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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利（60个） 安全饮水项目49个；灌溉工程4个；堤防工程7个； 2604.10 1411.10 873.00 320.00 4302 12236 22281 

（一） 安全饮水（49个） 安全饮水项目49个； 1906.10 1126.10 460.00 320.00 3774 10501 19412 

1 龙板营村供水工程 官元镇 龙板营村 续建 改造取水口1处，铺设管网1200米 10.00 10.00 52 191 268 9月底 水利局 官元镇

2 古家、龙板营村供水工程 官元镇 古家村、龙板营村 新建 改造管网5600米 12.00 12.00 20 70 150 9月底 水利局 官元镇

3 同心村供水工程 滔河镇 同心村 新建 修复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2000米 35.00 35.00 20 58 155 9月底 水利局 滔河镇

4 兴隆村供水工程 滔河镇 兴隆村 新建 新建取水口1处、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减压池2座，铺设管网3500米 35.00 35.00 7 21 121 9月底 水利局 滔河镇

5 葵花村供水工程 滔河镇 葵花村 新建 新建蓄水池2处，安装消毒1套，铺设管网2000米 15.00 15.00 32 87 134 9月底 水利局 滔河镇

6 联春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联春村 新建 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5500米 13.00 13.00 21 56 80 9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7 联春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联春村 新建 新建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3000米 20.00 20.00 40 130 200 9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8 万家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万家村 新建 新建拦水坝1座、过滤池1座，铺设管网4000米 12.00 12.00 23 32 50 9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9 陈耳村供水工程 官元镇 陈耳村 新建 新建取水口1处，铺设管网1000米 12.00 12.00 56 106 203 9月底 水利局 官元镇

10 展望村供水工程 南宫山镇 展望村 新建 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000米 10.00 10.00 22 51 80 9月底 水利局 南宫山镇

11 榨溪村供水工程 民主镇 榨溪村 新建 新建取水口1处、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500米 13.00 13.00 11 13 53 9月底 水利局 民主镇

12 永红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民主镇 永红村 改造 新建取水口1处，修复过滤池、蓄水池各1座，改造管网4000米 20.00 20.00 105 333 579 9月底 水利局 民主镇

13 草坪村供水修复工程 孟石岭镇 草坪村 新建 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消毒房一间，铺设管道600米。 12.00 12.00 6 14 198 9月底 水利局 孟石岭镇

14 六口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六口村 新建 新建拦水坝1座、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3000米 15.00 15.00 9 24 42 9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15 梨树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梨树村 新建 新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更换管网3000米 15.00 15.00 11 20 55 9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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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水田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水田村 新建 新建蓄水池1座，更换管网2500m 20.00 20.00 70 177 243 9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17 茅坪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茅坪村 新建 新建蓄水池1座、集水井1座，铺设管网1800米 15.00 15.00 6 13 79 9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18 小沟村供水修复工程 石门镇 小沟村 新建 新建取水口2处、蓄水池2座，更换管网1200米 19.00 19.00 22 63 103 9月底 水利局 石门镇

19 小沟村、大河村供水工程 石门镇 小沟村、大河村 新建
新建取水口2处、过滤蓄水池1座，修复拦水坝1座、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
1000米

13.00 13.00 28 63 231 9月底 水利局 石门镇

20 进步村供水修复工程 堰门镇 进步村 续建 修复取水口1处，更换管网8000米（老建军村） 45.00 45.00 45 148 167 9月底 水利局 堰门镇

21 隆兴村供水修复工程 堰门镇 隆兴村 续建 改造取水口及蓄水池，更换管网6000米（学堂梁子） 45.00 45.00 50 164 184 9月底 水利局 堰门镇

22 田坝村、桃园村供水工程 孟石岭镇 田坝村、桃园村 新建
田坝村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800米；
桃园新建消毒房1间，安装消毒设备1套。

