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岚皋县2023年第一批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汇总表

项目类型 项目个数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合计 财政衔接资金 其他财政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户数 人数

岚皋县 128 26621.1 18709.1 260 7652 36095 82858 24719 48527

一、产业发展类 83 20870.1 13178.1 40 7652 21478 41535 15104 22188

（一）种植养殖加工服务 27 8527 3855 4672 4495 11789 2176 4860

（1）魔芋产业 6 2340 550 1790 630 1817 287 806

（2）猕猴桃产业 3 820 820 278 599 121 273

（3）茶叶产业 7 2217 845 1372 576 1401 297 705

（4）畜牧产业 1 600 200 400 100 275 42 101

（5）渔业产业 1 800 200 600 115 308 51 126

（6）富硒蔬菜、粮油 5 1350 840 510 443 1309 260 398

（7）特色产业 4 400 400 2353 6080 1118 2451

（二）产业延链补链延伸类 7 4500 1520 2980 1288 3792 421 1116

（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19 3875 3875 3283 9563 1315 3589

（四）产业配套设施建设 26 2193.1 2153.1 40 1902 5821 712 2126

（1）园区内产业道路 5 660 620 40 215 594 108 283

第 1 页，共 21 页



岚皋县2023年第一批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汇总表

项目类型 项目个数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合计 财政衔接资金 其他财政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户数 人数

（2）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21 1533.1 1533.1 1687 5227 604 1843

（五）金融扶持类 4 1775 1775 10510 10570 10480 10497

二、乡村建设类 33 3401 3181 220 5563 16234 2173 6852

（一）安全饮水安全饮水成果巩固 8 448 448 1303 5004 496 1761

（二）农村道路建设（通村路、通
户路、小型桥梁）

10 1875 1655 220 2872 6958 1126 3400

（三）人居环境整治 13 784 784 1388 4272 551 1691

（1）农村污水治理 5 229 229 213 474 80 374

（2）村容村貌提升 8 555 555 1175 3798 471 1317 

（四）村庄规划编制 2 294 294

三、就业创业 2 700 700 4700 13000 4600 12800

四、职业教育补助 1 300 3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五、易地搬迁后扶类 8 1000 1000 3354 11089 1842 5687

六、其他 1 3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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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县2023年第一批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明细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岚皋县 128 26621.1 18709.1 260 7652 36095 82858 24719 48527

一、产业发展类 83 20870.1 13178.1 40 7652 21478 41535 15104 22188

（一）种植养殖加

工服务
27 8527 3855 4672 4495 11789 2176 4860

（1）魔芋产业 6 2340 550 1790 630 1817 287 806

1
2023年岚皋县新增林下
魔芋良种繁育基地奖补

项目

按照每亩800元的标准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新
建林下魔芋良种繁育基地 1000亩。

新建 10个月
县魔芋产
业发展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380 80 300 120 348 55 160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劳务务
工，预计带动农户120户348
人,其中脱贫户55户160人。

带动群众人均增收 500元。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

增收。

2
2023年岚皋县林下魔芋
良种繁育基地提质增效
奖补项目

按照每亩300元的标准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对
原有林下魔芋良种繁育基地提质增效 5000亩。

续建 10个月
县魔芋产
业发展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900 150 750 240 696 115 340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劳务务
工，预计带动农户240户696
人,其中脱贫户 115户340人
。带动群众人均增收 500元

。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
增收。

3
2023年岚皋县大田商品
魔芋建设奖补项目

按照每亩1000元的标准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新
建大田商品魔芋（含堆坑栽）1000亩。

新建 10个月
县魔芋产
业发展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600 100 500 190 560 75 210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劳务务

工，预计带动农户190户560
人,其中脱贫户75户210人。
带动群众人均增收 500元。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
增收。

4
2023年城关镇魔芋特色
小镇魔芋品种示范建设

奖补项目

对岚皋县明富魔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新建魔芋智
能温棚600平方米，种植魔芋品种 10个以上进行

奖补。

新建 10个月 城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城关镇 永丰村 300 100 200 17 56 9 22 

通过劳务务工，预计带动农
户17户56人,其中脱贫户9户
22人。带动群众年均增收

2000元。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
农户增收。

5

2023年城关镇苦桃湾魔

芋基地示范建设奖补项
目

对岚皋县兴农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示范种植黄魔
芋10亩，新建林下魔芋基地 100亩实行奖补。

新建 10个月 城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城关镇 罗景坪社区 60 20 40 18 45 6 17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劳务务
工 ， 预计带动农户 18 户

45人,其中脱贫户 12户32人
。带动群众户均增收 2000元
。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
增收。

6
2023年岚皋县魔芋企业
销售奖补项目

对正常运转的“五上”魔芋企业按实际销售额的
1%进行奖补

新建 10个月
县魔芋产
业发展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00 100 45 112 27 57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劳务务
工、订单收购，预计带动农

户45户112人,其中脱贫户27
户57人。带动群众人均增收
500元。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

劳务务工、订单收购
等形式，带动农民增
收。

（2）猕猴桃产业 3 820 820 278 599 121 273

1
2023年岚皋县猕猴桃园
区提质增效补助项目

对全县29个县级猕猴桃园区的 11000亩猕猴桃进
行提质增效，以实物为主，按照每亩600元的标
准予以补贴。

新建 4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660 660 158 368 79 191 

对全县29个县级猕猴桃园区
进行提质增效，园区通过土

地流转，园区劳务务工，带
动农户158户368人,其中脱
贫户79户191人。提升园区

管理水平，亩产增加300公
斤以上，农民户均增收 500
元。

对全县29个县级猕猴
桃园区进行提质增
效，园区通过土地流
转，园区劳务务工 ，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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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2

2023年岚皋县猕猴桃园

区灾后恢复提升补助项
目

对全县受灾县级猕猴桃园区按照 300元/亩进行种
苗补偿，实施产量和品质提升 。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00 100 35 56 17 31

对于受灾的园区进行灾后恢
复，提升产品质量品质 ，园

区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劳务
务工，带动农户35户56人,
其中脱贫户17户31人。带动
群众人均增收300元。

对于受灾的园区进行
灾后恢复，提升产品

质量品质，园区通过
土地流转，园区劳务
务工，带动农户增收
。

3
2023年岚皋县猕猴桃产
业技术服务补助项目

采取购买技术服务方式 ，每名技术指导员每年补

助6万元，对全县53个猕猴桃园区配备 10名技术
员，按2000亩配备一名技术员进行全年全程现场
技术指导员。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60 60 85 175 25 51

对全县猕猴桃园区聘请高素
质专业技术人员，保障猕猴
桃园区高质量发展 ，园区通

过土地流转 ，园区劳务务
工，带动农户85户175人,其
中脱贫户 25户51人。提高

20000亩猕猴桃管护水平 。

对全县猕猴桃园区聘
请高素质专业技术人
员，保障猕猴桃园区

高质量发展，提高猕
猴桃管护水平，园区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

增收。

（3）茶叶产业 7 2217 845 1372 576 1401 297 705

1
2023年岚皋县新建茶园

奖补项目

按照每亩1000元的标准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新

建茶园400亩。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有关村 133 40 93 45 125 25 73 

对于全县新建茶园 ，按照产
业奖补办法进行扶持 ，园区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劳务务

工，带动农户增收。带动农
户45户125人,其中脱贫户25
户73人。户均增收800元以

上。

对于全县新建茶园 ，
按照产业奖补办法进

行扶持，园区通过土
地流转，园区劳务务
工，带动农户增收。

2
2023年岚皋县茶园提质

增效补助项目

按照每亩300元的标准，以肥料补助等形式对经

营主体进行补助，全县初产茶园管护提升 4000亩
。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有关村 120 120 68 198 35 78

通过对主体补助提升企业效
益，园区通过土地流转 ，园
区劳务务工，带动农户增收

。带动农户68户198人,其中
脱贫户35户78人受补助主体
带动农户增收户均增收 800

元以上。

通过对主体补助提升
企业效益，园区通过

土地流转，园区劳务
务工，带动农户增收
。

3
2023年岚皋县老茶园改
造奖补项目

按照每亩600元的标准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改
造老茶园4500亩。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有关村 816 270 546 154 325 72 148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订单收购等方式预计带动

154户325人（其中脱贫户72
户148人）农户增收。户均
增收800元以上。

对于全县老茶园提质
增效，按照产业奖补

办法进行扶持，园区
通过土地流转，园区
劳务务工 ，订单收
购，带动农户增收。

4
2023年堰门镇团员村茶
叶灾后重建奖补项目

按照每亩1000元的标准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依
托堰门镇团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灾后重建茶园
260亩。

续建 10个月 堰门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堰门镇 团员村

80 26 54 45 142 30 92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

订单收购方式预计带动 54户
45 （ 其 中 脱 贫 户 30 户
92人），农户户均增收 800

元以上。建成后形成的产权
归经营主体

带动茶叶产业发展 ，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
用工、订单收购方式
直接提升农户收入水

平

5
2023年石门镇松林村茶
叶灾后重建奖补项目

按照每亩1000元的标准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依
托石门镇陕西召兵永盛农业有限公司 ，灾后重建
茶园250亩。

续建 10个月 石门镇
县农业农

村局
石门镇 松林村 75 25 50 32 68 24 54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

订单收购方式预计带动 32户
68 （ 其 中 脱 贫 户 24 户
54人），农户户均增收 800

元以上。建成后形成的产权
归经营主体

带动茶叶产业发展 ，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
用工、订单收购方式
直接提升农户收入水

