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岚皋县2020年扶贫资金水利项目计划完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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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内容完成情况
（截止2020年11月5日）

对照建设内容，文字表述表完成哪些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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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92个） 安全饮水项目59个；灌溉工程15个；堤防工程17个；其他水利设施项目1个 7033.95 3783.60 2558.95 191.40 500.00 0.00 7495 24653 44173 

（一） 安全饮水（59个） 安全饮水项目59个； 3818.53 2378.53 940.00 0.00 500.00 0.00 5402 18489 3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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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改造取水口3处，铺设管网1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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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改造管网5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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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拦水坝2座、过滤池1座，维修蓄水池1座，铺
设管网3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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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拦水坝1、过滤池1座、减压池2个，铺设管网
3000米。

水利局 滔河镇

5 兴隆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滔河镇 兴隆村 新建 新建阀门井5座，改造管网12000米，安装自动监测设备1套 160.00 160.00 66 198 324 
完成新建阀门井15座，改造管网15000米，安装自动监
测设备1套

水利局 水利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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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集水井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500米 水利局 滔河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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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5500米 水利局 城关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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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4000米 水利局 城关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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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减压池3座，铺设管
网4000米

水利局 城关镇

10 蒋家关村（水围池）供水工程 蔺河镇 蒋家关村 新建 新建取水口1处、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4000米 120.00 120.00 66 218 262 
完成新建取水口1处、设备厂房1座，净水设备1套，抽
水设备1套，铺设管网825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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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取水口1处，5m³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450米 水利局 官元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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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20m³蓄水池1座，5m³过滤池1座，铺设管网
1600米

水利局 南宫山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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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取水口1处，新建集水井1座，拆除重建20m³
蓄水池1座，维修过滤池1处，铺设管道1898米。

水利局 民主镇

14 枣树村供水工程 民主镇 枣树村 新建 新建取水口2处、漫滤池1座、蓄水池2座、水厂1座，铺设管网3500米 200.00 200.00 78 235 332 
完成新建取水口2处、维修取口二处、漫滤池1座、蓄
水池3座、减压池2座、水厂1座，铺设管网900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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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取水口1处，维修拦水坝2处，维修过滤池
1座，蓄水池3座，铺设管道6580米。

水利局 民主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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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过滤蓄水池1座，消毒房一间，铺设管道200
米

水利局 孟石岭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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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拦水坝1座、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
网3000米，解决杨先举等人分散供水（修建3立方蓄水
池等）

水利局 城关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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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更换管网3000米 水利局 城关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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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取水口，过滤池1座，新建蓄水池1座，更换
管网2500m

水利局 城关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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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蓄水池1座、集水井1座，铺设管网1800米，
解决陈孝弟、王典顺等户分散供水（新建截渗坝、集
水井等）

水利局 城关镇

21 茅坪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茅坪村 新建 铺设管网1500米（水围城） 50.00 50.00 22 65 82 完成铺设管网2160米（水围城） 水利局 水利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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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二组取水口维修加固，新修15m³过滤蓄水池1座 水利局 石门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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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取水口2处，拦水坝加固，新建过滤蓄水池
5m³1座

水利局 石门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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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修复取水口2处，更换管网8000米（老建军村） 水利局 堰门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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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改造取水口1处，及蓄水池三处，更换管网6000米
（学堂梁子）

水利局 堰门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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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田坝村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670米；桃园新
建消毒房1间，安装消毒设备1套。

水利局 孟石岭镇

27 柏杨林村供水工程 孟石岭镇 柏杨林村 新建
新建大口井1座、泵房1座、蓄水池1座、消毒房1间，安装消毒设备1套，铺设
管网1800米

80.00 80.00 22 50 130 
完成新建大口井1座、泵房1座、蓄水池1座、消毒房1
间，安装消毒设备1套，铺设管网220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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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改造供水厂房及附属设施650m2，完善水源地保护
设施，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9803米。