9.10 9.10 8 15 156 9月底 水利局 孟石岭镇

23
棋盘村、草垭村、和平村联合
供水工程

蔺河镇
草垭村、棋盘村、和平

村
续建

改造供水厂房及附属设施650m
2
，完善水源地保护设施，新建蓄水池1座，铺

设管网6500米。
140.00 140.00 211 472 1704 9月底 水利局 蔺河镇

24 大湾村供水工程 蔺河镇 大湾村 新建 新建拦水坝1座、集水井1口、减压池2座、阀门井60座，铺设管网15400米 53.00 53.00 51 113 186 9月底 水利局 蔺河镇

25
城关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城关镇
春光村、爱国村、茅坪
村、新春村、耳扒村、

联春村

改造+新
建

春光村：新建过滤池1座，包裹及掩埋管道；
爱国村：砼包管180米；
茅坪村：消毒房安装网围栏100米；
新春村：新建过滤池1座；
耳扒村：新建蓄水池1座，更换抽水泵1台；
联春村：新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

50.00 50.00 212 624 860 5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26
四季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四季镇
木竹村、天坪村、竹园

村
改造+新
建

木竹村：新建拦水坝1座、明渠1道、集水井1座、防洪导墙1道，修复坝基，
加高明渠，新建沉砂池2座，更换引水管道，铺设管网1200米；
天坪村：新建拦水坝1座、明渠5米，铺设管网4500米；
竹园村：新建取水口2处、拦水坝1座、明渠4米、沉砂池1座、蓄水池1座，铺
设管网3100米。

70.00 70.00 67 202 598 5月底 水利局 四季镇

27
佐龙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佐龙镇

蜡烛村、明星村、塔元
村、远景村、佐龙村、
长春村、花坝村、杜坝

村、正沟村

改造+新
建

蜡烛村：铺设管网600米（连接上端高位灌溉蓄水池）；
明星村：新建取水口1处，铺设管网300米，扩大溢流口并更换溢流管道；
塔元村：新建蓄水池1座，增大过滤池溢流管道，安装消毒设施，管道包裹；
塔元村：新建取水口1处、明涵1处、过滤池1座，浇筑蓄水池盖板1块；
远景村：新建拦水坝1座，过滤池增设溢流口；
佐龙村：改造蓄水池管网，包裹及掩埋管网；
远景村：新建集水井1座，蓄水池1座；
长春村：新建蓄水池1座，更换管网5000米；
花坝村：新建蓄水池1座；
杜坝村：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300米；
正沟村：新建水厂围墙60米。

48.00 48.00 192 549 832 5月底 水利局 佐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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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孟石岭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
板”项目

孟石岭镇
易坪村、丰坪村、武学
村、田坝村、丰景村、

前进村、草坪村

改造+新
建

易坪村：修复取水口4处、过滤蓄水池3座，铺设管网150米；
丰坪村：新建取水口1处，修复过滤蓄水池1座；
武学村：修复取水口6处、蓄水池5座，更换闸阀，加装盖板，铺设管网
300米；
草坪村：新建取水口1处、过滤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30米；
前进村：修复蓄水池1座，更换闸阀、加装盖板；
田坝村：修复取水口，铺设管网160米，砼包管及砼路面恢复；
丰景村：修复引水口3处，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修复蓄水池3座，更换闸阀、
加装盖板，更换管网1500米。

23.00 23.00 88 267 489 5月底 水利局 孟石岭镇

29
南宫山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
板”项目

南宫山镇
西河村、佘梁村、双岭

村、天池村
改造+新
建

西河村：新建取水口3处、过滤蓄水池3座、慢滤池1座；
佘梁村：新建取水口1处、过滤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000米；
双岭村：新建取水口1处，修复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500米；
天池村：新建取水口1处，铺设管网500米。

98.00 98.00 150 481 895 5月底 水利局 南宫山镇

30
蔺河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蔺河镇
棋盘村、新建村、茶园
村、和平村、草垭村。