平

6
2023年岚皋县茶叶加工
能力提升奖补项目

新建茶叶加工厂，配套生产线；改扩建加工厂以
及加工设备改造提升 。对经营主体按照有效固定
资产投资的30%进行奖补。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有关村 893 264 629 156 342 76 185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
订单收购方式预计带动 156
户342（其中脱贫户76户185
人），农户户均增收 800元

以上。

带动茶叶产业发展 ，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
用工、订单收购方式
直接提升农户收入水

平

7
2023年岚皋县茶叶品牌

建设补助项目

财政资金支持茶叶产业品牌打造 ，推进岚皋茶产
业品牌整合，聘请专业机构设计 “南宫山茶”品

牌形象体系，对全县符合条件的茶叶企业定制使
用统一格式“南宫山茶”品牌包装进行补助 。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有关村 100 100 76 201 35 75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
订单收购方式预计带动 76户

201 （ 其 中 脱 贫 户 35 户
75人），农户户均增收 800
元以上。

带动茶叶产业发展 ，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

用工、订单收购方式
直接提升农户收入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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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4）畜牧产业 1 600 200 400 100 275 42 101

1
2023年岚皋县畜牧产业
发展奖补项目

新建万头猪场一个 ：新建圈舍5000平方米，饲养
能繁母猪500头，配套粪污处理设施 ；100头牛场
一个：新建圈舍500平方米，年饲养肉牛100头，

配套粪污处理设施 ；200只羊场3个：每个场建设
标准化圈舍300平方米，年饲养黑山羊200只，配
套粪污处理设施。对经营主体按照建场标准进行

奖补。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有关村 600 200 400 100 275 42 101 

以园区务工、土地流转等形
式带动农户增收，预计带动

100户275人（其中脱贫户42
户101人）户均增收300元以
上。

带动畜牧产业发展 ，
通过务工就业、土地

、林地流转、订单收
购方式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5）渔业产业 1 800 200 600 115 308 51 126

1
2023年岚皋县渔业产业
发展奖补项目

新建工厂化养鱼基地一个 ：新建鱼池5000平方

米，投放鱼苗7万尾以上，新建陆基养鱼基地一
个：新建陆基养鱼池 30个，面积800平米以上，
投放鱼苗万尾以上 ；提质增效工厂化基地一个 ：

建设渔场安保设施 ，池塘步道护栏，尾水处理设
施，投放鱼苗7万尾。对经营主体按照固定资产
投资的30%进行奖补。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有关村 800 200 600 115 308 51 126 

以园区务工、土地流转等形
式带动农户增收，预计带动
115户308人（其中脱贫户51

户126人）户均增收300元以
上。

带动生态渔业产业发
展，通过务工就业 、
土地、林地流转、订

单收购方式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6）富硒蔬菜、粮

油
5 1350 840 510 443 1309 260 398

1
2023年岚皋县设施蔬菜
保供基地改造提升奖补
项目

对现有蔬菜保供基地大棚及其相关配套设施进行
改造提升，对经营主体按照总投资的 30%进行奖
补。

新建 5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80 60 120 35 79 14 28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产品收购，预计带动35户79
人（其中脱贫户14户28人）

。农户户均增收1000元。

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流转土地林地、订单
收购、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收

入水平。

2
2023年岚皋县新建蔬菜
保供基地奖补项目

对全县新建市级保供基地按照 60万元/个（设施
大棚60亩以上）、县级蔬菜保供基地 30万元/个

（设施蔬菜大棚30亩以上）进行奖补。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270 90 180 37 74 16 32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产品收购，预计带动农户37
户74人（其中脱贫户16户32

人）。农户户均增收1000元
。

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流转土地林地、订单
收购、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收
入水平。

3
2023年岚皋县新建蔬菜
加工厂奖补项目

新建蔬菜加工厂厂房 、设备及其配套设施 ，对经
营主体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 30%进行奖补。

新建 5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80 60 120 36 78 16 29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产品收购，预计带动农户36
户78人（其中脱贫户16户29
人）。农户户均增收1000元

。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订单收购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直接提升农户收入水

平。

4
2023年岚皋县蔬菜保供
基地提升增效补助项目

对全县现有蔬菜保供基地进行提质增效 ，按照5
万元/个进行补助，确保全年稳定供应蔬菜 ，不

出现荒芜现象。

新建 5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20 30 90 35 78 14 29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产品收购，预计带动37户60
人（其中脱贫户16户38人）

户均增收1000元。

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流转土地林地，收购
农户订单、提供务工

就业岗位方式直接提
升农户收入水平。

5
2023年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及大豆扩种补助项目

全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1.5万亩，林（果）
豆套种或纯大豆种植 0.75万亩。按照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300元/亩、林果套种200元/亩的标准
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600 600 300 1000 200 280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预计带动农户 300户1000人

（其中脱贫户200户280人）
。农户户均增收600元。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通过流转土地林地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方
式直接提升农户收入
水平。

（7）特色产业 4 400 400 2353 6080 1118 2451

1
2023年岚皋县烤烟产业

奖补项目

新建烤烟5000亩，按照200元/亩对经营主体进行

奖补。
新建 6个月 县烟草局 县烟草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00 100 500 650 400 520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预计带动500户650人（其中

脱贫户400户520人）户均增
收3000元。

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流转土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方式直接提升农
户收入水平。

2
2023年岚皋县产业振兴
技术服务补助项目

聘用一批职业经理人 （5万/个/年）、技术专家
（15万/个/年）、技术员（6万/个/年），为全

县产业振兴发展开展技术服务 ，提供技术支持。
对县内机制健全且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魔芋 、茶
叶、猕猴桃职农协会按照 5万元/个进行补助。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00 100 35 105 21 46

为全县产业户的农业产业发
展开展全程技术指导与服

务，提高农村实用技术水
平，促进农业产业增产 ，促
进农民增收。

为全县产业户的农业
产业发展开展全程技

术指导与服务，提高
农村实用技术水平 ，
促进农业产业增产 ，
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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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3
2023年岚皋县特色产业
直营店建设奖补项目

按照省级城市门店每个 20万元、地市级门店每个
10万元、县级门店每个 5万元的标准，对经营主

体进行奖补。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国内

部分省会地市
级县级城市

100 100 200 500 95 285 

通过整合县域 “3+X”特色
产业品牌资源，统一制式门

牌字号和影视宣传设施 ，提
升品牌宣传影像力 ，带动产
业链销售推广，带动相关园

区发展。带动农户200户500
人,其中脱贫户95户285人。
带动群众人均增收 300元。

通 过 整 合 县 域
“3+X”特色产业品

牌资源，统一制式门
牌字号和影视宣传设
施，提升品牌宣传影

像力，带动产业链销
售推广，通过订单销
售带动农户增收。

4
2023年岚皋县特色产业
奖补项目

对全县特色林果、食用菌、蚕桑、中药材等产业
按照有基地、有厂房、有销售的原则，按照销售
额10%进行奖补（食用菌按照2万袋（棒）起步，

每袋补助2元的标准进行补助 ）。

新建 6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00 100 115 442 86 224

通过流转土地、订单生产、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方式 ，预
计带动115户442人（其中脱

贫户86户224人）人均增收
1000元。

带动特色林果、食用

菌、蚕桑、中药材等
产业发展，通过流转
土地、订单生产、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方式
直接提升农户收入水
平。

（二）产业延链补

链延伸类
7 4500 1520 2980 1288 3792 421 1116

1
2023年蔺河镇和平村富
硒粮油加工奖补项目

依托岚皋县西部皇田粮油有限公司新建富硒大米

和菜籽油生产加工厂房 （1000平方米），新增菜
籽油加工生产流水线一条 。对经营主体按照固定
资产投资的30%进行奖补。

新建 10个月 蔺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蔺河镇 和平村 780 200 580 62 186 35 105

通过流转土地、劳务用工，

预计带动62户186人（其中
脱贫户35户105人）人均增
收600元。

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流转土地、劳务用工
带动群众产业增收

2
2023年城关镇爱国村规
模生猪养殖奖补项目

依托岚皋县晟兴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成标准化

圈舍1.5万平方米，安装自动化料线系统 ，引进
二元母猪3000头。对经营主体进行 300万元补助
。

新建 10个月
县农业农

村局
县农业农

村局
城关镇 爱国村 1800 300 1500 48 85 15 22 

以园区务工、土地流转等形

式，预计带动48户85人，其
中脱贫户15户22人，户均增
收2000元以上。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

、林地流转、订单收
购方式增加农户收入
。

3
2023年蔺河镇鸡蛋加工
奖补项目

依托安康巴人缘食业有限公司 ，改造厂房1400平

方米并提升改造厂房水电等 ，购置全自动硒蛋加
工设备一套，完成水、电、安防、消防等设施提
升改造等；项目采用全自动生产方式 ，日产鲜蛋

40000余枚，对经营主体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 30%
进行奖补。

新建 10个月 蔺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城关镇 罗景坪社区 400 100 300 30 100 10 32 

通过园区务工、土地流转等
形式，预计带动30户100人
（其中脱贫户10户32人），

户均增收300元以上。

带动蛋产业发展 ，通

过劳务用工、土地、
林地流转、订单收购
方式直接提升农户收

入水平

4
2023年岚皋县魔芋产品
加工奖补项目

对县域内新建魔芋加工企业和原魔芋企业的厂房

及生产线技改扩能 ，按照固定资产的 30%进行奖
补（无菌车间装修按照投资额的 15%给予资金扶
持）。

新建 10个月
县魔芋产
业发展局

县农业农
村局

相关镇 相关村 600 300 600 75 220 35 101 

通过劳务用工，预计带动75

户220人（其中脱贫户35户
101人）人均增收500元。

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劳务用工带动群众产
业增收

5
2023年官元镇吉安社区
粉条厂建设补助项目

新建500平方米淀粉加工厂房一个 、新建300平方
米粉条加工、包装生产线一条。

新建 5个月 官元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官元镇 吉安社区 30 30 90 275 50 154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务工、