水利局 蔺河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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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拦水坝1座、集水井1口、减压池2座、阀门井
60座，铺设管网15600米

水利局 蔺河镇

30 耳扒村水工程 城关镇 耳扒村 续建 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500米 100.00 100.00 843 3437 3437 完成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20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31 永丰村、爱国村联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 永丰村、爱国村 续建 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8900米 200.00 200.00 204 465 707 完成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890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32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岚皋县 新建 用于全县贫困村饮水工程运行维修养护 192.84 192.84 650 780 项目正在实施中 水利局 水利局

33 2017年贫困村供水工程

城关镇、佐龙
镇、蔺河镇、
南宫山镇、孟
石岭镇、滔河
镇、石门镇、
民主镇、官元

镇

爱国村、永丰村，远
景村、朝阳村、塔元
村、花坝村、蜡烛村
、金珠沟村，棋盘

村，西河村，前进村
、武学村、丰坪村，
车坪村、兴隆村，庄
房村，枣树村、田湾
村，团兴村、龙洞村

续建

爱国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440米；
永丰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8560米；
远景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770米；
朝阳村：铺设管网380米；
塔元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700米；
花坝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640米；
蜡烛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600米；
金珠沟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5640米；
棋盘村：续建拦水坝2座，蓄水池7座，铺设管网36640米；
西河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240米；
前进村：续建拦水坝2座，蓄水池5座，铺设管网12040米；
武学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400米；
丰坪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820米；
车坪村：续建拦水坝2座，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7260米；
兴隆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8640米；
庄房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720米；
枣树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880米；
田湾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7640米；
团兴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4680米；
龙洞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920米。

629.59 629.59 1466 2372 

爱国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440
米；
永丰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2座，铺设管网8560
米；
远景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770
米；
朝阳村：铺设管网380米；
塔元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700
米；
花坝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
640米；
蜡烛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600
米；
金珠沟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
5640米；
棋盘村：续建拦水坝2座，蓄水池7座，铺设管网36640
米；
西河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240
米；
前进村：续建拦水坝2座，蓄水池5座，铺设管网12040
米；
武学村：续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2400
米；

水利局 水利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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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光村：新建拦水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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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抽水泵1台；铺设管网4000米
联春村：新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1座。四坪、水田、
肖家坝、竹林等村蓄水池修复、蓄水池清理等。

水利局 城关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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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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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四季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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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烛村：铺设DN63mmPE管560m，
明星村：（四组）拦水坝修复1处，C20砼1.57m³、干
砌石4.65m³、清淤19.5m2、阀门井1座，铺设DN75mmPE
管20m，（十组）DN50mmPE管6m，路面砼开挖恢复
0.41m³、阀门井1座；
塔元村：（一组）新建取水口1处，明渠11.76m³、闸
阀井1个、导流墙1个，20m³蓄水池1个DN50MMPE管
22.6m、闸阀5个，消毒房9m2，消毒设备1套。
远景村：改造拦水坝1个，阀门井2座、50mmPE管20m，
5m³过滤池1个，DN75管12m、DN25管180m；
佐龙村：铺设DN90管30m、DN75管290m、包管30m，阀
门井2个；
长春村：新建30m³蓄水池1个，DN110管9m、DN75管
223.4m、包管25m；

水利局 佐龙镇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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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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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孟石岭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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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500立方漫滤池1座，100m³预沉池1座，铺设管网
6000米。新建天池村取水口1处；双岭村拦水坝1处，
管道150米；花里村过滤蓄水池1座，管道50米；西河
村拦水坝1处，过滤池蓄水池2座，管网120米；溢河村
过滤蓄水池1座铺设管道100米

水利局 南宫山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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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村：维修改造取水口及蓄水池6座，更换管网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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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管网1100米；
和平村：改造取水口1处，更换阀门，维修及改造老蓄
水,1座；
棋盘村：蓄水池增设溢流管，新建支护墩1座；
草垭村：管道安装加固198米。

