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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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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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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月）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项目补助标准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合计
一、基础设施项目

小计

1

西秀区-蔡官镇_村基础设施_蔡
官镇对长沙村蔬菜产业园区关门
山至小团山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886784996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对长沙村

2020年3月-6月

2

西秀区-蔡官镇_村基础设施_蔡
官镇对长沙村蔬菜产业园区关关
上经模路至赖山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886787429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对长沙村

2020年3月-6月

3

西秀区-蔡官镇_村基础设施_蔡
官镇对长沙村蔬菜产业园区五香
地至齐跃水库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886792466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对长沙村

2020年3月-6月

4

西秀区-蔡官镇_村基础设施_蔡
官镇对长沙村沙锅寨组蔬 菜产
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890221035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对长沙村

2020年3月-6月

5

西秀区-东屯乡-村基础设施-梅
旗村岩田坝组至八番村小革寨产
业扶贫路硬化项目

5500000886905006

西秀区扶贫办

东屯乡人民政府

梅旗村

2020年3月-6月

6

西秀区-黄腊乡_村基础设施_黄
腊乡嘉惠村鱼陇组机耕道建设项
目

5500000886367432

西秀区扶贫办

黄腊乡人民政府

嘉惠村

2020年2月-5月

7

西秀区-黄腊乡_村基础设施_黄
腊乡八寨村龙洞组双孢菇种植基
地产业路扩建项目

5500000886368879

西秀区扶贫办

黄腊乡人民政府

八寨村

2020年2月-5月

8

西秀区-鸡场乡_村基础设施_帆
景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粪便处理及
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500000886781742

西秀区扶贫办

鸡场乡人民政府

新合村

2020年3月-5月

9

西秀区-轿子山镇_村基础设施_
轿子山镇厦耳村河沟组至老补堆
产业机耕道建设项目

5500000886104280

西秀区扶贫办

轿子山镇人民政府

厦耳村

2020年3月-8月

关门山至小团山产业路长3700m、宽6m(其中改扩
道路交通改善加快了农户、大户蔬菜规模
建2400m、平均扩宽2.5m； 新建1300、宽6m)：1
的产业种植上万亩，同时吸引了更多公司
、250型挖机挖方填方30个台班；2、M7.5浆砌路
C20砼（18cm）80元 到该村来投资蔬菜产业，实现公司+合作社
沿堡坎 712m³；3、路面大渣回填找平5520m³；4 /㎡；浆砌石300元/m³； +大户+农户种植模式，带动第二、三产业
、压路机碾压路面5个台班；5、购安直径0.4m过水
大渣60元/m³
融合发展，也带动对长沙周边村寨500余户
涵管22m；6、道路硬化13800㎡（1.3石垫层10cm
农户蔬菜产业，降带动74户贫困户345人增
、C20砼硬化厚度18cm）。
加收入
关关上经模路至赖山长3300m、宽6m（其中改扩宽
道路交通改善加快了农户、大户蔬菜规模
长2700m、平均扩宽2m；新建600m、均宽6m）：1
的产业种植上万亩，同时吸引了更多公司
C20砼（18cm）80元 到该村来投资蔬菜产业，实现公司+合作社
、250型挖机挖方填方13个台班；2、M7.5浆砌路
沿堡坎581m³；3、路面大渣回填找平3060m³；4、 /㎡；浆砌石300元/m³； +大户+农户种植模式，带动第二、三产业
压路机碾压路面3个台班；5、购安直径0.8米过水
大渣60元/m³
融合发展，也带动对长沙周边村寨500余户
涵管6米；6、道路硬化9000㎡（1.3石垫层10cm、
农户蔬菜产业，降带动74户贫困户345人增
C20砼硬化厚度18cm）。
加收入
五香地至齐跃水库产业大道长2750m，(其中改扩建
道路交通改善加快了农户、大户蔬菜规模
950m、平均扩宽2.5m，新建1800m、均宽6m），1
的产业种植上万亩，同时吸引了更多公司
、250型挖机挖方填方15个台班；2、M7.5浆砌路
C20砼（18cm）80元 到该村来投资蔬菜产业，实现公司+合作社
沿堡坎635m³；3、路面大渣回填找平5270m³；4、 /㎡；浆砌石300元/m³； +大户+农户种植模式，带动第二、三产业
压路机碾压路面3个台班；5、购安直径0.8米过水
大渣60元/m³
融合发展，也带动对长沙周边村寨500余户
涵管12米；6、道路硬化13175㎡（1.3石垫层10cm
农户蔬菜产业，降带动74户贫困户345人增
、C20砼硬化厚度18cm）。
加收入。
道路交通改善加快了农户、大户蔬菜规模
沙锅寨小庙坡至灰家坝产业路建设长970m、均宽
的产业种植上万亩，同时吸引了更多公司
5m，其中：1、挖机挖方填方1个台班、压路机压路
到该村来投资蔬菜产业，实现公司+合作社
C20砼（15cm）70元
1个台班；2、购安直径0.5米过水涵管6米；3、部
+大户+农户种植模式，带动第二、三产业
/㎡；大渣60元/m³
份路段大渣回填64m³；4、道路硬化4850㎡（1.3
融合发展，也带动对长沙周边村寨500余户
石垫层10cm、C20砼硬化厚度 15cm）。
农户蔬菜产业，降带动74户贫困户345人增
加收入
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周边500亩农业产业发
长1000m、宽3.5m（C20砼厚15cm、碎石垫层厚
C20砼（15cm）70元
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10cm，开挖回填大渣石25cm）
/㎡；大渣60元/m³
受益贫困户90户302人，预计贫困户户均增
收500元
嘉惠村鱼陇组机耕道项目建成后，解决了
机耕道建设长900米，其中：硬化宽3.5m，面积
嘉惠村鱼陇组村民生产生活出行难的问
3150㎡（1.3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
C20砼（15cm）70元
题，又解决了鱼陇组产业的运输难问题，
15cm）；错车道2个，面积24㎡；购按内直径0.5
/㎡；大渣60元/m³
降低成本的同时能够多带动贫困户致富增
米的水泥制涵管12米，内直径0.3米的水泥制涵管8
收，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益
米。
贫困户105户346人。
八寨村龙洞组双孢菇种植基地产业路扩建项目，建
八寨村双孢菇种植基地产业路扩建项目建
设总长1068m，硬化总面积2598㎡，投入挖机破碎
成后，解决了八寨村村民生产生活出行难
台班18个，投入挖机台班5个（一段道路扩宽长
C20砼（15cm）70元
的问题，又解决了双孢菇、牛养殖的运输
760m，宽2m；铺设大渣垫层厚0.3m，总方量
/㎡；大渣60元/m³
问题，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能够多带动贫困
210m3；一段长180m，宽3.5m。C20砼混凝土厚度
户致富增收，道路的修建将直接促进八寨
15cm，铺设碎石垫层10cm；一段长128m，宽3.5m
村经济的发展，受益贫困户96户294人。
（已铺设10公分碎石垫层）。
1、牛粪处理（有机肥）厂房建设600㎡。2、购安
牛粪处理（有机肥）设备1台，及太阳能监控摄像
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带动当地养殖业
头200万像素20倍变焦（6天蓄电+立杆）+1080P
550元/㎡
的快速发展，促进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
（128G）高清旋球机监控摄像头18套。3、污水管
经济，受益贫困户121户419人。
道安装100米。
毛路开挖、平整2450m、均宽4.5m（土方开挖
11025m³、土方沉降3675m³及岩石开凿300m³）；
购安内直径30cm水泥制涵管80m，内直径80cm水泥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涵管35米；M7.5浆砌堡坎842m，均高2m，均宽
C20砼（15cm）70元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0.7m，方量计1179m³；铺设大渣长2450m，均宽 /㎡；浆砌石300元/m³；
受益贫困户72户191人，预计贫困户户均增
4.2m，铺设均厚0.40m，方量4118m³；50t压路机
大渣60元/m³
收300元
碾压6个台班；道路硬化长度2450m，均宽4.2m，
面积10470㎡（设置错车道6个，每个错车道30㎡
。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1.3石垫层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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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18794.95