订单收购 ，预计带动 90户
275人发展（其中，50户脱
贫户154人），预计带动农

户人均增收 500元。形成资
产归吉安社区股份经济合作
社。

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土地流转、园区劳务
务工，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6
2023年佐龙镇佐龙村标
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新建标准化厂房 1400平方米，配套建设相关基础
设施。

新建 6个月 佐龙镇
县乡村振

兴局
佐龙镇 佐龙村 390.00 390.00 433 1446 46 112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合作
、租赁新型经营主体收入进
行分红，农户直接受益，预

计带动农户 65户165人，其
中脱贫户46户112人。形成
的资产归属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与经营主体合作 ，壮
大村集体经济，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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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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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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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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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7
2023年岚皋县富硒食品
仓储物流建设项目

新建富硒食品仓储厂房 500㎡，设备购置5台、冷
链物流运输车辆1辆。

新建 9个月
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

社

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

社

城关镇 西坡社区 200 200 550 1480 230 590 

通过镇村供销合作社及农村
综合服务社网点收购农副产

品，园区劳务务工，有效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预计带动
550户1480人（其中，脱贫

户230户590人），带动农户
户均增收2100元。建成后形
成资产归岚皋县供销社集体
资产。

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
收购农户农副产品 ，
加工厂内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直接提升农
户收入水平。

（三）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
19 3875 3875 3283 9563 1315 3589

1

2023年岚皋县民主镇银

盘村休闲旅游示范点建
设项目

院坝硬化120平方米，夜间照明灯15盏，打造古
村院落1处，人行步道350米。在银盘村一组露营

基地实施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总占地面
积1000平方米，实施场地平整1000平方米、综合
绿化300平方米、公厕40平方米， 新建美丽庭院
50户，配套建设相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

新建 6个月 民主镇 县住建局 民主镇 银盘村 200 200 68 204 22 65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通过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发展庭院
经济，有效带动68户204名

（其中脱贫户20户60人）提
升收入水平。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发展庭院经济，带动
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
带动旅游发展。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

2
2023年岚皋县佐龙镇佐
龙村休闲旅游示范点建

设项目

新建佐龙村三组 （小地名后坡）三格式化粪池 1

座，新建人工湿地1处25㎡，配套建设DN200的污
水管网800米。新建佐龙村四组 （小地名：碾盘
湾）三格式化粪池1座，新建人工湿地1处15㎡，

配套建设DN200的污水管网2000米。安装太阳能
路灯50盏。建设美丽庭院50户。

新建 6个月 佐龙镇 县住建局 佐龙镇 佐龙村 200 200 50 187 11 36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用水 ，通过

劳务务工，发展庭院经济，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预计带
动50户187人，其中脱贫户

11户36人。建成后形成的资
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污水治理，
改善提升群众生产生

产生活条件，发展庭
院经济，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3
2023年石门镇大河村休
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目

新建排污管道 500米（混泥土地面开挖及恢复 ）
检查井10个，新建25方化粪池一个。在长坝新建
生态沟渠150米。实施喻家院子院落综合整治 ，

院落及道路改建，拆除庭院及道路废旧面板及倒
运240米，建设排污管道176米，检查井16个，雨
篦子24米，庭院及道路硬化 240米，生态堤防175

米,新建美丽庭院50户。

改建 6个月 石门镇 县住建局 石门镇 大河村 200 200 277 805 163 472 

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带动当地群众产业发展 、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建成后形成的资
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发展庭院经济，促进
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
带动旅游发展。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

4

2023年孟石岭镇武学村

休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
目

围绕武学村稻米示范基地配套实施道路建设工程
0.95公里（起点1：桃园大桥头-终点1：石滚坝,
总长度0.67公里；起点2：541接口-终点2：龚家

坡路口，总长度0.28公里），路基宽度3.5米，
铺设均宽2.6米、厚4cm沥青混凝土路面。建设美
丽庭院50户。

新建 6个月 孟石岭镇 县住建局 孟石岭镇 武学村 200 200 75 216 44 96

通过园区务工、道路建设务
工有效带动 75户216名群众
（其中脱贫户44户96人）增

收；改善50户群众人居条件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改善富硒稻米园区生
产道路条件，提高园

区经济效益，通过园
区务工、道路建设务
工带动农户增收。

5
2023年滔河镇柏坪村休
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目

建设美丽庭院50户。配套基础设施：修建排水明
渠，新安装路灯，道路提升等。

新建 6个月 滔河镇 县住建局 滔河镇 柏坪村 200 200 273 698 38 108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通过劳
务务工带动农户增收 ，改善
提升群众生产生产生活条件

。形成资产归柏坪村村集体
经济。提升全村人居环境 ，
改善提升 273户698人（其

中，脱贫户38户108人）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改善提升群
众生产生产生活条件
。

6
2023年堰门镇瑞金村休

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目

新建二组玄天宫 -狗屎梁新建三角砼边沟 700米，
安装安全防护设施 500米。二组赖娃子弯-大淌硬
化路面新建排水管涵 5处30米，路堑墙400立方

米，新建三角排水540米.瑞金村二组（玄天宫安
置点老茶厂）新建路堑墙长 60米，均宽2.5米，
高9米，回填2700立方米，硬化道路400平方米，

安装安全护栏80米。新建美丽庭院30户。

新建 6个月 堰门镇 县住建局 堰门镇 瑞金村 200 200 320 870 135 342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解决
320户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
建设期带动30人劳务人均增

收10000元。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1 、 劳 务 增 收 ；              
2、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      
3、环境提升直接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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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7
2023年南宫山镇桂花村
休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

目

建设美丽庭院50户。配套公共服务类基础设施 。 改建 6个月 南宫山镇 县住建局 南宫山镇 桂花村 200 200 62 142 32 68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通过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发展庭院
经济，有效带动62户142名
（其中脱贫户32户68人）提

升收入水平。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发展庭院经济，带动
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

带动旅游发展。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

8
2023年四季镇月坝村休
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目

建设美丽庭院50户，配套实施绿化提升 、入户道
路等附属工程。

新建 6个月 四季镇 县住建局 四季镇 月坝村 200 200 40 128 18 70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供务
工就业岗位，劳务增收，提
高农户收入水平，改善提升

40户128人（其中脱贫户18
户70人）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改善提升群
众生产生产生活条件
。

9

2023年大道河镇月池台

村休闲旅游示范点建设
项目

建设美丽庭院50户。 新建 6个月 大道河镇 县住建局 大道河镇 月池台村 100 100 50 185 15 55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供务
工就业岗位，提升50户185

人（其中脱贫户15户55人）
的生产生活环境。建成后形
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通过项目的
实施，推动项目经营

主体通过吸纳就业的
方式，和帮扶对象建
立劳动力利益联结工
作机制，带动帮扶对

象通过自身劳动 、实
现增收。

10
2023年官元镇龙板营村
休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

目

建设美丽庭院50户。 改建 6个月 官元镇 县住建局 官元镇 龙板营村 100 100 50 182 38 130

带动群众务工就业 ，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增加劳务报酬 、

劳务务工，发展庭院经济，
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带
动当地旅游发展。预计带动

50户182人（其中脱贫户38
户130人）农户增收。建成
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
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群众务工就业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增

加劳务报酬、劳务务
工，发展庭院经济 ，
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当地旅游发
展。直接提升农户收
入水平。

11
2023年蔺河镇草垭村休
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目

建设美丽庭院50户。 改建 6个月 蔺河镇 县住建局 蔺河镇 草垭村 100 100 50 175 15 48

推动民宿康养、旅游观光产
业发展，打造我镇集农家小
院、田园风光、民宿康养、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旅
游，助力全县旅游经济发展
。预计带动50户175人（其

中脱贫户15户45人）增收。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
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

带动群众务工就业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增

加劳务报酬、劳务务
工，发展庭院经济 ，
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当地旅游发

展，带来间接经济效
益，提高周围农户收
益。

12
2023年蔺河镇和平村休
闲旅游示范点建设项目

蔺河镇和平村四组新建游客公共服务休憩区 1200
平方米，便民桥1座，园区步道200米；蔺河镇和

平村五组新建游客公共服务休憩区 1000平方米，
公厕1个，改造产业园区道路 0.7公里；建设美丽
庭院50户。

新建 9个月 蔺河镇 县住建局 蔺河镇 和平村 300 300 523 1502 136 330 

推动民宿康养、旅游观光产

业发展，打造我镇集农家小
院、田园风光、民宿康养、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旅

游，助力全县旅游经济发展
。预计带动 523 户 1502 人
（其中脱贫户136户330人）

增收。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带动群众务工就业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增
加劳务报酬、劳务务
工，发展庭院经济 ，

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当地旅游发
展，带来间接经济效

益，提高周围农户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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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3年岚皋县六口片区

魔芋健康小镇田园综合
体建设项目

1.新建永丰村喻家坪车厘子园观光采摘步道 450
米；观光平台2处160平方米。2.硬化爱国村枇杷

园观光采摘道路 500米。3.新建水田村油菜花观
光园生产步道3000米，休憩场所2处，新建公厕2
处。4、新建永丰村三格式化粪池 8座、院落人工

湿地1处（厌氧池1座5立方米、人工湿地11平方
、户到主管道直径 150PVC500M，主管道直径200
玻纤管300M）；新购置潜污泵8台；钢丝软管400

米。新建户到污水管网管 1处，管道直径200玻纤
管800M,管道直径150PVC300M。5.新建美丽庭院
50户。

新建 9个月 城关镇 县住建局 城关镇

永丰村

爱国村
水田村

350 350 326 873 183 453

建设期带动 100余人以园区
务工形式 ，人均务工收入

3000元；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1.解决生活污水处
理，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
2.项目建设期以劳务
用工带动群众增收 ；