水利局 蔺河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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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坪村：维修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650米；
长滩村：修复拦水坝1座，更换管网1400米，；
兴隆村：维修蓄水池1座；
漆扒村：修复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9米；
葵花村：维修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400米。

水利局 滔河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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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坪村：改造取水口1处，新建5m³过滤蓄水池1座，管
长700米；
小沟村：改造取水口1处，新建15m³过滤蓄水池1座，
管长1000米；
平安村：改造取水口1处，新建2m³过滤蓄水池1座，管
长20米，
老鸭村：新建5m³蓄水池1座，管长290米；
芙蓉村：增设溢流管，管长10米。

水利局 石门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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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银盘村：新建防洪导墙1处，修复坝体及引水明渠
1处，新建过滤蓄水池1维修20过滤池1座；先进村：新
建集水井1座，20m³过滤池1座；枣树村：更换蓄水池
盖板4块，修复引水明渠盖板1块、滤料1m³，修复明涵
、拦水坝基础各一处，更换管道113米；新风村更换管
网400米；银米清理塌方1处，修复蓄水池座；田湾村
拦水坝修复加固1处；兰家坝村修复拦水坝1处；红星
村：加固修复蓄水池1座，新建蓄水池2座，修复拦水
坝1处，铺设管网150米；德胜村：新建取水口1处，新
建蓄水池1座，维修蓄水池1座，铺设管道4350米。

水利局 民主镇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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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3000米。 水利局 大道河镇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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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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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堰门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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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洞村：新建取水口1处，引水明涵一个，5m³过滤池
一个，引、供水管为DN25MM-DN75mmPE管1980m，；团
兴村：新建取水口两处，新建20m³过滤蓄水池一座，
十组新建10立方米蓄水池一座，引、供水管为DN25MM-
DN75mmPE管3500mm；古家村；加固引水池泉一处；引
、供水管为DN25MM-DN75mmPE管3100m；二郎村：处理
配水管道（回填加厚）；陈耳村：新建阀门井2座，更
换引水明渠盖板；

水利局 官元镇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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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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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城关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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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坝村：铺设DN50管100m；
花坝村：新建50m³蓄水池1个；
金珠店社区：拦水坝加固1处，铺设DN32管270m、DN50
管1020m、DN63管600m、DN75管2055m、包管820m，
（王家崖)安装160管130m；

水利局 佐龙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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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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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设管网1100米。

水利局 蔺河镇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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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预沉池1座、漫滤池1座（集镇供水） 水利局 南宫山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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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安村：新建取水口1处，10m³过滤蓄水池1座，拦水
坝维修1处，维修旧拦水坝、明涵、挡墙各2处，铺设
管道4991米；农田社区：新建取水口1处，铺设管道
1489米；五一村新建取水口1处，铺设管道3000米，包
裹管道1368米。

水利局 民主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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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坪村：维修拦水坝1座，更换管网1500米；
车坪村：修复拦水坝1座，铺设管网1250米；
车坪村：铺设管网2100米；
葵花村：维修蓄水池1座；
柏坪村：铺设管网800米；
双向村：铺设管网300米。

水利局 滔河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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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取水口、引水明涵各一处、100m³蓄水池一座，安
装输、供水管道3600m。

水利局 石门镇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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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扩建水厂，蓄水池1座，安装净化消毒设施1套，
铺设管网2400米

水利局 堰门镇

54 大道河镇集镇供水水源工程 大道河镇 白果坪村 新建
新建取水口1处、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慢滤池1座（原取水口），铺设管
网10000米

180.00 180.00 327 1204 2500 
完成新建取水口2处、过滤池蓄水池1座、慢滤池1座，
铺设管网600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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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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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米；
耳扒村：新建蓄水池1座；
新春村：新建取水口1处、新建拦水坝1座、蓄水池
4座，铺设管网3000米；
水田村：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400米；