改造+新
建

新建村：维修改造取水口及蓄水池，更换管网2600米；
茶园村：改造取水口2处，修复坝基及引水明涵，新建过滤池1座、蓄水池
1座；
和平村：改造取水口1处，更换阀门，维修及改造老蓄水池；
棋盘村：蓄水池增设溢流管，新建支护墩1座；
草垭村：更换管网3000米。

20.00 20.00 52 148 356 5月底 水利局 蔺河镇

31
滔河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滔河镇
车坪村、长滩村、兴隆
村、漆扒村、葵花村。

改造+新
建

车坪村：新建集水井1座、蓄水池1座；
长滩村：修复蓄水池1座，更换管网2500米，；
兴隆村：新建蓄水池1座；
漆扒村：修复蓄水池1座；
葵花村：新建蓄水池2座。

20.00 20.00 75 226 594 5月底 水利局 滔河镇

32
石门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石门镇
兴坪村、小沟村、平安
村、老鸭村、芙蓉村

改造+新
建

兴坪村：改造取水口1处，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
小沟村：改造取水口1处，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
平安村：改造取水口1处，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更换排污阀，增设阀门井；
老鸭村：新建蓄水池1座；
芙蓉村：增设溢流管。

22.00 22.00 56 170 336 5月底 水利局 石门镇

33
民主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民主镇

银盘村、先进村、枣树
村、新风村、银米村、
田湾村、兰家坝村、红

星村、德胜村

改造+新
建

银盘村：新建防洪导墙3米，修复坝体及引水明渠，新建过滤蓄水池及管网配
套设施；
先进村：新建集水井1座、过滤蓄水池1座及配套设施；
枣树村：更换蓄水池盖板及引水明渠盖板、滤料1m³；
新风村：更换管网400米；
银米村：清理蓄水池顶塌方及修复盖板；
田湾村：修复坝基；
兰家坝村：修复坝体及盖板等配套设施；
红星村：新建取水口1处、蓄水池1座，修复取水口1处、蓄水池1座，铺设管
网1000米；
德胜村：新建取水口1处、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3000米。

62.00 62.00 167 477 1379 5月底 水利局 民主镇

34
大道河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
板”项目

大道河镇 淳风村、月池台村
改造+新
建

淳风村：更换管网1000米；
月池台村：新建取水口1座、明渠1道、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400米。

15.00 15.00 32 84 182 5月底 水利局 大道河镇

35
堰门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堰门镇
进步村、瑞金村、团员
村、中武村、隆兴村、

堰门村、长征村

改造+新
建

进步村：加固拦水坝基础，引水管道包管，维修蓄水池；
瑞金村：新建拦水坝2座、过滤蓄水池3座、更换管网1600米；
团员村：新建阀门井，加固拦水坝基础，更换管网30米；
中武村：包管30米，加固拦水坝基础、新建阀门井1座，蓄水池管道包管；
隆兴村：改造取水泉室1处，新建蓄水池1座；新建拦挡墙1处，更换管网300
米；
堰门村：改造拦水坝2处，更换滤料；
长征村：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蓄水池顶增设安全防护网100米。

34.00 34.00 156 446 685 5月底 水利局 堰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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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官元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官元镇
龙洞村、陈耳村、团兴
村、二郎村、古家村、

龙板营村

改造+新
建

龙洞村：张家屋场新建拦水坝1座、拦污栅1道、过滤池2座、阀门井1座、减
压阀1座、铺设管网3300米；
陈耳村：新建阀门井2座，更换引水明渠盖板；
团兴村：新建取水口1处，改造拦水坝1座，新建引水明渠3处、过滤蓄水池1
座、阀门井4座，更换过滤池盖板及滤料、排气阀，铺设2000米；
二郎村：处理输配水管道；
古家村：新建过滤池1座，加固引水泉室1处；
龙板营村：改造取水口1处，明水明渠1处。