3.发展庭院经济，带
动一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当地旅游发

展；打造体验式采摘
园区，游客消费带动
当地群众增收。

14
2023年石门镇大河村乡
村旅游配套建设项目

新建赵家坝、二道河2座便民悬索桥，赵家坝至

二道河产业步道 2000米，休憩平台6处，公共服
务休憩区1000平方米及产业道路 40米，加固维修
苏家院子石拱桥，配套绿化、照明等基础设施。

新建 9个月 石门镇
县文旅广

电局
石门镇 大河村 400 400 277 805 163 472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供务
工就业岗位；带动旅游发展
。预计带动277户805人（其

中，脱贫户163户472人）农
户增收致富。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带动旅游发展。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

15
2023年堰门镇堰门村乡
村旅游建设项目

新建挡土墙1500立方米；公共服务休憩区 2000平
方米；道路硬化500米，宽3.5米；道路两侧环境
整治2000平方米；祠堂院子庭院改造 ；新建公厕

2座；夜间照明灯30盏；新建排水明渠400米，配
套完善绿化、水电、排污等配套设施。

新建 9个月 堰门镇
县文旅广

电局
堰门镇 堰门村 200 200 152 428 40 92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供务
工就业岗位，建设期带动80

人人均增收10000元，建成
后预计新增年接待游客 1万
人以上，新创造就业岗位 5

个。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
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

1、吸纳就业；       
2、劳务增收；       

3、游客消费增收。

16
2023年民主镇枣树村葛
家院子田园休闲建设项
目

在枣树村三组葛家院子建设田园生产道路 800米
、夜间照明40盏、创建美丽院落、建设柿子树园
庭院经济样板点，创建宜居庭院，补齐院落路、

连户路、院落硬化等基础设施短板 。

改建 9个月 民主镇
县文旅广

电局
民主镇 枣树村 200 200 58 180 20 60

有效带动58户180名群众增
收，其中脱贫20户60人。建
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
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1.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2.项目实施吸收
农户务工。

17
2023年孟石岭镇易坪村
千年银杏园乡村旅游建

设项目

对千年古银杏树周边环境实施改造提升 ，新建游
客公共服务休息区 700平方米、新建挡渣坝500立
方米，便民桥1座、林间步道150米、公厕1座及

其他配套设施等。

新建 3个月 孟石岭镇
县文旅广

电局
孟石岭镇 易坪村 98 98 512 1563 187 530

有效带动512户1563名群众
增收，其中脱贫户187户530
人。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

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

通过发掘现有旅游资

源，从而在就业创业
（民宿）、就近务工
、农产品销售等方面

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
收。

18
2023年孟石岭镇丰坪村
油坊坪茶旅融合配套建

设项目

配套实施场地平整约 6000平方米，新建内外挡护
约1600立方米，对关键节点实施场地硬化 。对丰
坪村七组50户群众生活污水问题进行治理 ，新建

污水处理站1座，铺设污水管网550米等。

新建 6个月 孟石岭镇
县文旅广

电局
孟石岭镇 丰坪村 227 227 55 166 25 56

有效带动55户166名群众增
收，其中脱贫户25户56人。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

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

1.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2.项目实施吸收

农户务工。
3.市场主体进驻运
营，从而在土地流转

、提供就业岗位、农
产品销售等方面带动
农户稳定增收。

19
2023年佐龙镇金珠岛旅
游综合体建设项目

在马宗村新建污水管网 1200米，检查井15个，联

建化粪池2个，配套人工湿地 2处。修建垃圾池2
处，垃圾房1个，配套垃圾桶 20个；建设公厕
2处；建设美丽庭院20户。

新建 6个月 佐龙镇
县文旅广

电局
佐龙镇 马宗村 200 200 65 254 30 106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水平 ，通过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预计带动65户254人，
其中脱贫户 30户106人。建
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
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及

污水治理，改善提升
群众生产生产生活条
件。通过劳务务工带
动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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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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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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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四）产业配套设

施建设
26 2193.1 2153.1 40 1902 5821 712 2126

（1）园区内产业道

路
5 660 620 40 215 594 108 283

1
2023年南宫山镇西河村
猕猴桃产业园道路配套
项目

实施西河村猕猴桃园区产业路硬化 1.2公里（原
金寨活动室—赵家院子，其中拓宽改造 700米，
新修路基500米），路基宽度4.5米，路面宽度
3.5米，厚0.18cm。主要建设内容有 ：路基路面

工程、安防工程等。

新建 6个月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南宫山镇 西河村 90 90 34 117 15 45

实现道路通畅，带动产业发

展，改善提升园区生产条件
。受益群众34户117人，其
中脱贫户15户45人。形成的

公共部分资产归属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

改善提升园区生产条

件，提升生产效率 ，
项目实施带动农户务
工，园区提供就业岗

位，带动产业发展 ，
带动农户增收。

2
2023年城关镇春光村魔
芋园区道路配套项目

新建园区道路 3.5公里（起点老虎坪 ，终点天
池），主要实施土石方开挖 、挡土墙、排水设施
等，路基宽度5米。

新建 3个月 城关镇 县交通局 城关镇 春光村 70 70 42 83 19 43

通过带动农户生产生活及产

业发展，方便沿线42户83人
出行.提高园区运输能力 ，
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形成的

公共部分资产归属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

改善提升园区生产条

件，提升生产效率 ，
项目实施带动农户务
工，园区提供就业岗

位，带动产业发展 ，
带动农户增收。

3
2023年官元镇吉安社区
魔芋园区道路配套项目

实施产业道路硬化 2.2km，路基宽度4.5米，路面

宽度3.5米，厚0.18cm(朱家堡至垒石塘）；实施

社区道路水毁修复两处 （王家垭子-罗家垭子）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石方开挖 、路面硬化、涵
洞、挡墙、排水沟等

新建 6个月 官元镇 县交通局 官元镇 吉安社区 150 150 58 168 28 78

工程带动周边中药材 、老茶

园、魔芋、畜牧养殖园区产
业发展，惠及58户农户及道
路沿线周边群众受益 ，巩固

提升28户78名脱贫人口直接
受益，为官元镇增加应急出
境道路，提供务工岗位，带
动农户户均增收 2600元以上

。形成的公共部分资产归属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一是工程带动周边中
药材、老茶园、魔芋

、畜牧养殖等产业园
区发展，二是为官元
镇增加应急出境道

路，改善提升农户 、
园区生产生活条件 。
三是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通过项目实施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

4
2023年佐龙镇双喜村猕
猴桃产业园区道路配套
项目

新建双喜村二三组产业道路硬化 1.8公里（毛草湾口外

至单家老屋场），路基宽度4.5米，路面宽度3.5米，厚

0.18cm。产业道路改造 700米（土地庙至老屋场 ）；新

修产业路400米（蒋家梁至三组江才明家 ），主要实施

土石方开挖、挡土墙、错车道、管涵设施等。

新建 3个月 佐龙镇 县交通局 佐龙镇 双喜村 210 170 40 38 116 15 50

通过带动产业发展 、务工增

收，提升38户116人生产生
活条件。形成的公共部分资
产归属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

改善提升园区生产条

件，提升生产效率 ，
项目实施带动农户务
工，园区提供就业岗

位，带动产业发展 ，
带动农户增收。

5

2023年城关镇茅坪村凯

沃农业园区道路配套项
目

硬化产业道路 2.5公里（起点陈坤田门口 ，终点

凯沃园区）路基宽度4.5米，路面宽度3.5米,厚
0.18cm。

新建 4个月 城关镇 县交通局 城关镇 茅坪村 140 140 43 110 31 67 

通过带动农户生产生活及产
业发展，提升43户110人生
产生活条件、通行能力。提

高园区运输能力，带动周边
经济发展。形成的公共部分
资产归属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改善提升园区生产条
件，提升生产效率 ，
项目实施带动农户务

工，园区提供就业岗
位，带动产业发展 ，
带动农户增收。

（2）小型农田水利

设施建设
21 1533.1 1533.1 1687 5227 604 1843 

1
2023年城关镇水稻种植

基地奖扶项目

在新春村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改造面积 350亩，发

展富硒粮油产业。
新建 10个月 城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城关镇 新春村 52.50 52.50 28 52 14 21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务
用工方式预计带动 28户52人

（其中脱贫户14户21人）户
均增收1000元。建成后产权
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

过劳务用工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2
2023年孟石岭镇水稻种
植基地奖扶项目

在桃园村、九台村、草坪村、柏杨林村实施水稻
种植基地改造面积 570亩，发展富硒粮油产业 。

新建 10个月 孟石岭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孟石岭镇

桃园村

九台村
草坪村

柏杨林村

85.50 85.50 35 58 17 25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务
用工方式预计带动 35户58人

（其中脱贫户17户25人）户
均增收1000元。建成后产权
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
过劳务用工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3
2023年堰门镇水稻种植
基地奖扶项目

在中武村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改造面积 200亩，发
展富硒粮油产业。

新建 10个月 堰门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堰门镇 中武村 30.00 30.00 23 42 11 18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务
用工方式预计带动 23户42人

（其中脱贫户11户18人）户
均增收1000元。建成后产权
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
过劳务用工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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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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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4
2023年南宫山镇水稻种
植基地奖扶项目

在桂花村、花里村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改造面积
107亩，发展富硒粮油产业 。