水利局 城关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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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宗村：新建取水口1处，
长春村：改造取水口1处，新建20立方米慢滤池1座，
铺设DN40管2000m、DN25管1100m、DN32管50mDN20管
50m，报告250m。
杜坝村：铺设管道DN63管2000m、DN50管800m，
黄兴村：新建20m³蓄水池1座，铺设DN50管1000m、
DN25管200m；
正沟村：铺设DN50管400m、DN25管1900m，改造50m³蓄
水池1座，
马宗村：（二组）新建20m³蓄水池1座，铺设DN63管

水利局 佐龙镇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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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河村新建取水口4处、过滤蓄水池2座、蓄水池3座，
铺设管网1600米；宏大村新建取水口1处，过滤蓄水池
1座；管道2400米；花里村新建拦水坝1处，蓄水池
2座，铺设管网500米；红日村铺设管网2000米；龙安
村新建取水口3处、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1600米

水利局 南宫山镇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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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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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大道河镇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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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米村：铺设管道6500米；新风村：新建20m³蓄水池1
座，铺设管道1200米；银盘村：新建取水口1处、引水
明涵1处，新建10m³蓄水池1座，铺设输配水管道2100
米；五一村：新建取水口1处、引水明涵1处、新建过
滤池1座，修复15m³蓄水池1座，修复30m³蓄水池1座，
铺设输配水管道2730米；明珠社区：新建15m³蓄水池1
座

水利局 民主镇

（二） 灌溉工程（15个） 灌溉工程15个； 1419.42 258.60 969.42 191.40 0.00 0.00 940 2750 3962 

1 中武村猕猴桃园区灌溉项目 堰门镇 中武村 新建 新建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300亩 80.00 80.00 64 201 323 
完成取水口2处，过滤池2座，20方蓄水池2座，30方蓄
水池1座，安装DN90-63PE管道6500米，滴管带1500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2 瑞金村茶叶园区灌溉项目 堰门镇 瑞金村 新建 新建茶叶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500亩 100.00 100.00 102 336 456 
完成100m³蓄水池2座，安装DN90-63PE管道13000米，
喷头260个，阀门井75座，喷灌550余亩

水利局 水利局

3 月星村茶业园区灌溉工程 石门镇 月星村 新建 新建茶叶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500亩 80.00 80.00 38 128 238 
完成新建100m³蓄水池1座。铺设压力输水管线4500m，
布置喷头230个，灌溉面积300亩

水利局 水利局

4 双丰村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 石门镇 双丰村 新建 新建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250亩 80.00 80.00 20 48 72 

完成新建取水口一个，蓄水池2座（1座100m3、1座
50m3）；设置输水干管1290m，支管4030m，田间干管
首端设置AK336型全自动叠片过滤器及1000L的施肥
罐，支管4030m，滴灌带30000米，灌溉面积300亩

水利局 水利局

5
茶农村、月池台村柑橘园区灌
溉工程

大道河镇 茶农村、月池台村 新建 新建柑橘园区灌溉工程2处，灌溉面积500亩 52.53 52.53 64 118 223 

完成茶农村片区新建1座拦水坝、1座过滤池、20m³蓄
水池一座、9000米输水管道；石门摊片区新建50m³蓄
水池1座，安装潜水泵1台、出水栓、阀门井及配套设
施，管道节水灌溉面积500亩。

水利局 水利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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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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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官元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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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改建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1处，主要完成清除堰塘
淤泥2865m³，修复塘堰砼底板18.53m³，修复砼边墙
190.44m³，DN90mmPE管管道安装58米；土方回填
1910.40m³

水利局 民主镇

8 联春村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 城关镇 联春村 新建 新建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280亩 150.00 150.00 55 140 200 
完成新建堰坝一座，蓄水池2座（1座100m3、1座
50m3）；田间工程设置全自动叠片过滤器及1000L的施
肥罐，输水干管及支管8000m