18225.80

569.15

4744.90

4739.90

5.00

180.00

180.00

115.00

115.00

166.00

166.00

35.00

35.00

30.00

30.00

30.00

30.00

25.00

25.00

33.00

33.00

135.00

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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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10

西秀区-旧州镇_村基础设施_旧
州镇高坡村羊保组折耳根产业路

5500000635703614

西秀区扶贫办

旧州镇人民政府

高坡村

11

西秀区-旧州镇_村基础设施_旧
州镇新寨村郭家组大水沟至湾田
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635974966

西秀区扶贫办

旧州镇人民政府

新寨村

12

西秀区-七眼桥镇_村基础设施_
七眼桥镇大齐鹞村产业园区九联
大道至洗家桥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886409219

西秀区扶贫办

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大齐鹞村

13

西秀区-七眼桥镇_村基础设施_
七眼桥镇大齐鹞村产业园区洗家
桥至猪哨坡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886411696

西秀区扶贫办

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大齐鹞村

14

西秀区-七眼桥镇_村基础设施_
七眼桥镇大齐鹞村产业园区平洞
至螺丝山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886414176

西秀区扶贫办

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大齐鹞村

15

西秀区-七眼桥镇_村基础设施_
七眼桥镇玉龙村小陇冲至猴场寨
小河产业路道建设项目

5500000886415374

西秀区扶贫办

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玉龙村

16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马
陇村龙潭坝坡脚至穿洞产业路硬
化

5500000886461835

西秀区扶贫办

岩腊乡人民政府

马陇村

17

西秀区-鸡场乡_村基础设施_鸡
场乡新合村老场组黄家桥至水淹
坝产业路硬化

5500000980549346

西秀区扶贫办

鸡场乡人民政府

新合村

18

西秀区_村基础设施_七眼桥镇大
齐鹞村产业园区大坡脚至小白岩
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981157451

西秀区扶贫办

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大齐鹞村

19

西秀区_村基础设施_七眼桥镇大
齐鹞村产业园区平洞至石槽坝产
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981182576

西秀区扶贫办

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大齐鹞村

20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岩
腊乡三股水村三股水至大高寨产
业路硬化项目

5500000980980942

西秀区扶贫办

岩腊乡人民政府

三股水村

21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岩
腊乡青杠坡村新寨至沙子关产业
路建设项目

5500000981063974

西秀区扶贫办

岩腊乡人民政府

青杠坡村

22

西秀区-轿子山镇_村基础设施_
轿子山镇厦耳村新寨至后寨（后
寨段）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981930534