新建 10个月 南宫山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南宫山镇

桂花村
花里村

16.05 16.05 20 40 10 15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务
用工方式预计带动 20户40人

（其中脱贫户10户15人）户
均增收1000元。建成后产权
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
过劳务用工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5
2023年民主镇水稻种植
基地奖扶项目

在国庆村、枣树村、银米村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改
造面积162亩，发展富硒粮油产业 。

新建 10个月 民主镇
县农业农

村局
民主镇

国庆村

枣树村
银米村

24.30 24.30 22 41 10 15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务
用工方式预计带动 22户41人

（其中脱贫户10户15人）户
均增收1000元。建成后产权
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
过劳务用工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6
2023年蔺河镇水稻种植
基地奖扶项目

在大湾村、棋盘村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改造面积
415亩，发展富硒粮油产业 。

新建 10个月 蔺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蔺河镇

大湾村
棋盘村

62.25 62.25 30 55 15 22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务
用工方式预计带动 30户55人
（其中脱贫户15户22人）户

均增收1000元。建成后产权
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
过劳务用工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7
2023佐龙镇水稻种植基
地奖扶项目

在华兴村、正沟村、花坝村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改
造面积170亩，发展富硒粮油产业 。

新建 10个月 佐龙镇
县农业农

村局
佐龙镇

华兴村
正沟村
花坝村

25.50 25.50 22 41 10 15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务

用工方式预计带动 22户41人
（其中脱贫户10户15人）户
均增收1000元。建成后产权

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
过劳务用工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8
2023年石门镇水稻种植

基地奖扶项目

在大河村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改造面积 100亩，发

展富硒粮油产业。
新建 10个月 石门镇

县农业农

村局
石门镇 大河村 15.00 15.00 21 39 10 15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务
用工方式预计带动 21户39人

（其中脱贫户10户15人）户
均增收1000元。建成后产权
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粮食生产发展 ,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

过劳务用工直接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

9
2023年城关镇新春村水
稻种植基地灌溉配套建
设项目

新建50m³蓄水池2座、拦水坝2处、改造取水口1
处、灌溉管网6千米，实施旱改水灌溉950亩。

新建 6个月 城关镇 县水利局 城关镇 新春村 81 81 52 146 32 103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订单
收购、务工增收、土地林地

流转，劳务用工，带动农户
52户146人，其中脱贫户32
户103人，户均增收1000元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10
2023年孟石岭镇桃园九
台䓍坪村水稻种植基地

灌溉配套建设项目

新修及加固取水枢纽 2座、渠道衬砌改造 1125米
、铺设引水管道1758米。实施桃园、九台、草坪

村水田灌溉465亩。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孟石岭镇
桃园村
九台村

草坪村

49 49 102 341 21 92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订单
收购、务工增收、土地林地

流转，劳务用工，带动农户
102户341人增收，预计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年收益 2万元

以上。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11
2023年孟石岭镇柏杨林
村水稻种植基地灌溉配
套建设项目

新修取水枢纽1座、渠道衬砌改造507米、铺设引
水管道1052米，实施柏杨林水田灌溉 105亩。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孟石岭镇 柏杨林村 166 166 330 980 87 365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订单
收购、务工增收、土地林地

流转，劳务用工，带动农户
330户980人增收。预计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年收益 4万元

以上。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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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3年堰门镇中武村富

硒水稻种植基地灌溉配
套建设项目

新建取水枢纽 1座，铺设管道5600米，实施水田
灌溉200亩。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堰门镇 中武村 102 102 30 94 15 32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订单
收购、务工增收、土地林地
流转，劳务用工，带动农户

30户94人增收，预计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年收益 5万元以
上。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

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13
2023年南宫山镇桂花村
、花里村水稻种植基地
灌溉配套建设项目

新建取水枢纽 1座，铺设引水管道 835m，修建渠
道150m，实施水田灌溉107亩

新建
改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南宫山镇
桂花村
花里村

19 19 265 743 67 165 

建成后，确保农业增产，促

进产旅发展，受益265户743
人 ， 其 中 脱 贫 户 67 户
165人，实现农户增收 。建
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

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通过对农田的冬灌 、
改建、修复，带动农
户增收，群众直接受

益

14

2023年民主镇国庆 、枣

树、银米村水稻种植基
地灌溉配套建设项目

新建取水枢纽 4座，修建渠道65米，管道2354米

。实施水田灌溉162亩。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民主镇

国庆村

枣树村
银米村

76 76 124 368 7 21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订单
收购、务工增收、土地林地
流转，劳务用工，带动农户
124户368人增收，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年收益 3万元以上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15

2023年蔺河镇大湾 、棋

盘村水稻种植基地灌溉
配套建设项目

新建及加固取水枢纽 2座 ， 渠道加固改造

2170米，管道2000米。实施棋盘村水田灌溉 115
亩，大湾村水田灌溉 300亩，建设富硒水稻种植
基地。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蔺河镇
大湾村
棋盘村

97 97 49 126 26 58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订单
收购、务工增收、土地林地
流转，劳务用工，带动农户

49户126人增收，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年收益 3万元以上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16
2023佐龙镇华兴 、正沟
、花坝村水稻种植基地
灌溉配套建设项目

新修及加固取水枢纽 8座、渠道衬砌改造840米、
铺设引水管道 2333米，实施水田灌溉 170亩，建
成富硒稻米基地。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佐龙镇
华兴村
正沟村
花坝村

109 109 36 120 16 53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订单
收购、务工增收、土地林地

流转，劳务用工，带动农户
36户120人，其中脱贫户16
户53人。力争年产值达到 30

万元。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17
2023年石门镇大河村水
稻种植基地灌溉配套建
设项目

新修取水枢纽 1座、铺设引水管道 1100米，实施
水田灌溉100亩。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石门镇 大河村 38 38 48 112 18 52 

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订单

收购、务工增收、土地林地
流转，劳务用工，带动农户
48户112人增收，力争年产
值达到15万元。建成后形成

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带动产业发展，流转
土地林地，收购农户
订单、提供务工就业
岗位、直接提升农户

收入水平。

18

2023年民主镇银米村猕

猴桃园区水肥一体化配
套建设项目

银米村三组组猕猴桃产业灌溉面积 200亩，新建
取水口2处及配套设施，新建过滤池2个、蓄水池

2个、铺设供水管网12000米及田间灌溉设施 ，新
建管理用房1间，安装灌溉设备（水肥一体化设
备）。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民主镇 银米村 102 102 126 532 65 236

保障猕猴桃园区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经营主体及集体经
济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收益

。带动农户126户532人受益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改善提升园区水利配
套设施，带动产业发
展，园区通过流转土

地林地，收购农户订
单、提供务工就业岗
位、直接提升农户收

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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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3年民主镇枣树村猕
猴桃园区水肥一体化配
套建设项目

枣树村三组猕猴桃产业灌溉面积 160亩，新建过
滤池1个、蓄水池1个、铺设供水管网 10300米及
田间灌溉设施，新建管理用房 1间，安装灌溉设

备（水肥一体化设备）。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民主镇 枣树村 103 103 166 687 67 241

保障猕猴桃园区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经营主体及集体经
济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收益
。带动农户166户687人受益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改善提升园区水利配

套设施，带动产业发
展，园区通过流转土
地林地，收购农户订
单、提供务工就业岗

位、直接提升农户收
入水平。

20

2023年石门镇庄房村猕

猴桃园区水肥一体化配
套建设项目

庄房村猕猴桃园区灌溉 246亩，新建取水口1处，
新建过滤池 1个、蓄水池2个、铺设供水管网

11000米及田间灌溉设施 ，新建管理用房1间，安
装灌溉设备（水肥一体化设备）。

新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石门镇 大河村 102 102 125 485 66 203

保障猕猴桃园区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经营主体及集体经
济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收益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改善提升园区水利配
套设施，带动产业发
展，园区通过流转土

地林地，收购农户订
单、提供务工就业岗
位、直接提升农户收

入水平。

21
2023年佐龙镇花坝村灌
沟生态渔场配套建设项

目

新建渔场配套堤防 386米。 新建 6个月 佐龙镇 县水利局 佐龙镇 花坝村 178 178 33 125 20 76

消除河道安全隐患 ，保障居
民生命财产安全。建基础设
施直接受益，提高改善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预计带动带动农户 33户

125人,其中脱贫户20户76人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提高改善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五）金融扶持类 4 1775 1775 10510 10570 10480 10497

1
2023年岚皋县互助资金
协会借款贴息项目

金融扶持：对全县脱贫户、监测户使用互助资金
协会借款进行贴息

续建 3个月
县乡村振

兴局
县乡村振

兴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40 140 1200 1200 1200 1200 

为1200户符合条件发展产业

的脱贫户、监测户提供金融
扶持，持续带动农户发展产
业。

为符合条件发展产业

的脱贫户、监测户提
供金融扶持，持续带
动农户发展产业

2
2023年岚皋县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金融扶持：对全县脱贫户、监测户使用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进行贴息
续建 12个月