水利局 水利局

9 白果坪村园区灌溉工程 大道河镇 白果坪村 新建 新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500亩 95.00 95.00 65 120 165 
完成新建堰坝1座，过滤池1座、蓄水池4座、输水管道
9149米、出水栓96个、阀门井及配套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10 狮子村园区灌溉工程 民主镇 狮子村 新建 新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800亩 115.00 115.00 103 300 385 
完成新建堰闸6座、过滤池5座、蓄水池5座、输水管道
948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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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修复灌溉工程1处，铺设管网5400米 水利局 南宫山镇

12 桂花村茶叶园区灌溉工程 南宫山镇 桂花村 新建 新建茶叶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1200亩 240.00 48.60 191.40 39 106 280 

完成引水堰坝2座；引水管线2008m；压力输水管线
12498m，5m³过滤池3座，50m3蓄水池2座，堰塘1座
（2800m3），园区喷灌设备及闸阀井等配套设施，管
道节水灌溉面积500亩。

水利局 水利局

13 溢河社区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 南宫山镇 溢河社区 新建 新建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200亩 94.77 94.77 55 155 220 

完成新建1座堰坝；1座过滤池；2座蓄水池（1座50m³
和1座20m³）；输水管道5340米；过滤施肥设备1套；
机房和智慧农业自动化控制设备1套，闸阀井及配套设
施；管道节水滴灌面积200亩。

水利局 水利局

14 宏大村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 南宫山镇 宏大村 新建 新建猕猴桃园区灌溉工程1处，灌溉面积1000亩 201.13 201.13 55 186 260 

完成新建1座100m³蓄水池；输水主管道7288米；微喷
支管道71600米及滴灌带；控制机房；过滤及水肥一体
化设备；智慧灌溉自动化控制设备；闸阀井等配套设
施；微喷节水灌溉面积450亩；滴灌节水灌溉面积75亩
。

水利局 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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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蓄水池工程30m3（2座）；DN110mmPE管550米 水利局 官元镇

（三） 堤防工程（17个） 堤防工程17个； 1601.00 951.47 649.53 0.00 0.00 0.00 711 2164 4488 

1 德胜村堤防工程 民主镇 德胜村 新建 大道河左岸新建堤防153米，加固堤防246米 60.00 60.00 8 18 25 完成大道河左岸新建堤防153米，加固堤防246米 水利局 水利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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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3 84.53 91 275 386 
完成新修堤防165米（榨溪沟段43米，大道河段
122米）

水利局 民主镇

3 田湾村堤防工程 民主镇 田湾村 新建 新修堤防295米 80.00 80.00 25 58 120 完成新建左岸堤防112米，新建右岸堤防188米。 水利局 水利局

4 武学村、前进村堤防工程 孟石岭镇 前进村、武学村 新建
武学村新建桥梁1座，新建排洪渠86.8米；
新建堤防433.5米（武学村周家门前91.9米，武学村武学馆281.4米，前进村
60.2米、堤防基础加固22.7米）

140.00 140.00 31 105 592 
完成武学村周家门前段河堤91.9m、武学村武学馆段堤
防281.4m、前进村段新建堤防60.2m、堤脚加固22.7m
、排洪渠86.8m、农桥1座、路面硬化160m

水利局 水利局

5 花坝村堤防工程 佐龙镇 花坝村 新建 新建堤防83.7米，堤防基础加固142米 120.00 　 120.00 12 28 160 完成岚河花坝村段埋石混凝土堤防84米 水利局 水利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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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修复七组堤防350米，修复六组堤防1300米 水利局 蔺河镇

