GB 15618 标准。 10

5. 农用地表水达到 DB 3838 Ⅴ类以上标准。 5

6. 农用地下水达到 GB 14848 Ⅳ类以上标准。 5

7. 夜间噪声 40 分贝以下。 5

8. 昼间噪声 50 分贝以内。 5

9. 气候舒适度达到 GB/T 27963 标准。 5

10. 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5

11. 园区周边环境和谐、无人为破坏、无建设性破坏、无污染单

位和无脏乱差问题。
5

表 A.1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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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最高

得分

自评

得分

验收

得分

生态环境

(100分）

生态环境

(100 分）

12. 建设项目通过环境评估：

已通过省级环保部门环境评估。(10 分 )

已通过市级环保部门环境评估。(5 分 )

10

13. 无违章建筑和私搭滥建行为。 5

14. 园区建筑布局合理，建筑物体量、高度、色彩、造型与景观

相协调。
5

15. 开发建设过程中有效保护生态景观、文物古迹、传统民俗等

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5

基础设施

（300分）

交通

（50 分）

1. 到达园区的道路。

交通设施基本畅通完善。（0~3 分）

交通设施比较畅通完善，进出便捷。（4~7 分）

交通设施畅通完善，进出便捷。（8~10 分）

10

2. 交通标志规范、清晰、美观，符合 GB5768 标准要求。 5

3. 设立规模适宜的生态停车场。

至少容纳 10 辆小型汽车同时停放。(0~3 分 )

至少容纳 30 辆小型汽车同时停放。(4~7 分 )

至少容纳 50 辆小型汽车同时停放。(8~10 分 )

10

4. 停车场绿化美观，与景观环境相协调，有专人管理。 10

5. 配备标识引导设施。 10

6. 配备无障碍设施。 5

游览

（40 分）

1. 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合理，规模适度，设施齐全，有专业咨询

服务人员。
5

2. 有各种标识牌和景物介绍牌，各种标牌位置合理，造型特色

突出，艺术感和文化气息浓厚，与景观环境协调，能烘托总体环境。
5

3.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符合 GB/T 10001.1-2006 和 GB/T 10001.2-

2006 标准。
5

4. 有农业科技教育厅（展览馆），配有必要的设备。 5

5. 有游客公共休息设施且布局合理，数量充足，富有特色。 10

6. 园区内农田、农舍或农作场景内辟有专门参观通道。 10

住宿

（50 分）

1. 总服务台位于前厅显著位置，有装饰，光线好；接待人员以

普通话提供接待、问询、结账和留言服务；提供行李存放服务、

休息设施。

10

表 A.1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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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最高