西秀区扶贫办

轿子山镇人民政府

厦耳村

23

西秀区-旧州镇_村基础设施_新
寨村产业机耕道路建设项目

5500000978864790

西秀区扶贫办

旧州镇人民政府

新寨村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项目补助标准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羊保组产业路平整及碾压长1300米，均宽3.5米，
硬化面积4640㎡（其中含错车道3处，每处计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C20砼（15cm）70元
2020年4月—7月 30㎡，C20砼厚度0.15m、1.3石垫层0.1m）；铺设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大渣60元/m³
泥夹石垫层长1300、均宽3.5m、厚0.2m，总计
受益贫困户56户188人，户均增收200元
928m³（含预留错车道）。
硬化1500米*3.5米，硬化面积5370㎡（其中含错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车道4处，每处计30㎡，C20砼厚度0.15m、1.3石
C20砼（15cm）70元
2020年4月—7月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大渣60元/m³
垫层0.1m）；铺设泥夹石垫层长800、均宽3.5m、
受益贫困户54户213人，户均增收200元
厚0.2m，总计560m³（含预留错车道）
扩建九联大道（原中恒公司处）经对长沙路口至洗
项目建设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后方便
家桥产业路长2380m，平 均扩宽2m：1、M7.5块石
C20砼（18cm）80元
群众生产，节约了劳动力成本，及农业产
2020年3月-6月 浆砌路肩1713m3；2、泥夹石回填999m3；3、路面 /㎡；浆砌石300元/m³；
业运输成本促进了贫困户增收，受益贫困
硬化4760㎡（1.3石垫层10cm、C20砼硬化厚度
大渣60元/m³
户97户364人。
18cm）。
产业路建设总长1880m、均宽6m（其中洗家桥至黄
泥坑新建产业路长900m， 均宽6m；黄泥坑至马路
产业路扩建长590m，平均扩宽2m；新建马路至大坟
项目建设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后方便
C20砼（18cm）80元
坝 新建产业路长200m，均宽6m；大坟坝至猪哨坡
群众生产，节约了劳动力成本，及农业产
2020年3月-6月
/㎡；浆砌石300元/m³；
产业路扩建长190m平均扩宽 2m）：1、70型挖机
业运输成本促进了贫困户增收，受益贫困
大渣60元/m³
挖方填方34个台班；2、M7.5块石浆砌路肩
户97户364人。
1245m3；3、 泥夹石回填1876m3；4、路面硬化
8160㎡（1.3石垫层10cm、C20砼硬化厚度18cm）
产业路建设总长2225m、均宽6m（平洞经护坝至螺
。
丝山新建产业路长1300m， 均宽6m；大山口断头
路至平洞新建产业路长650m，均宽4m；大齐鹞村口
项目建设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后方便
C20砼（18cm）80元
至接 园区产业路扩建长275m，平均扩宽2m）：1
群众生产，节约了劳动力成本，及农业产
2020年3月-6月
/㎡；浆砌石300元/m³；
、70型挖机挖方填方35个台班；2 、M7.5块石浆
业运输成本促进了贫困户增收，受益贫困
大渣60元/m³
砌路肩1642m3；3、泥夹石回填2659m3；4、路面
户97户364人。
硬化12050㎡ （1.3石垫层10cm、C20砼硬化厚度
18cm）。
1、新建七眼桥镇玉龙村小陇冲至猴场寨小河机耕
玉龙村小陇冲产业路建成后，能方便当地
道长550m，宽4.5m，C20砼 路面硬化2475㎡，厚
群众出行，降低生产成本，群众参与务工
C20砼（15cm）70元
2020年3月-6月 度15cm；2、另建机耕道长40m，宽3m，C20砼路面
、管理增收，能有效提高玉龙村土地使用
/㎡；大渣60元/m³
硬化 120㎡，厚度15cm；3、新建边沟长150m，过
率，从而带动产业发展，实现农业产业结
水断面（0.7m×0.6m）。
构调整。
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完成农业生产基础
道路硬化长1400米，均宽4米（C20砼厚15cm、碎
C20砼（15cm）70元
设施，解决农户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降
2020年3月-6月
石垫层厚10cm）
/㎡；大渣60元/m³
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贫
困户52户182人，预计户均增收200元
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完成农业生产基础
产业路硬化长3000米，均宽4米，厚0.15米，碎石
C20砼（15cm）70元
设施，解决农户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降
2020年6月-9月 垫层0.1米，混凝土强度C20，硬化总面积12450㎡
/㎡；大渣60元/m³
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贫
（含15个会车道450㎡）。
困户119户407人，预计户均增收200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新建大坡脚至小白岩产业路长350m、宽4m，面积
C20砼（15cm）70元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2020年6月-9月
1400㎡（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 /㎡；浆砌石300元/m³；
受益农户260户1680人，其中贫困户
15cm）以及道路开挖、堡坎建设等
大渣60元/m³
42户，169人。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新建平洞至石槽坝产业路长1300m、宽4.5m，面积
C20砼（15cm）70元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2020年6月-9月
5850㎡（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 /㎡；浆砌石300元/m³；
受益农户260户1680人，其中贫困户
15cm）以及道路开挖、堡坎建设等
大渣60元/m³
42户，169人。
三股水至大高寨产业路硬化长1200m，宽4m,硬化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C20砼（15cm）70元
2020年6月-9月 总面积4860㎡（含错车道3个面积60㎡），碎石垫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大渣60元/m³
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
受益贫困户32户134人。
青杠坡村新寨至沙子关产业路硬化长1100m、均宽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4m，硬化总面积4460㎡（设置错车道3个面积共60
C20砼（15cm）70元
2020年6月-9月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
/㎡；大渣60元/m³
受益贫困户8户37人。
。
1、路面硬化 1065m×4.3m×0.15m,铺碎石 0.05m
C20砼（15cm）70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2、回填大 渣:730m×4.3m×0.4m=1255m³；3、
2020年6月-9月
/㎡；浆砌石300元/m³；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堡坎建设：M7.5 浆砌块石:456m×2.4m×
大渣60元/m³
受益贫困户72户192人。
0.85m=930m³

2020年6月-9月

产业路建设长1680m（其中：1.大水沟至旧九大道
长360m、宽4.1m;2.小燕口至郭家寨长320m、宽
4.1m;3.梅家大田至花苗冲长680m、宽4.1m，小燕
口至沙坝上长320m、宽4.1m），共计硬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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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8㎡（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
15cm）

C20砼（15cm）70元
/㎡；大渣60元/m³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受益贫困户54户214人，预计户均增收200
元。