7 九台村堤防工程 孟石岭镇 九台村 新建
新建堤防184米（大堰沟段左岸53.2米，右岸75.5米，村委会段55.3米、排涝
涵管1处），堤顶加固289.2米

140.00 140.00 13 25 160 
完成新建堤防312.6米（大堰沟左岸55.1米，右岸67.7
米，村委会段189.8米），涵管一处，堤顶加固29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8 正沟村堤防工程 佐龙镇 正沟村 新建 新建堤防393.19米（右岸99.13米，左岸294.06米） 140.00 140.00 21 73 205 完成新建堤防405.9米（右岸97.8米，左岸308.1米） 水利局 水利局

9 洞河重点段防洪工程
官元镇、堰门

镇
团兴村、中武村、堰

门村
新建 新建延安沟堤防252米，C20毛石砼护脚9米 60.00 60.00 80 218 220 新建延安沟堤防252米，C20毛石砼护脚9米 水利局 水利局

10 岚皋县石门镇月星村堤防工程 石门镇 月星村 新建 新建堤防102.31米，加固毛石砼堤防35.7米 140.00 140.00 30 96 195 
完成千户安置点新建堤防102.31米，加固毛石砼堤防
35.7米,盘河口新建堤防39.83米

水利局 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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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加固堤防620米（三组新村） 水利局 四季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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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铁佛电站大坝上左右岸，长度203米，其中左岸长
75.2米，右岸长127.8米

水利局 石门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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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加固河堤214米，其中乐景村活动室外95米，原横
溪乡外侧119米；修复河堤256米，其中乐景村活动室
外30米，乐景村柳石沟长13米，兴坪村50米，大河村
70米，兴坪一组93米

水利局 石门镇

14 桃园村堤防基础加固修复工程 孟石岭镇 桃园村 改造 加固堤防基础275米 136.47 136.47 70 154 232 
完成修复河堤275米；其中百顺石材厂后修复河堤202
米（C20埋石砼及宾格网笼），朱有权屋后修复河堤73
米

水利局 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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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河堤160米。 水利局 滔河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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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建河堤167米 水利局 蔺河镇

17 蔺河镇蒋家关村河堤工程 蔺河镇 蒋家关村 续建 新建河堤270米 50.00 50.00 173 566 850 完成新建河堤270米 水利局 蔺河镇

（四） 其他水利设施（1个） 其他水利设施项目1个 195.00 195.00 0.00 0.00 0.00 0.00 442 1250 5385 



1
岚皋县灌溉计量设施安装及灌
溉设施改造工程

岚皋县 新建

田坝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500米；九台村：安装计量设
施及阀门井4套，管网修复500米；桃园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4套，管网
修复300米；武学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3100米，取水口
及配套设施修复1处；柏杨林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
300米，取水口及配套设施修复1处；草坪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
网修复1500米，投资17万元；红日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4套，管网修复
300米，取水口及配套设施修复1处；龙安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
网修复500米；花里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100米；桂花
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4套，管网修复100米；宏大村：安装计量设施及
阀门井8套，管网修复500米；双岭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取水口及
配套设施修复1处；展望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500米；红
岩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500米，取水口及配套设施修复1
处；双丰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500米；庄房村：安装计
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300米；白果坪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
4套，管网修复500米；茶农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80米；
月池台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60米；木竹村：安装计量设
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1000米，取水口及配套设施修复1处；榨溪村：安
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1000米，取水口及配套设施修复2处；先
进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80米；狮子村：安装计量设施及
阀门井6套，取水口及配套设施修复1处；茅坪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
3套，管网修复300米；新春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1套，管网修复
300米；联春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80米；龙板营村：安
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4套，管网修复500米；陈耳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
套，管网修复60米；龙洞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70米；正
沟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70米；长春村：安装计量设施及
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70米；蜡烛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
70米；草垭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4套，管网修复500米，取水口及配套
设施修复1处；茶园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500米；蒋家关
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50米；联合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
门井2套，管网修复70米；车坪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2套，管网修复80
米；团员村：安装计量设施及阀门井3套，管网修复60米。

195.00 195.00 442 1250 5385 安装流量计10及配套设施10套，更换管道1000米 水利局 水利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