62.00 62.00 142 434 648 5月底 水利局 官元镇

37
城关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城关镇
新春村、罗景坪社区、

竹林村、茅坪村
新建+改

造

新春村：新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500米；
罗景坪社区：新建过滤池1座，铺设管网500米；
竹林村：维修拦水坝1座，新建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1500米；
茅坪村：新建拦水坝1座、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3500米。

28.00 28.00 62 180 410 6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38
佐龙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佐龙镇
杜坝村、金珠沟村、金
珠店社区、花坝村、双

喜村、华兴村。
改建

杜坝村：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400米；
金珠沟村：更换及包管420米；
金珠店社区：铺设管网500米，更换管网1500米；
花坝村：灌沟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

30.00 30.00 60 142 260 6月底 水利局 佐龙镇

39
蔺河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蔺河镇
蒋家关村、大湾村、茶
园村、和平村、新建村

改造+新
建

蒋家关村：更换管网2300米；
大湾村：维修改造蓄水池1座；                       
茶园村：新建蓄水池、过滤池1座；                         
和平村：新建拦水坝1座、过滤池1座、引水明涵1处；                                        
新建村：维修改造蓄水池过滤池1座。

20.00 20.00 94 271 680 6月底 水利局 蔺河镇

40
南宫山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
板”项目

南宫山镇 红日村 新建 新建预沉池1座、漫滤池1座（集镇供水） 30.00 30.00 70 190 420 6月底 水利局 南宫山镇

41
民主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民主镇
马安村、农田社区、五

一村
新建及
改造

马安村：新建取水口1处、过滤池1座，修复取水口及蓄水池，铺设管网3500
米；                   
农田社区：新建取水口1处，铺设管网2000米；                                            
五一村：新建取水口2处、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9000米。

60.00 60.00 85 236 520 6月底 水利局 民主镇

42
滔河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滔河镇
车坪村、葵花村、双向

村
改造

车坪村：维修拦水坝1座，更换管网2000米；
车坪村：修复拦水坝1座，铺设管网2000米；
车坪村：铺设管网2000米；
葵花村：维修蓄水池1座；
柏坪村：铺设管网2000米；
双向村：铺设管网2000米。

15.00 15.00 135 376 620 6月底 水利局 滔河镇

43
石门镇农村安全饮水“补短板
”项目

石门镇 红岩村 改造 新建取水口、拦水坝、引水明涵、引水管道、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500米 30.00 30.00 12 29 64 6月底 水利局 石门镇

44 堰门镇七一片区供水工程 堰门镇 中武村、团员村
新建+改

造
扩建水厂，蓄水池1座，安装净化消毒设施1套，铺设管网3000米 180.00 73.00 107.00 348 875 1193 7月底 水利局 堰门镇

45 城关镇农村安全供水工程 城关镇
六口村、东风村、梨树
村、耳扒村、新春村、
水田村、四坪社区

新建+改
造

六口村：新建取水口1处；
东风村：新建拦水坝1处，铺设管道500米；
梨树村：新建蓄水池7座、过滤渠涵1处、过滤池2座、消毒房1座、消毒设备1
套，铺设管网2000米；
耳扒村：新建蓄水池1座；
新春村：新建取水口1处、蓄水池3座，铺设管网1500米；
水田村：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400米；
四坪社区：新建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2000米。

94.00 94.00 125 350 420 6月底 水利局 城关镇

46 佐龙镇农村安全供水工程 佐龙镇
金珠店社区、马宗村、
杜坝村、黄兴村、长春

村、正沟村

新建+改
造

马宗村：新建取水口1处、新建蓄水池1座，更换管网7400米；
长春村：改造取水口1处，新建蓄水慢滤池1座，更换管网2600米；
杜坝村：铺设管网2800米；
正沟村：铺设管网2100米；
金珠店社区：改造蓄水池1座；
黄兴村：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200米。

106.00 106.00 154 431 480 6月底 水利局 佐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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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南宫山镇农村安全供水程 南宫山镇
红日村、溢河村、宏大