县乡村振

兴局

县乡村振

兴局
相关镇 相关村 955 955 8377 8377 8377 8377 

为8377户符合条件发展产业
的脱贫户、监测户提供金融

扶持，持续带动农户发展产
业。

为符合条件发展产业
的脱贫户、监测户提

供金融扶持，持续带
动农户发展产业

3
2023年岚皋县“三类户
”产业奖补项目

对全县868户“三类户”发展产业进行奖补 ，每
户不超过3000元。

新建 6个月
县乡村振

兴局
县乡村振

兴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80 180 868 868 868 868

对符合产业发展规划 ，自主
发展魔芋、茶叶、猕猴桃、

畜牧主导产业及其他增收产
业的“三类户”，根据产业
规模给予适当扶持 。每户每

年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0
元，通过产业奖补到户 ，提
升农户收入水平。

产业发展奖补到户 ，
农户直接受益。

4
2023年岚皋县经营主体
产业发展贴息项目

对全县符合经营主体发展特色产业银行贷款进行
贴息。

续建 12个月
县乡村振

兴局
县乡村振

兴局
相关镇 相关村 500 500 65 125 35 52

银行贷款贴息补助 ，扶持企
业壮大生产规模，带动农户
增收致富。

对全县符合发展特色

产业经营主体的银行
贷款贴息进行补助 ，
为新型经营主体产业

发展提档升级提供金
融支持。

二、乡村建设类 33 3401 3181 220 5563 16234 2173 6852

（一）安全饮水安

全饮水成果巩固
8 448 448 1303 5004 496 1761

第 13 页，共 21 页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1
2023年城关镇竹林村农
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一组、四组、六组、八组、十一组新建10m³蓄水
池2座、20m³蓄水池2座、拦水坝2座、铺设供水

管网3500米。

改建 6个月 城关镇 县水利局 城关镇 竹林村 52 52 268 698 107 305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用水 ，通过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预计带动268户698人，
其中脱贫户107户305人。建

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
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劳务务工增收，发展
畜牧业，带动农户增

收。

2
2023年滔河镇漳河集镇
农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维修拦水坝1处，新修100立方米蓄水池一座 ，砼
破除路面6000米，铺设θ63管网4000米、θ25管

网2000米。

改建 6个月 滔河镇 县水利局 滔河镇 漆扒村 57 57 200 842 124 612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用水 ，通过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可解决200户842人（其
中，脱贫户124户612人）饮

水保障。建成后形成的资产
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
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巩固安全饮
水成果，改善提升群

众生产生产生活条件
。

3
2023年滔河镇联合村农
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二组新修拦水坝 1座、过滤池1座、蓄水池1座，

铺设管网2000米；五组新修拦水坝 1座、过滤池
一座，铺设管网1000米

新建
改建

6个月 滔河镇 县水利局 滔河镇 联合村 49 49 56 233 25 89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用水 ，通过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可解决56户233人（其

中，脱贫户25户89人）饮水
保障，有助于保障群众发展
魔芋产业，达到增收效果。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

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

4
2023年佐龙镇晓道集镇
农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工程包括晓道集镇供水改造及黄兴村供水改造 2
处工程，供水人口1270人，供水规模145m3/d。
（1）晓道集镇设计供水人口 1200人，供水规模
137m³/d。工程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 ：水厂修建

絮凝过滤池1座，更换加药设备1台，更换dn75PE
输水管道长 880m，更换dn110-40PE配水管道长
6312m；配套入户水表250块。（2）黄兴村2组供

水人口70人，供水规模8m3/d，在小沟修建取水
坝1座，铺设铺设dn40PE输水管道长390m。水厂
新修10m3过滤蓄水池1座，配套缓释消毒器 1台。

铺设dn40~25PE配水管道长450m。

改建 6个月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佐龙镇
双喜村
黄兴村

103 103 250 1270 52 170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用水 ，通过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 。 预 计 带 动 250 户
1270人，其中脱贫户 52户

170人。建成后形成的资产
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
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改善提升群
众生产生产生活条件

。

5
2023年佐龙镇长春村农
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长春村供水人口 875人，供水规模100m3/d。增加

絮凝沉淀池1座，滤池改造为蓄水池 。更换入户
水表300块，增加加药设备1套。

改建 6个月 佐龙镇 县水利局 佐龙镇 长春村 46 46 195 875 34 114

改善农村饮水设施 ，提升饮
水质量，保障饮水安全。受

益群众195户875人，其中脱
贫户34户114人。建成后形
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规范管理，
改善提升群众生产生
产生活条件。

6
2023年佐龙镇明星村农
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1）明星村1组供水人口40人，黄石板沟修建取

水坝1座，铺设dn40PE输水管道长245m。水厂新
修10m3过滤蓄水池1座，配套缓释消毒器 1台。铺
设dn40~25PE配水管道长450m。（2）明星村6组

供水人口20人，养猪场1处，存栏100头，总供水
规模6m³/d。胡家沟修建取水坝 1座，铺设dn40PE
输水管道长 290m。水厂新修 10m3过滤蓄水池

1座，配套缓释消毒器 1台。铺设dn40-25PE配水
管道长892m。

新建
改建

6个月 佐龙镇 县水利局 佐龙镇 明星村 31 31 48 211 26 102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用水 ，通过
劳务务工，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预计带动48户211人，
其中脱贫户 26户102人。建
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

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改善提升群
众生产生产生活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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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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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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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7
2023年南宫山镇双岭村
农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新建双岭村二组拦水坝 1座、新建30m³蓄水池2座
、20m³蓄水池1座、5立方过滤池3座及铺设管道

6610米

新建
改建

6个月 南宫山镇 县水利局 南宫山镇 双岭村 61 61 86 323 32 104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用水 ，通过

劳务务工，发展村畜牧产业
、民俗产业，带动农户增收
致 富 。 受 益 群 众 86 户

233人，其中脱贫户32户104
人。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
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改善提升群

众生产生产生活条件
。

8
2023年蔺河镇草垭村农
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30砼拆除158.4 m3，C30砼恢复792m²；安装管网
10442米；安装水表195只

改建 6个月 蔺河镇 县水利局 蔺河镇 䓍垭村 49 49 200 552 96 265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用水 ，通过

劳务务工，发展魔芋产业，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预计带
动200户552人，其中脱贫户

96户265人。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通过劳务务工带动农
户增收，改善提升群
众生产生产生活条件

。

（二）农村道路建

设（通村路、通户

路、小型桥梁）

10 1875 1655 220 2872 6958 1126 3400

1
2023年佐龙镇乱石沟村
至杜坝村道路提升工程

实施乱石沟村至杜坝村村级道路提升里程 4.5公
里，主要实施挡土墙、错车道、安防设施等。

改建 3个月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佐龙镇
乱石沟村
杜坝村

580 360 220 228 454 58 171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通过带

动产业发展、务工增收，带
动农户228户454人，其中脱
贫户58户171人。建成后形

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改善提升农户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2
2023年民主镇民主片区
通组道路硬化工程

实施新喜村四组通组道路硬化 1.6公里（其中：
陈声茫门前至杨国义屋旁岔路口 1公里；瓦厂沟
至徐家会院坝0.6公里）；路基宽度4.5米，路面

宽3.5米,厚0.18c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石方开
挖、路面硬化、涵洞、挡墙、排水沟、安全防护
等。实施五一村产业道路 3公里。实施明珠社区

吕家湾道路道路 1.2公里（吕家湾村级主干线至
高仕康门口），路基宽度4.5米，路面宽3.5米,
厚0.18c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石方开挖 、路面

硬化、涵洞、挡墙、排水沟等。

新建 10个月 民主镇 县交通局 民主镇
新喜村    
五一村    

明珠社区

200 200 34 106 16 53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带动产
业发展，务工增收，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建成

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
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
直接受益；提供务工
机会，带动群众增收

。

3
2023年南宫山镇花里村
至红日社区联村路建设

项目

实施花里村至红日社区新修连村路 2.85公里，其
中硬化600米，（李峰茶厂—毛狗梁，其中拓宽
改造1.1公里，新开挖路1.75公里），路基宽度

4.5米，路面宽3.5米,厚0.18cm。

新建 6个月 南宫山镇 县交通局 南宫山镇
花里村

红日社区
125 125 189 346 43 94

实现道路通畅，带动产业发

展，保障村民安全出行 。受
益群众189户346人，其中脱
贫户43户94人。改善提升群

众通行条件。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改善提升农户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4

2023年蔺河镇大湾村二

、四组通组道路硬化工
程

实施通组道路硬化 2公里，路基宽度4.5米，路面

宽3.5米,厚0.18cm（四组李辉友房后—二组杨能
贵房后）。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石方开挖 、路面
硬化、涵洞、挡墙等

新建 10个月 蔺河镇 县交通局 蔺河镇 大湾村 105 105 284 786 109 336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提供
务工就业岗位 ，预计带动

284户786人，其中脱贫户
109户336人。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改善提升农户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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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3年大道河镇通村组
道路提升项目

实施大道河镇通组道路改造提升 3.3公里，修建
挡墙4处，涵洞3处。其中月池台村通村道路改造
提升1.5公里（八方院子---况家沟），实施安防

规模1公里；白果坪道路硬化 300米，路基宽度
4.5米，路面宽3.5米,厚0.18cm（桑园岔路口--
毛家崖子），通村主干道补断板 7处（白果坪村

活动室--八方院子）；茶农村六组砼边沟 1.2公
里（三岔河商店--曾家淌）。东坪村道路安防隐
患整治里程 6公里（向阳盘道拐 --三四五六
组），实施安防规模 3.5公里，安装护栏及警示

桩，配套完成相关附属设施 。

续建 10个月 大道河镇 县交通局 大道河镇

月池台村
白果坪村
茶农村    

东坪村

140 140 324 1056 165 586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产业发
展扶持、劳动务工、改善提
高群众生活条件。建成后形