小计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38.00

38.00

56.00

56.00

94.00

94.00

115.00

115.00

164.00

164.00

35.00

35.00

40.00

40.00

96.00

96.00

15.00

15.00

60.00

60.00

34.00

34.00

32.00

32.00

60.00

60.00

45.00

45.00

备注

附件2

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24

西秀区-旧州镇_村基础设施_新
寨村老秧寨组产业便道建设项目

5500000978877866

西秀区扶贫办

旧州镇人民政府

新寨村

2020年6月-9月

产业路建设长980m、宽3m，面积2940㎡（碎石垫
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

25

西秀区-旧州镇_村基础设施_旧
州镇猛龙村刘家坡组产业路建设
项目

5500000935209163

西秀区扶贫办

旧州镇人民政府

猛龙村

2020年6月-9月

刘家坡一窝蛋处产业路建设长435m、宽3m,面积
1305㎡,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
15cm）

26

西秀区-旧州镇_村基础设施_浪
塘村坡头山陈桥产业便道项目

5500000978902576

西秀区扶贫办

旧州镇人民政府

浪塘村

2020年6月-9月

硬化长300m（其中：硬化长155m，宽5m一段，硬
化长145m，宽4m一段），错车道一个35m2；硬化
总面积1390㎡，挖机台班1个。

27

西秀区-东屯乡_村基础设施_东
屯乡西屯村抬神冲至柏枝林产业
机耕道建设项目

5500000981298717

西秀区扶贫办

东屯乡人民政府

西屯村

28

西秀区-东屯乡_村基础设施_东
屯乡西屯村柏枝林产业机耕道建
设项目

5500000981286646

西秀区扶贫办

东屯乡人民政府

西屯村

29

西秀区-蔡官镇_村基础设施_蔡
官镇鸡场大寨村对门寨至瓜偏岩
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982060278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鸡场大寨村

5500000981203047

西秀区扶贫办

大西桥镇人民政府

安庄村

5500000981028566

西秀区扶贫办

刘官乡人民政府

嘉穗村

5500000981165762

西秀区扶贫办

黄腊乡人民政府

嘉惠村

30

31

32

西秀区-大西桥镇_基础设施项目
_大西桥镇安庄村鲍兴忠户至高
山大丰公司产业路建设项目
西秀区-刘官乡_基础设施_刘官
乡嘉穗村小坡脚至茶叶地产业路
硬化项目
西秀区-黄腊乡_基础设施项目_
黄腊乡嘉惠村芦茅冲林下养鸡产
业路扩建项目

路面扩宽硬化1110m2（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碎
石垫层10公分）；铺设大渣石571.2m3；M7.5浆砌
堡坎231.9m3；路面抬高0.8米，宽4.5米，长
20米.
硬化道路（5cm碎石垫层，C20砼混凝土，厚度
15cm）1064.5m2；铺大渣石1032.5m3；浆砌块石
2020年5月-8月
砌堡坎83.35m3；浆砌块石沟帮堡坎261.3m3；沟
底硬化（C20砼混凝土，厚度10cm）137.5m2；沟
帮粉糊550m2；安装沟面盖板400块。
新建对门寨至瓜偏岩长1670m，宽4m，预留错车道
8个100㎡，挖机修剪找贫5个台班，陡坡120m路段
安装0.8m高警示柱60棵，M7.5块石浆砌堡坎
2020年6月-12月
11.5m³，部份路段大渣回填找平83.4m³，硬化面
积6780㎡（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
15cm）。
产业路建设长1470m，均宽4.5m，浆砌片石
2020年7月-10月 260m³，大渣回填1400m³，混凝土硬化6615㎡（碎
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
产业建设长1700m、均宽3.5m（含道路开挖、铺设
2020年6月-9月
大渣，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
15cm）。
路面硬化2150㎡（含回车道，C30砼混凝土厚度
2020年2月-5月 15cm）；扩宽路面堡坎、水池堤坝堡坎290m³；水
池堤坝路面填方300m³；购安内径0.6m涵管12m。
1.玲珑村场坝组折耳根基地产业路建设长280m，均
宽3.5m，大渣垫层0.4m，堡坎方量86m³，硬化面
积1030㎡（含回车道面积50㎡，碎石垫层铺设
2020年4月-10月 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2.水池面积30㎡
、高1.5m,浆砌石方量计30m³，水池底硬化30㎡
（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
3.购按内径1米的水泥制涵管10m。
2020年5月-8月

33

西秀区-黄腊乡_基础设施项目_
黄腊乡玲珑村场坝组折耳根基地
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981186557

西秀区扶贫办

黄腊乡人民政府

玲珑村

34

西秀区-轿子山镇_村基础设施_
轿子山镇虹龙村仓储场地硬化

5500000923078901

西秀区民宗局

轿子山镇人民政府

虹龙村

2020年4月-12月

35

西秀区-旧州镇_村基础设施_旧
州镇高坡村茶叶加工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

5500000912464091

西秀区民宗局

旧州镇人民政府

高坡村

2020年4月-12月

36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龙
潭村土角塌方路段堡坎建设项目

5500000923290533

西秀区民宗局

岩腊乡人民政府

龙潭村

37

西秀区-黄腊乡_村基础设施_黄
腊乡嘉惠村尖山组机耕道建设项
目

38

39

40

西秀区-新安街道_村基础设施_
西秀区新安办事处东门庄村产业
路硬化
西秀区-华西街道_村基础设施_
华西办小坡村长林大坡机耕道建
设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龙
潭村黑泥井至旧塘产业路开挖建
设项目

浆砌堡坎258立方，场地硬化3400平方，c20混泥
土（碎石垫层5cm），硬化厚度5cm.