得分

自评

得分

验收

得分

基础设施

（300分）

住宿

（50 分）

2. 可提供床位数

能提供 50个床位，或周边具备足够的住宿条件。（0~5 分）

能提供100个床位，具有2种以上房型的客房20间以上。（6~10分）

能提供100个床位，具有4种以上房型的客房30间以上。（11~20分）

20

3. 客房装修良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门锁为暗锁、有防盗

装置，有软垫床、桌、椅、床头柜等配套家具。
5

4. 客房配有沙发、茶几等配套家具。 3

5. 客房配有电视机、温控设备、电热水壶。 3

6. 房间内有服务指南、价目表、宾客须知等资料。 3

7. 至少两种规格的电源插座，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3

8. 客房、卫生间每天全面整理一次，每客或应客人要求更换床

单、被单及枕套。
3

厨房

（40 分）

1. 厨房布局合理，使用面积与接待能力相适应。 5

2. 紧邻餐厅，厨房墙面满铺瓷砖，地面铺有防滑地砖，有地槽，

有吊顶。
5

3. 厨房粗加工间、烹调间、面点间、冷菜间、洗碗间独立分隔，

各操作间温度适宜。
5

4. 厨房有必要的冷藏、冷冻设施，冷菜间温度符合食品卫生标

准，有食品库房和非食品库房。
5

5. 厨房内有空气消毒设施，良好的通风排风排烟设施。 5

6. 有洗涤池、清洗池、消毒池或消毒设施，蔬菜清洗池、肉类

清洗池独立分设。
5

7. 有专门放置临时垃圾的设施并保持其封闭，专门的餐厨垃圾

处理设施。
5

8. 厨房与餐厅之间，有起隔音、隔热和隔气味作用设施，有必

要的消防设施，有消杀飞虫、爬虫的防范措施。
5

餐厅

（50 分）

1. 餐厅位置合理，地面已作硬化处理，防滑、易于清洗，装潢

美观大方，采光通风良好，整洁。
5

2. 餐厅使用面积及容纳就餐人数

使用面积不少于 5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30 人以上就餐，采光通

风良好。（0~5 分）

使用面积不少于 10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50 人以上就餐，采光

通风良好。（6~10 分）

使用面积不少于 15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80 人以上就餐，采光

通风良好。（11~20 分）

20

表 A.1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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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最高

得分

自评

得分

验收

得分

基础设施

（300分）

餐厅

（50 分）

3. 餐厅的墙面装饰、地面装饰、灯具等装修能体现一定的乡村

特色或地域文化。
5

4. 有菜单及饮品单，菜单及饮品单富有当地特色。 5

5. 特色菜品数量。

有 5个以上农家风味当地特色菜品，价格合理。（0~5 分）

有 10 个以上农家风味当地特色菜品，价格合理。（6~10 分）

10

6. 食（饮）具达到 GB1493 的规定要求。 5

购物

（40 分）

1. 有固定的购物场所，购物场所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环境整洁，

秩序良好。
10

2. 有专人经营管理，购物场所无围追兜售、强买强卖现象。 5

3. 特色土特产品。

至少具有 5种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出售。（0~5 分）

至少具有 8种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出售。（6~10 分）

至少具有 15 种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出售。（11~15 分）

15

4. 对园区内商品从业人员有统一管理措施，园区内商品执行有

关退换货规定。
5

5. 出售商品明码标价，价格合理，无质量问题。 5

排水

（15 分）

1. 有给排水系统并保持通畅。 5

2. 有污水处理措施并有效落实。 5

3. 实施雨水收集和中水回收利用。 5

能源

（15 分）

1. 制定并有效实施节能减排计划。 5

2. 有妥善处理能源污染的设施和措施。 5

3. 电力设施和取暖设施布局合理 ,不影响景观质量。 5

管理服务

（100分）

管理

（30 分）

1. 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管理有效，有管理、服务等质量标

准或服务流程图。
5

2. 园区规划科学、建设有序。 5

3. 从业人员持证要求。

100% 的从业人员经专业培训合格。（0~3 分）

100% 的从业人员经专业培训合格，关键岗位从业人员 100% 持证

上岗，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 50% 以上。（4~7 分）

100% 的从业人员经专业培训合格，关键岗位从业人员 100% 持证

上岗，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 60% 以上。（8~10 分）

10

4. 食品卫生从业人员有健康证。 5

表 A.1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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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最高