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通过项目的实施 ，支

持项目经营主体扩宽
用工渠道，增加用工
规模，吸纳当地的帮

扶对象就近就业通过
勤劳工作增加收入 。

6
2023年孟石岭镇村级道
路提升建设工程

实施道路硬化2.35公里。（起点1：水泥路头-终
点1：瓦厂堡盘道，里程0.6公里；起点2：九组

蒋家门口-终点2：欧家老屋场，里程0.2公里；
起点3：碾盘湾口-终点3：徐家院子，里程0.24
公里；起点4：黄家堡岔路-终点4：阴坡王家屋

后，里程1.31公里路基宽度4.5米，路面宽度3.5
米）；
实施村级道路提升工程 12.3公里（起点：跃进河

口-终点：水泥路完头 ），主要实施路基换填
1200余立方米，修复破损路面8000余平方米，新
建路基挡护1000立方米等。

改建 6个月 孟石岭镇 县交通局 孟石岭镇
前进村
丰景村

295 295 897 1689 200 622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提供
务工就业岗位 ，预计带动

897户1689人，其中脱贫户
200户622人。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改善提升农户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7
2023年石门镇水毁道路
修复建设项目

实施月星社区龙潭子旁边水沟涵管及八字口及涵

管；老鸦村道路修复实施管绪东门口挡墙 80方、
赵良满地挡墙30方、王从礼门口挡墙 30方、赵良
明挡墙130方等；双丰村三湾大桥至阳坡盘道断

板5处、路基垫方3处；庄房村五组道路塌方修复
挡土墙120立方米、垫方80平方米；修复新生村
二组大湾水毁路 50米，新生村新建二组大湾村级

公路内挡墙 350立方米 ；乐景村修复排水沟
200米；芙蓉村三组李家院子桥头至李元香屋旁
路面修复750平米；平安村修复公路外挡 120立方

米，面板修复共1000平方米。

新建 6个月 石门镇 县交通局 石门镇

月星社区

老鸦村
双丰村
庄房村

新生村

80 80 831 2284 490 1416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提供

务工就业岗位 ，预计带动
831户2284人，其中脱贫户
490户1416人。建成后形成

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

改善提升农户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8
2023年民主镇田湾村六
组道路硬化工程

实施田湾村将六组组道路硬化工程 1.7公里，路
基宽度4.5米，路面宽3.5米，厚0.18cm（陈家门

口至赵作新院坝）。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石方开
挖、路面硬化、涵洞、挡墙、排水沟、安防工程
等。

新建 6个月 民主镇 县交通局 民主镇 田湾村 160 160 34 117 15 48

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带动产
业发展，务工增收，改善提
升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直接

受 益 或 带 动 群 众 34 户
117人，其中脱贫户 15户48
人。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
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

改善100亩中药材、2
个养猪场、玉米大豆

100亩种植生产出行
条件；项目实施带农
农户务工，带动农户
增收。

9

2023年滔河镇联合村二

组查家湾至柳木沟通组
硬化道路

实施产业道路硬化 1.8km（联合村二组查家湾至
柳木沟1公里、联合村七组学校至郑家湾 0.8公

里），路基宽度 4.5米，路面宽度 3.5米，厚
0.18cm。

新建 7个月 滔河镇 县交通局 滔河镇 联合村 100 100 23 57 14 36

提升村组道路保障水平 ，带
动沿线1500亩魔芋园区至魔
芋初加工厂运输条件 ，改善
提升23户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有效促进魔芋产业发展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

决23户57人（其中，
脱贫户14户36人）出
行保障，改善生活条

件，保障出行安全 ；
改善生产运输条件 ，
有助于保障群众发展

养殖产业，达到增收
效果。

10
2023年滔河镇兴隆村山
里人养殖场道路配套项
目

实施产业道路硬化 1.55公里（兴隆村六组三岔沟
至段务兵家）路基宽度4.5米，路面宽度3.5米,
厚0.18cm。

新建 7个月 滔河镇 县交通局 滔河镇 兴隆村 90 90 28 63 16 38

提升村组道路保障水平 ，带
动沿线300亩魔芋园区运输
条件，提升岚皋县隆发旺畜

牧发展有限公司、兴隆村土
鸡养殖基地、岚皋县山里人
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三

家养殖场运输条件 ，促进农
村产业发展。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
决28户63人（其中，

脱贫户16户38人）出
行保障，改善生活条
件，保障出行安全 ；
改善生产运输条件 ，

有助于保障群众发展
养殖产业，达到增收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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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三）人居环境整

治
13 784 784 1388 4272 551 1691

（1）农村污水治理 5 229 229 213 474 80 374

1
2023年民主镇枣树村斑
竹园污水处理项目

新建日处理20吨污水处理站1座，配套建设DN600
的污水管网800米

新建 9个月 民主镇
市生态环
境局岚皋

分局
民主镇 枣树村 80 80 90 259 20 80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问
题，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
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预计带动带动
农户90户259人,其中脱贫户

20户80人。建成后形成的资
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

放问题，基础设施直
接受益，提高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

2
2023年民主镇五一村五

组污水处理项目

新建葛家院子四格式化粪池 15立方，污水处理管

道200米。新建五里堡四格式化粪池 15立方，污
水处理管道80米。

新建 9个月 民主镇

市生态环

境局岚皋
分局

民主镇 五一村 31 31 10 40 4 13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问

题，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
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预计带动带动
农户5户20人,其中脱贫户户
人。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

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
放问题，基础设施直
接受益，提高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

3
2023年蔺河镇和平村储
家庄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在储家庄（河左岸）联建30立方化粪池一座，配
套人工湿地，污水管网500米。

在储家庄普子湾（河右岸）联建污水处理设施 ，
新建30立方米化粪池 1座，配套快渗滤池和人工
湿地1处，管网1200米。

新建 9个月 蔺河镇

市生态环

境局岚皋
分局

蔺河镇 和平村 73 73 65 20 49 256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问

题，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
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预计带动带动
农户65户20人,其中脱贫户
49户256人。建成后形成的

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
放问题，基础设施直

接受益，提高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

4
2023年南宫山镇西河村
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新建污水收集管网 300米 新建 9个月 南宫山镇

市生态环

境局岚皋
分局

南宫山镇 西河村 10 10 8 30 2 9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问

题，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
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预计带动带动
农户8户30人,其中脱贫户2
户9人。建成后形成的资产

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
经济合作社。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
放问题，基础设施直

接受益，提高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

5

2023年四季镇月坝村移

民安置点生活污水处理
项目

实施16户排污改造（开挖破除及恢复 ），新建污

水主管网154米，入户支管改造150米包括开挖破
除及恢复，配套检查井26座。

新建 6个月 四季镇

市生态环

境局岚皋
分局

四季镇 月坝村 35 35 40 125 5 16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问

题，基础设施直接受益 ，提
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
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预计带动带动
农户40户125人,其中脱贫户
5户16人。建成后形成的资

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

解决居民生活污水排
放问题，基础设施直
接受益，提高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提
供务工就业岗位 ，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

（2）村容村貌提升 8 555 555 1175 3798 471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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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1
2023年城关镇罗景坪苦
桃湾村容村貌提升项目

开展院落、农户房屋周边环境整治 ，拆除乱搭乱
建4处、新建排污管网 700米、创建美丽院落 2个
、宜居庭院3个，院坝硬化6户1000㎡、新建垃圾

房2座、购置分类环保垃圾桶 30套、绿化1400㎡
。硬化院落路2处350米、连户路2处350米、人行
道200米，新建排水沟180米、安保护栏100米、

挡土墙500m³、安装交通标识等。

新建 4个月 城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城关镇 罗景坪社区 80 80 45 138 15 42 

提升45户138人（其中脱贫
户15户42人）的生活环境，

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问题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改善村容村貌，提升

农户生活水平。提供
劳务用工，增加农户
收入。

2
2023年城关镇六口片区
村容村貌提升项目

开展院落、农户房屋周边环境整治 ，拆除乱搭乱
建6处、排污管网1500米、创建美丽院落 37个、

宜居庭院5个，硬化院落路5处850米、连户路6处
1095 米 、 院坝硬化 11 户 960 ㎡ 、 路面处理
1700㎡，修建花池1100米、花坛22m³、砼边沟

1500米、生态护栏300米、绿化300㎡。

新建 4个月 城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城关镇

水田村
六口村

爱国村
新春村
茅坪村

95 95 388 1378 157 434 

提升388户1378人（其中脱
贫户157户434人）的生活环

境，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
问题。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改善村容村貌，提升

农户生活水平。提供
劳务用工，增加农户
收入。

3
2023年大道河镇白果坪
村村容村貌提升项目

院落路硬化500米，连户路硬化100米；院坝硬化
500平方米；配套完成其它零星工程 。

新建 6个月 大道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大道河镇 白果坪村 30 30 279 855 127 283 

提升279户855人（其中脱贫

户127户283人）的生活环
境，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
问题。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通过项目的实施 ，支

持项目经营主体扩宽
用工渠道，增加用工
规模，吸纳当地的帮

扶对象就近就业通过
勤劳工作增加收入 。

4
2023年蔺河镇和平村村
容村貌提升项目

按照清拆建管规要求开展院落 、农户房屋周边环
境整治，节点院落绿化500平方米，沟渠治理300
米。补齐连户路400米、院落路200米、院坝硬化

200平方米。

新建 6个月 蔺河镇
县农业农

村局
蔺河镇 和平村 95 95 55 192 26 91 

提升55户192人（其中脱贫

户26户91人）的生活环境，
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问题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

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

改善村容村貌，提升
农户生活水平。提供
劳务用工，增加农户

收入。

5
2023年南宫山镇佘梁村
村容村貌提升项目

按照清拆建管规要求开展院落 、农户房屋周边环

境整治，创建美丽院落、宜居庭院，补齐连户路
500米、院落硬化5处等基础设施短板 ，拆除私搭
乱建100㎡，新建庭院绿化100㎡。

新建 6个月 南宫山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南宫山镇 佘梁村 20 20 52 102 41 122 

提升213户622人（其中脱贫
户83户 193人）的生活环

境，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
问题。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改善村容村貌，提升