新立12米电杆2根.10米电杆28根,架设10KV线路约
1800米，采用JKLYJ-50/10KV高压架空绝缘线，安
装油变250kVA一台及无功补偿装置一套，设立拉线
8套，安装ABB刀闸一组
塌方路段需建堡坎长24米，高15米。均宽1.7米，
2020年4月-12月
土方开挖700立方，建堡坎612立方。

项目补助标准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受益贫困户54户214人，预计户均增收200
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C20砼（15cm）70元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大渣60元/m³
受益贫困户88户295人，预计户均增收200
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C20砼（15cm）70元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大渣60元/m³
受益贫困户44户136人，预计户均增收200
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C20砼（15cm）70元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浆砌石300元/m³；
受益贫困户58户211人，预计户均增收300
大渣60元/m³
元。
C20砼（15cm）70元
/㎡；大渣60元/m³

小计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20.00

20.00

8.50

8.50

9.50

9.50

21.00

21.00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C20砼（15cm）70元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浆砌石300元/m³；
受益贫困户58户211人，预计户均增收300
大渣60元/m³
元。

37.00

37.00

降低农产品远输和种植成本，减少劳动力
C20砼（15cm）70元
投入，推动产业发展，间接带动全村农户
/㎡；浆砌石300元/m³；
及贫困户增收。带动第二、三产业融合发
大渣60元/m³
展，受益贫困户32户123人。

50.00

50.00

55.00

55.00

60.00

60.00

28.00

28.00

C20砼（15cm）70元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降低劳动生产成
/㎡；浆砌石300元/m³； 本，促进折耳根等产业的发展，受益贫困
大渣60元/m³
户6户25人。

15.00

15.00

C20砼（15cm）70元
/㎡；浆砌石260元/m³

项目建成后，完善产业基础设施，促进产
业发展，增加农户收入，受益农户659户
4048人，其中贫困户59户，187人。

30.00

30.00

100元/m

项目建成后，提高茶叶生产能力，促进贫
困人口增收，受益贫困户56户

18.00

18.00

8.00

8.00

27.50

27.50

18.00

18.00

10.00

10.00

6.00

6.00

C20砼（15cm）70元
项目建设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后方便
/㎡；浆砌石300元/m³； 群众生产，节约了劳动力成本，促进了贫
大渣60元/m³
困户增收，受益贫困户31户103人。
C20砼（15cm）70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浆砌石300元/m³；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大渣60元/m³
受益贫困户124户500人。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降低劳动生产成
硬化70元/㎡；填方60元
本，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受益贫困户105户
/m³；浆砌石300元/m³
346人。

130元/m³

5500000921221199

西秀区民宗局

黄腊乡人民政府

嘉惠村

2020年4月-12月

长1100m，均宽3.5m；错车道3个，每个12㎡，合
计36㎡；C20砼混凝土厚度15cm，1.3石垫层
10cm）；购安ø30涵管5道。

5500000963974747

西秀区民宗局

新安办事处

东门庄村

2020年6月-12月

新建产业路硬化长1200米，宽3.5米，硬化面积
4300平方（含错车道1个）

42元/㎡

5500000963938171

西秀区民宗局

华西办事处

小坡村

2020年6月-12月

新建产业路硬化长600米，宽3.5米，硬化面积
2200平方（含错车道1个）

45元/㎡

5500000923336127

西秀区民宗局

岩腊乡人民政府

龙潭村

2020年4月-12月

机耕道毛路开挖2000米，路面宽4.5米，错车道6
个（含土方开挖及回填）

3万元/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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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70元/㎡

项目建成后，受益农户103户512人，其中
贫困户15户，76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农户909户4106人，其中贫困户104户，
345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农户93户382人，其中贫困户7户，21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农户108户432人，其中贫困户8户，21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农户89户432人，其中贫困户20户，78人
。

备注

附件2

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41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箐
口村合作社养殖场附属设施建设
项目

5500000923275314

西秀区民宗局

岩腊乡人民政府

箐口村

2020年4月-12月

42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三
股水村岩头至林场产业路开挖建
设项目

5500000923351953

西秀区民宗局

岩腊乡人民政府

三股水村

2020年4月-12月

43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松
林村水淹坝至养猪场产业路开挖
建设项目

5500000923303977

西秀区民宗局

岩腊乡人民政府

松林村

2020年4月-12月

44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泉
塘居委会上院至新院产业路开挖
建设项目

5500000923317838

西秀区民宗局

岩腊乡人民政府

泉塘居委会

2020年4月-12月

45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龙
潭村龙下至跳花坡产业路开挖建
设项目

5500000923326322

西秀区民宗局

岩腊乡人民政府

龙潭村

2020年4月-12月

46

西秀区-旧州镇_村基础设施_旧
州镇海马村大汪组大葱种植基地
产业路

5500000958713057

西秀区民宗局

旧州镇人民政府

海马村

2020年6月-12月

47

西秀区-新场乡_村基础设施_新
场乡勇江村水井边组学校至沈家
坡产业路建设项目

5500000959671654

西秀区民宗局

新场乡人民政府

勇江村

2020年6月-12月

48

西秀区-杨武乡_村基础设施_贬
王村产业机耕道建设项目

5500000963942590

西秀区民宗局

杨武乡人民政府

贬王村

2020年6月-12月

49

西秀区-新场乡-村基础设施-新
场乡红桥村产业机耕道建设

5500000922645599

西秀区民宗局

新场乡人民政府

红桥村

2020年4月-12月

50

西秀区_村基础设施_大西桥坝区
安庄村大圆坡机耕道建设

5500000989388224

西秀区农业农
村局

西秀区农业农村局

安庄村

2020年6月-12月

51

西秀区-刘官乡_基础设施_刘官
乡七星村红土组鱼塘边产业路硬
化建设项目

5500000566235958

西秀区扶贫办

刘官乡人民政府

七星村

2020年9月-12月

52

西秀区_村基础设施_三星堡农田
灌溉高位水池建设项目

5500000989417889

西秀区扶贫办

刘官乡人民政府

三星堡村

2020年9月-12月

53

西秀区_村基础设施_黄腊乡羊边城
村绿地坝香葱种植基地产业路建设
项目

5500000989425097

西秀区扶贫办

黄腊乡人民政府

羊边城村

2020年9月-12月

54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2020年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
设施维修养护工程项目