村、花里村
新建+改

造

溢河村：新建取水口8处、过滤蓄水池6座、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4500米；
宏大村：新建取水口1处，过滤蓄水池1座；
花里村：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500米；
红日村：铺设管网1800米。

70.00 70.00 69 193 240 6月底 水利局 南宫山镇

48 大道河镇农村安全供水程 大道河镇
集镇社区、白果坪村、

东坪村
新建+改

造

集镇社区：改造取水口1处，完善水厂基础设施，蓄水池2座，净水设备1套，
铺设管网2000米；
白果坪村：新建取水口1处、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4000米；                                                                                                                         
东坪村：新建取水口1处、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3000米。

54.00 54.00 128 358 450 6月底 水利局 大道河镇

49 民主镇农村安全供水工程 民主镇
银米村、新风村、银盘
村、五一村、明珠社区

新建+改
造

银米村：铺设管网4000米；
新风村：新建取水口1处，铺设管网1000米；
银盘村：新建取水口1处、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500米；
五一村：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600米；
明珠社区：新建取水口1处、沉砂池1座、明渠1道、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
铺设管网1530米。

57.00 57.00 117 328 380 6月底 水利局 民主镇

（二） 灌溉工程（4个） 灌溉工程4个； 131.00 131.00 280 912 1140 

1 龙板营、古家村灌溉修复工程 官元镇 龙板营村、古家村 新建
龙板营村：新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80亩；
古家村：新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100亩。

50.00 50.00 115 414 510 9月底 水利局 官元镇

2
枫树村猕猴桃园区灌溉修复工
程

民主镇 枫树村 改建 改建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240亩 30.00 30.00 90 275 275 9月底 水利局 民主镇

3 花里村六组灌溉工程 南宫山镇 花里村 改建 修复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30亩 30.00 30.00 15 43 95 6月底 水利局 南宫山镇

4 龙洞村灌溉修复工程 官元镇 龙洞村 改建 修复灌溉工程1处， 21.00 21.00 60 180 260 5月底 水利局 官元镇

（三） 堤防工程（7个） 堤防工程7个； 567.00 285.00 282.00 248 823 1729 

1 榨溪村堤防工程 民主镇 榨溪村 新建 新修堤防200米（榨溪沟段49米，大道河段151米） 117.00 117.00 91 275 386 9月底 水利局 民主镇

2 和平村堤防修复工程 蔺河镇 和平村 续建 修复七组堤防40米，修复六组堤防360米 45.00 45.00 30 114 455 9月底 水利局 蔺河镇

3 月坝村堤防工程 四季镇 月坝村 改造 加固堤防620米（三组新村） 50.00 50.00 17 41 228 9月底 水利局 四季镇

4 小沟村堤防工程 石门镇 小沟村 新建
新建铁佛电站大坝上左右岸堤防153.8米（左岸75.2米，右岸78.6米，砼护脚
72.8米）

85.00 85.00 38 154 208 9月底 水利局 石门镇

5
石门集镇、横溪河流域堤防修
复防洪工程

石门镇
大河村、兴坪村、小沟

村、铁佛社区
改造 修复水毁堤防500米 40.00 40.00 35 145 200 9月底 水利局 石门镇

6 漆扒村河堤工程 滔河镇 漆扒村 新建 新建河堤120米（中晟中药材粗加工厂外） 100.00 100.00 30 80 150 7月底 水利局 滔河镇

7 和平村河堤工程 蔺河镇 和平村 新建 新建河堤164.46米 130.00 10.00 120.00 7 14 102 7月底 水利局 蔺河镇

第 5 页，共 6 页



岚皋县2020年1-6批脱贫攻坚水利项目建设调整计划表

序号 项目类别及名称 镇 村
建设
性质

建设内容及规模

投资计划（万元）
直接受益
贫困人口

受益
总人口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实施单位 备注

合计
财政涉农
整合资金

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部门资金 其它资金
企业或贫困
户自筹资金

户数 人数

第 6 页，共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