农户生活水平。提供
劳务用工，增加农户
收入。

6
2023年南宫山镇西河村

村容村貌提升项目

按照清拆建管规要求开展院落 、农户房屋周边环
境整治，创建美丽院落、宜居庭院，补齐连户路

1000米、院落硬化8处等基础设施短板 。拆除私
搭乱建20㎡，新建庭院绿化100㎡。

新建 6个月 南宫山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南宫山镇 西河村 50 50 73 212 35 101 

提升73户212人（其中脱贫
户35户 101人）的生活环
境，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

问题。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改善村容村貌，提升
农户生活水平。提供

劳务用工，增加农户
收入。

7

2023年民主镇五一村千

年樟树院子村容村貌提
升项目

实施民主镇五一村一组樟树院子庭院改造 700㎡

、农户改厕8处、新建蓄水池、取水口一座、千
年樟树保护工程。

新建 6个月 民主镇
县农业农

村局
民主镇 五一村 95 95 60 244 38 113 

提升60户244人（其中脱贫
户38户 113人）的生活环

境，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
问题。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改善村容村貌，提升

农户生活水平。提供
劳务用工，增加农户
收入。

8
2023年孟石岭镇村容村
貌提升项目

对草坪村、桃园村、柏杨林村、田坝村、九台村
部分区域进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对75处“脏、

乱、差”节点进行整治，新建污水集中收集设施
2处，铺设污水管网 1600余米，铺设联户路1700
余米，安装人行道护栏 600余米，实施院坝硬化
约650㎡等。

新建 6个月 孟石岭镇
县农业农

村局
孟石岭镇

草坪村

桃园村
田坝村
九台村

90 90 223 677 32 131

提升223户677人（其中脱贫
户79户 211人）的生活环

境，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
问题。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
共部分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

改善村容村貌，提升

农户生活水平。提供
劳务用工，增加农户
收入。

（四）村庄规划编

制
2 29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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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1
2023年“多规合一”实
用性村庄规划编制项目

对示范村和重点帮扶村编制 9个村的“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坚持规划引领，科学指导实
施村庄规划建设，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

新建 6个月
县自然资

源局
县自然资

源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98 198

相关村
总户数

相关村
总人数

相关村

脱贫人
口总户

数

相关村

脱贫人
口总人

数

从乡村产业发展、保护修复

和综合整治、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村庄安全和防灾减
灾等方面，编制“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作为各类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 、及

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法定依
据。

编制“多规合一”实

用性村庄规划，突出
规划引领，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带动经济发展 ，
吸引人才、投资，提

升村庄经济水平 ，实
现联农带农富农。

2
岚皋县重点帮扶县十四
五规划编制项目

坚持规划引领，编制重点帮扶县发展规划 ，科学
指导国家重点帮扶县建设 。

新建 6个月
县乡村振

兴局
县乡村振

兴局
相关镇 相关村 96 96

全县户
数

全县人
口

相关村
脱贫人
口总户

数

相关村
脱贫人
口总人

数

村庄规划提升，人居环境改
善，基础设施完善，农户直

接受益。

结合各村实际，合理
做好村庄规划，提升
人居环境，助力乡村

建设，优化农户生产
生活条件。

三、就业创业 2 700 700 4700 13000 4600 12800

1
2023年岚皋县转移就业
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

对脱贫人口、三类重点对象落实转移就业一次性

交通补助10000人实行定额补贴 ，县外市内补贴
200元，市外省内补贴300元，省外补贴500元。

续建 12个月 县人社局 县人社局 相关镇 相关村 600 600 3200 10000 3200 10000
为10000人提供外出就业交
通补贴，农户直接受益

为脱贫劳动力提供外

出就业交通补贴 ，农
户直接受益。

2
2023年岚皋县技能培训
补贴项目

对脱贫人口、三类重点对象等参加技能培训的 ，
培训期间给予生活费 、交通费补贴。

续建 12个月 县人社局 县人社局 相关镇 相关村 100 100 1500 3000 1400 2800 提高农户生产发展实用技术
提高3000人生产发展
实用技术，农户直接
受益。

四、职业教育补助 1 300 300 1000 1000 1000 1000

1
2023年“雨露计划”补
助项目

对全县1000户脱贫户、监测户子女接受中 、高等
职业教育进行补助

新建 10个月
县乡村振

兴局
县乡村振

兴局
相关镇 相关村 300 300 1000 1000 1000 1000 

通过资助，确保贫困家庭学
生如期完成学业，实现稳定

就业。

对特定对象直接发放
补助，增加收入。

五、易地搬迁后扶

类
8 1000 1000 3354 11089 1842 5687

1
2023年石门镇集镇安置
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实施石门镇集镇菜市场外侧人行桥至千户安置区

社区工厂门口人行道铺装 4200平方米，路沿石
700米，栏杆700米，太阳能路灯100盏。

新建 6个月 石门镇 县发改局 石门镇 月星社区 150 150 981 3177 561 1957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公共服

务能力，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提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预计带动农户981户3177人,
其中脱贫户561户1957人。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

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
公共服务能力，基础
设施直接受益，提高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提供务工就业岗
位，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

2
2023年大道河镇集镇社
区安置小区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

实施大道河镇集镇社区安置点水毁挡墙修复
750m³，完成水毁路面修复硬化 100平方米，回填
600m³，安装太阳能路灯 30盏，配套完成其他附

属设施。

新建 5个月 大道河镇 县发改局 大道河镇 集镇社区 45 45 150 450 80 245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公共服
务能力，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提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预计带动农户 150户450人,

其中脱贫户 80户245人。建
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
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通过项目的实施 ，完
善提升搬迁安置点公

共服务能力，基础设
施直接受益，支持项
目经营主体扩宽用工

渠道，增加用工规
模，吸纳当地的帮扶
对象就近就业通过勤
劳工作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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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3
2023年民主镇富丽明珠
安置小区排污管网改造

项目

实施民主镇富丽明珠安置小区 34个单元共计68处
下水管道改造，以及一处排污井管道改造 。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地面开挖 ，改管道更换，以及填埋

修复。

改建 10个月 民主镇 县发改局 民主镇 农田社区 100 100 799 2350 799 2350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公共服
务能力，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提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预计带动农户799户2350人,

其中脱贫户799户2350人。
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
产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

公共服务能力，基础
设施直接受益，提高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提供务工就业岗
位，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

4
2023年滔河镇兴隆村安
置小区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

修缮安置小区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200
平方米，排水明渠200米，大屋场安置小区安装
夜间照明设施10盏，配套建设安置小区相关附属

基础设施。

改建 7个月 滔河镇 县发改局 滔河镇 兴隆村 45 45 120 420 72 288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公共服
务能力，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提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预计带动农户 120户420人,
其中脱贫户 72户288人。建

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
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
公共服务能力，基础

设施直接受益，提高
改善农户120户420人
（其中脱贫户 72户
288人）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5
2023年滔河镇长滩村安
置小区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

新建1层50平方米公厕1座 新建 7个月 滔河镇 县发改局 滔河镇 长滩村 15 15 284 757 103 284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公共服
务能力，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提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预计带动农户 284户757人,
其中脱贫户103户284人。建

成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
权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
公共服务能力，基础

设施直接受益，提高
改善农户284户757人
（其中脱贫户 103户
284人）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务工就
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6

2023年堰门镇集镇三期

安置点、脸盆坝安置点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新建挡护900立方米，场地硬化400平方米，回填
1100立方米。安装安全护栏 120米，集镇改造公

厕1座。新建团员村脸盆坝安置点公厕 1座，新建
雨污分离管网300米，新建检查进20座。

新建 5个月 堰门镇 县发改局 堰门镇
隆兴村    

团员村
125 125 72 232 17 53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公共服

务能力，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提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预计带动农户72户232人,其
中脱贫户17户53人。建成后
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
公共服务能力，基础
设施直接受益，提高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提供务工就业岗
位，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

7

2023年城关镇城北社区

西窑安置点道路建设项
目

城北社区至黑湾电站拓宽改造硬化 3.5公里，路
面宽度6.5米。

新建 10个月 县住建局 县发改局 城关镇 城北社区 450 450 862 3473 127 286 

通过方便生产和群众生活 ，
保障862户村民生产出行和

公路排水通畅。建成后形成
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归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修复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的公路路基 、路
面，保障村民生产出

行和公路排水通畅 。
为整村发展提供交通
便利，带动农户增收

。

8

2023年四季镇月坝村集

镇安置点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

新建公厕1个，配套实施给排水及安置点基础设
施提升工程。

新建 9个月 四季镇 县发改局 四季镇 月坝村 70 70 86 230 83 224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公共服
务能力，基础设施直接受
益，提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务工就业岗位 ，
预计带动农户86户230人,其
中脱贫户83户224人。建成
后形成的资产公共部分产权

归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

完善提升搬迁安置点
公共服务能力，基础
设施直接受益，提高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提供务工就业岗
位，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

六、其他 1 3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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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自定义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

建设

性质

建设

周期

实施

单位

主管

单位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受益人口信息

绩效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
镇/办 村/社区 合计

财政衔接

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自筹 户数 人数

其中：脱贫户

中 省 市 县 户数 人数

1 2023年项目管理费
用于绩效评价、项目管理及政策宣传及安排用于
弥补县级行业部门 （镇）项目管理费用不足部分

等。

新建 12个月
县乡村振

兴局
县乡村振

兴局
相关镇 相关村 350 350

规划编制、项目评估、档案
管理、公示公告等资料完
善，保障全县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项目顺利实施。

规划编制、项目评估

、档案管理、公示公
告等资料完善，保障
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项目顺利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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