5500000989972847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

2020年3月-12月

55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2020年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程

5500000989982718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

2020年3月-2020年
5月

56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2020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工
程

5500000989987318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

2020年2月-7月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项目补助标准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促进当地养殖业
的快速发展，增加农户收入，受益农户824
户3517人，其中贫困户180户，721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机耕道毛路开挖824米，路面宽4.5米，错车道2个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4.25万元/km
（含土方开挖及回填）
农户80户375人，其中贫困户22户，118人
。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机耕道毛路开挖1100米，路面宽4.5米，错车道3
2.27万元/km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个（含土方开挖及回填）
农户74户297人，其中贫困户13户，52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
机耕道毛路开挖1002米，路面宽4.5米，错车道3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4万元/km
个（含土方开挖及回填）
农户110户432人，其中贫困户38户，160
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机耕道毛路开挖1472米，路面宽4.5米，错车道4
1.7万元/km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个（含土方开挖及回填）
农户42户298人，其中贫困户11户，42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
新建产业路硬化长390米，宽3.5米，硬化面积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70元/㎡
1365平方，毛路硬化及平整414米，宽3.5米
农户687户2781人，其中贫困户85户300人
。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新建产业路硬化长600米，宽3.5米，硬化面积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68元/㎡
2200平方（含错车道1个）
农户436户1866人，其中贫困户130户536
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新建产业路硬化长500米，宽3.5米，硬化面积180
62元/㎡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平方（含错车道1个）
农户65户265人，其中贫困户27户112人。
项目建成后，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题，
产业路开挖1800米
10万元/km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
农户71户287人，其中贫困户11户，45人
长5500米（其中贵安大道至沪昆高速人行天桥710
。
米；坝区从西到东1980米，；高速路涵洞至坝区中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C20砼（15cm）70元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心750米；安庄进村路至人行天桥560米；溪桥小镇
/㎡；浆砌石300元/m³；
至安庄小桥1500米）宽4.5米机耕道路硬化.涉及
受益农户375户，其中贫困户31户，预计户
大渣60元/m³
表面腐殖土开挖8250m³，大渣换填7250m³，片石
均增收200元
浆砌1000m³，硬化27450㎡
C20砼（15cm）70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硬化产业路780米，均宽4米，堡坎300m³
/㎡；浆砌石300元/m³；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大渣60元/m³
受益农户200户，其中贫困户98户。
解决产业用水，提高灌溉效率、推动经济
新建200m³高位水池、部分管道铺设
2000元/m³
发展，促进农户增收，受益贫困户80户290
人。
羊边城村绿地坝香葱基地产业路建设长860m（其
中：第一段长296m，第二段长103米，第三段长30
机耕道建成后，可以有效的改善羊边城村
米，第四段长410米，第五段长21米）；宽均为
道路设施建设，产业路的修建既降低了香
3.5m，硬化总面积3060㎡（含错车道2个面积
C20砼（15cm）70元
葱种植的运输的成本，又提高了农户生产
50㎡）。大渣垫层方量计1047m³（含错车道
/㎡；浆砌石300元/m³；
生活的积极性，道路的修建将直接促进羊
15m³）。堡坎方量8m³（长13.3米，高1米，厚0.6
大渣60元/m³
边城村产业的发展，受益农户302户，其中
米）。安装内径0.6米的胶制涵管20米。新修长5m
贫困户38户。
、宽4m、跨度3m涵桥1座（桥墩浆砌石方量
43.2m³；桥面钢筋双层捆扎，C30砼混凝土方量
8m³；桥面护栏双面现浇20m）。
从保障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看，贫困地区
山洪灾害防治事关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西秀区山洪灾害防御系统31个站点养护维修
0.55万元/个
国家战略大局。此项目实施后，为约1000
户农户提供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其中约300
户贫困户400人。
解决脱贫攻坚发现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
64座水库三个责任人公示牌、禁示牌、管理制度制
护短板问题，保护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
1.5万/座
作及安装，及水库维修养护
点。受益农户约685户3000人，其中贫困
户42户90人
为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提供饮水安
更换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网，维修新建农饮蓄水
0.4万/处
全保障，受益农户约7500户，其中贫困户
池，新建农饮泵站等300处
约1100户2300人
养殖场地平整1300平方，含硬化1300平方，土方
开挖及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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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元/㎡

小计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5.00

5.00

3.50

3.50

2.50

2.50

4.00

4.00

2.50

2.50

20.00

20.00

15.00

15.00

12.00

12.00

18.00

18.00

250.00

250.00

41.00

41.00

40.00

40.00

35.00

35.00

22.00

17.00

95.00

95.00

124.00

124.00

5.00

备注

附件2

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57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Y159大龙潭至罗仙道路建设项目

58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X414凤凰至挖煤冲（金齿至梅旗
段）道路建设项目

59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Y154跳蹬场至大洞口道路建设项
目

60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Y108安监宿舍至油毛毡厂（安监
宿舍至柴家院段）道路建设项目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5500000989891760