得分

自评

得分

验收

得分

管理服务

（100分）

管理

（30 分）

5. 有投诉制度，设有服务质量投诉电话和意见簿，有投诉记录

及反馈意见，能按游客意见改进服务。
5

服务

（40 分）

1. 服务人员对客人礼貌、热情、友好，能使用普通话沟通。 5

2. 服务人员经培训合格上岗，熟知当地乡村风俗，能迅速、准确、

生动的回答顾客的相关问题。
10

3. 服务人员统一着装、佩工牌上岗，仪容仪表端庄、大方，站、

坐、行姿符合各岗位的规范与要求，让客人感到舒适。
10

4. 游客满意度。

游客基本满意。（0~5 分）

游客比较满意。（6~10 分）

游客非常满意。（11~15 分）

15

体验

（30 分）

1. 提供农事活动体验 , 如育苗、插秧、除草、施肥、收割、脱

粒、舂米、推磨、踏水车、捕捞、养殖、采摘等，每一项 1 分，

5项以上满分。

5

2. 提供农产品加工体验，如制作豆腐、香油、糍粑、酿酒、挤奶、

奶制品、扎风筝、剪纸、制陶、纺织、印染、玩具制作等，每一

项 1分，5项以上满分。

5

3. 举办节庆活动，如西瓜节、杨梅节、农耕文化节、风筝节、

油菜花节以及民俗文化、歌舞表演等，每一项1分，5项以上满分。
5

4. 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如骑马、登山、划船、漂流、摔跤、秋千、

高跷、攀岩、蹦极、动物比赛、野外露营、烧烤、篝火等，每一

项 1分，5项以上满分。

5

5. 配备有娱乐设施，包括多功能厅、歌舞厅、卡拉 OK 厅或 KTV

房、棋牌室、健身房、桌球室、乒乓球室、游戏室、茶室、篮球

场、羽毛球场、网球场、保龄球馆、门球场、游泳池等，每一项

1分，5项以上满分。

5

6. 为特定人群（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配备旅游工具、用

品及儿童娱乐场地及婴儿看护等特殊服务。
5

安全卫生

（100分）

安全

（50 分）

1. 设有专门安全机构，规章制度健全，人员合理配备，从业人

员要掌握基本安全知识和使用设备的安全技能。
5

2. 认真执行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发的安全法规，定期组织从业人

员开展安全知识技能培训。
5

表 A.1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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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最高

得分

自评

得分

验收

得分

安全卫生

（100分）

安全

（50 分）

3. 锅炉、机电等设施设备有安全认证 , 标识齐全有效 , 定期检

修 ,无超期服役现象。
5

4. 消防、防盗、救护、防护等设施设备完好有效。 5

5. 员工熟练掌握安全操作规范。 5

6. 园区内山坡、道路、水域、变电站等危险地段的安全警告标

志醒目、规范。
5

7. 接待高峰期和特殊时段应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与措施 , 并

能有效实施。
5

8.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事故处理档案记录完整、准确。 5

9. 建立紧急救援机制 ,设置紧急救援电话。 5

10. 配备专职医务人员和常用药品 , 有必要的医疗救护设施 , 有

定点医院。
5

卫生

（50 分）

1. 园区内干净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堆、乱放、乱建现象，

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剥落、无污垢。
5

2. 公共厕所布局合理，数量能满足需要。男女卫生间分开设置，

标识醒目美观，建筑造型景观化，与周边环境和建筑相协调。
5

3. 公共厕所设施齐全，配有手纸、手纸框、挂衣钩、洗手池（配

备洗涤品）、烘手器、镜台。
5

4. 公共厕所设专人打扫与服务，室内整洁，无异味；洁具洁净、

无污垢、无堵塞。
5

5. 公共厕所有单独设置化粪池，防渗、防腐、密封，能有效处

理粪便。
5

6. 公共厕所有符合循环经济的粪便处理设施。 5

7. 园区内垃圾箱布局合理，标识明显，造型美观独特，与环境

相协调。
5

8. 垃圾箱分类设置，垃圾清扫及时，日产日清。 5

9. 污水排放达标，不污染农田、地面、河流、湖泊等。 5

10. 不使用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5

表 A.1  休闲农业园区评定表（续）



T/CATA 0001-2022

13

附录 B

( 资料性 )

休闲农业园区等级划分与评定申请表

休闲农业园区等级划分与评定申请表见表 B.1。

表 B.1 休闲农业园区等级划分与评定申请表

企业名称

园区名称 开园时间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负责人姓名 电话 手机

联系人姓名 电话 手机

固定资产

（万元）
员工总数 农民工数

占地面积

（亩）

露地生产面积

（亩）

设施生产面积

（亩）

上年总收入

（万元）

旅游收入

（万元）

农民工人均收入

（元）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餐饮收入

（万元）

上年接待

游客人数

上年纯收益

（万元）

餐饮接待能力

（桌）

导游人数
客房数量

（床位）

停车场面积

（平方米）

园区自查

及申报意见

参照《休闲农业园区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我单位申报（      ）星级园区。

单位法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评定机构意见

经审核同意该单位申报（      ）星级休闲农业园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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