西秀区交通运
输局

5500000989948436

西秀区交通运
输局

5500000989976234

西秀区交通运
输局

实施单位

西秀区交通运输局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罗仙村、石厂村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K0+658～K1+580、K2+840～K3+000、K3+640～
K4+336 共计 1.778 公里，对全路段病害处理
后，路面采用 3cm 厚 AC-13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5cm 厚 AC-16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路面总结构
层厚度 8cm ；
2020年6月-12月
K1+580～K2+840、K3+000～K3+640 段，共计 1.9
公里（拼宽路段另加 8cm 级配碎石底基层），对
全路段病害处理后，路面采用5cm 厚 AC-16 中粒
式沥青混凝土+20cm 厚水泥稳定碎石基层，路面总
结构层厚度为 25cm。
K34+960～K35+290,共计 0.34 公里，对全路段病
害处理后，路面采用 5cm 厚 AC-16 中粒式沥青
混凝土+20cm 厚水泥稳定碎石基层+20cm 厚级配
碎石底基层，路面总结构层厚度为 45cm，设计弯
沉值为 27.1（0.01mm）；K35+290～K38+470（拼
宽路段+8cm 级配碎石底基层），共计 3.18 公
2020年6月-12月 里，对全路段病害处理后，路面采用 5cm 厚 AC16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20cm 厚水泥稳定碎石基
层，路面总结构层厚度为 25cm，设计弯沉 值为
27.5（0.01mm）；K40+151～K41+021，共计 0.87
公里，对全路段病害处理后，路面采用+5cm 厚
AC-16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路面总结构层厚度为
5cm，总长4.38km。

西秀区交通运输局

刘官乡金齿村

西秀区交通运输局

轿子山镇大洞口
村

全线对全路段病害处理后，铺 5cm 厚 AC-16 中
2020年6月-12月 粒式沥青混凝土，路面总结构层厚度为 5cm，总长
1.07km。

轿子山镇跳蹬场
村、柴家院村

K0+300～K3+160、K4+160～K4+368 段，共计
3.068 公里，对全路段加铺 5cm 厚 AC-16 中粒
式沥青混凝土，路面总结构层厚度 5cm；K0+000
2020年6月-12月
～K0+300、K3+160～K4+160 段，共计 1.3 公
里，对全路段病害处理后，路面采用 5cmAC-16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20cm 厚水泥稳定碎石基层，路
面总结构层厚度25cm。

项目补助标准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小计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100万元/km

项目建成后有效改善了原有路面状况、使
项目沿线居民的经济生产及生活出行更加
高效便捷，降低农民种植蔬菜水果等运输
产业的生产成本，促进全村经济发展。受
益农户780户，其中贫困户36户。

367.80

367.80

100万元/km

项目建成后有效改善了原有路面状况、使
项目沿线居民的经济生产及生活出行更加
高效便捷，降低农民种植蔬菜水果等运输
产业的生产成本，促进全村经济发展。受
益农户1280户，其中贫困户129户。

438.00

438.00

100万元/km

项目建成后有效改善了原有路面状况、使
项目沿线居民的经济生产及生活出行更加
高效便捷，降低农民种植蔬菜水果等运输
产业的生产成本，促进全村经济发展。受
益农户986户，其中贫困户77户。

107.00

107.00

100万元/km

项目建成后有效改善了原有路面状况、使
项目沿线居民的经济生产及生活出行更加
高效便捷，降低农民种植蔬菜水果等运输
产业的生产成本，促进全村经济发展。受
益农户751户，其中贫困户54户。

436.80

436.80

100万元/km

项目建成后有效改善了原有路面状况、使
项目沿线居民的经济生产及生活出行更加
高效便捷，降低农民种植蔬菜水果等运输
产业的生产成本，促进全村经济发展。受
益贫困户800户，其中贫困户58人。

61.30

61.30

70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受益贫困户134户508人。

55.00

55.00

70元/㎡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农业生产运输难问
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
受益贫困户146户650人。

55.00

55.00

2.11万元/处

为农村饮水安全提供有效保障，解决7个村饮
水安全问题，受益农户约4000户16000人，其
中贫困户约350户900人。

57

57

5500000989981120

西秀区交通运
输局

61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Y158马家冲至张坪&#40;马家冲
至香樟树段）道路建设项目

5500000989987648

西秀区交通运
输局

西秀区交通运输局

轿子山镇大寨村

2020年6月-12月

62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岩
腊乡泉塘关口园至新哨朱兴付户
产业路硬化项目

5500000989965084

西秀区扶贫办

岩腊乡人民政府

泉塘居委会

2020年7月-10月

63

西秀区-岩腊乡_村基础设施_岩
腊乡松林村洞口至下冲产业路硬
化项目

5500000989966912

西秀区扶贫办

岩腊乡人民政府

松林村

2020年7月-10月

64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第二
批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工程

5500001235467088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65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罗仙
村河道治理项目

5500001235611279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东关办

2020年4月-2021年6 治理河道长度600m；新建河堤989m；保护河道两岸农田
月
面积205亩。

500元/米

保护河道两岸农田面积205亩，受益贫困户15
户44人。

30

30

66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5500001235616780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东关办、新安办、
七眼桥镇

2020年11月-2020年 安装管网8.2km；新建泵房1座；打井1座；现浇盖板1处
12月
。

12.5万元/处

为农村饮水安全提供有效保障，解决4个村饮
水安全问题，受益农户1520户6739人，其中贫
困户46户141人。

50

50

67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5500001235622705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各乡镇办

2020年10月-2021年3
月

2.29万元/套

为西秀区产业灌溉提供供水保障，受益农户约
3000户12000人，其中贫困户约200户350人。

343

343

14050.05

13485.90

二、农业产业生产发展

西秀区交通运输局

全线对全路段病害处理后，路面采用 18cm 厚
C30 水
泥混凝土，路面总结构层厚度为 18cm，总长
0.613km。
泉塘关口园至新哨朱兴付户产业路硬化项目长
1900m、均宽4m，硬化总面积7720㎡（设置错车道
6个面积共120㎡，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
土厚度15cm）。
松林村洞口至下冲产业路硬化项目长1700m、均宽
4.5m，硬化总面积7750㎡（设置错车道5个面积共
100㎡，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
15cm）。

杨武乡、岩腊乡、
新场乡、新安办、 2020年8月-2020年10 更换水泵及相应配套设备22套；水泵控制柜12台；新建
东关办、华西办、
月
管网2.56km；维修水池3座；新建泵房1座。
大西桥镇

安装供水计量设施150套，涉及5个乡镇30个村。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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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68

西秀区_产业项目_旧州镇浪塘村
产业机耕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5500000989362068

西秀区发改局

西秀区发改局

浪塘村

69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菜单
式”产业扶贫农业综合示范区辣
椒深加工二期建设项目

5500000886902259

西秀区扶贫办

贵州绿野芳田有限
公司

西秀区

70

西秀区_产业项目_安顺市西秀区
万亩白茶生态农业示范园茶叶深
加工厂建设项目

5500000886902652

西秀区扶贫办

安顺市西秀区农业
产业发展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西秀区

71

西秀区_教育（补助）培训_2020
年全员培训

5500000329397636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

72

西秀区_金融扶贫_2020年扶贫小
额信贷贴息

5500000329376059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

73

西秀区-蔡官镇_产业项目_蔡官
镇对长沙村蔬菜产业园冷库建设
项目

5500000886775682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对长沙村

74

西秀区-刘官乡_产业项目_刘官
居委会黑土地坝喷灌建设项目

5500000886824858

西秀区扶贫办

刘官乡人民政府

刘官居委会

75

西秀区-刘官乡_产业项目_三星
堡村菜苔种植产业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5500000886826019

西秀区扶贫办

刘官乡人民政府

三星堡村

76

西秀区-宁谷镇_产业扶贫_宁谷
镇红薯种植项目

5500000582503990

西秀区扶贫办

宁谷镇人民政府

各村

77

西秀区-七眼桥镇_产业项目_七
眼桥镇时屯村多肉植物花卉育苗
基地建设项目

5500000886400661

西秀区扶贫办

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时屯村

78

西秀区-双堡镇_产业项目_双堡
镇蔬菜产业化种植项目

5500000886427751

西秀区扶贫办

双堡镇人民政府

双青村、银山村
、军马村、塘山
村、塘上村

79

西秀区-新场乡_产业项目_新场
乡蔬菜产业化种植项目

5500000886241104

西秀区扶贫办

新场乡人民政府

枝杨村、红桥村
、场坝居委会、
花庆村、长树村
、勇江村

80

西秀区-岩腊乡_产业项目_岩腊
乡三股水村茶叶加工厂房建设项
目

5500000883448148

西秀区扶贫办

岩腊乡人民政府

三股水村

81

西秀区-杨武乡_产业项目_杨武
乡顺河村大闸蟹养殖项目

5500000886519788

西秀区扶贫办

杨武乡人民政府

顺河村

82

西秀区-蔡官镇_产业项目_蔡官
镇王家庄村林下食用菌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5500000981919382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王家庄村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项目补助标准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项目建成后，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受益农
户450户1800人，其中贫困户60户248人。
项目由申报单位组织实施，为确保贫困户
购置辣椒烘干配套设备5HGS-19X型8组（辣椒烘干
受益，采取“公司+贫困户”的运作模式。
2019年10月-2020
阵列设备8套、辣椒自动上料机8套、辣椒自动下料
255万元/组
按照保底分红+股权分红方式进行利益分配
年4月
机8套）
。受益贫困户650户2000人，人均增收500
元。
采取“公司+村级合作社+贫困户”的运作
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创造就业岗位。项目见效后10年内，按
照保底分红+股权分红方式对贫困户进行利
2019年9月—2020 新建加工厂4161㎡(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檐口高
益分配。项目覆盖受益贫贫困户分红标准
720元/㎡
年3月
6m、宽18m、长231.17m)
为500元/人/年，名额总数由每年分红资金
总额确定。其外，适度扩大茶叶种植规
模，可有效推动就业，优先聘用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业，增加贫困户的经济收入。受
益贫困户78户326人。
对西秀区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全员培训生
2020年1月-12月
对西秀区贫困劳动力开展全员培训
40元/人/天
活补助，以提高就业技能，增加收入，预
计补助1250人次
对西秀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进
对西秀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5万元以内扶贫小额信 按贷款额度的4.35%、
2020年1月-12月
行贴息补助；受益农户1300户，其中贫困
贷进行贴息补助
4.75%贴息
户1300户
冷库和交易市场建成后，解决农产品销售
对长沙村蔬菜产业配套冷库及制冷设备建设5个300
难的问题，带动周边村寨及贫困户务工，
2020年3月-6月 平方米（60㎡/个）,附属设施购安30千伏安变压器
1900元/㎡
同时也减少蔬菜销售的中间环节，增加农
、电杆、输电线路拉线、刀阐、令克等。
户收入，带动农户蔬菜规模化种植。受益
贫困户74户374人。
优先保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
给水管网购安20.5KM，喷头1500个，水泵购安一
同时扶贫资金量化入股部分产生利润70%分
2020年3月—6月
28元/m
套，泵房10㎡，配电安装
红给涉及村的贫困户，30%用作合作社管理
费用。受益贫困户44户182人。
优先保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
蓄水池一个、水泵房一个、国标50管3KM，国标25
同时扶贫资金量化入股部分产生利润70%分
2020年3月—6月
28元/m
管10KM。
红给涉及村的贫困户，30%用作合作社管理
费用。受益贫困52户216人。
促进红薯产业快速发展，促进农户增收，
2020年1月-12月
红薯种植4000亩种苗、肥料、农药补助
275元/亩
受益贫困户975户，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贫困户积极参该项目建设，增加务工收
多肉植物花卉育苗基地建设120亩，其中新建花卉
入，该项目利益联结全村贫困户，收益70%
2020年3月-6月
（多肉）大棚3624平方米，（连体钢架大棚8米
138元/㎡
用于贫困户分红，30%归村集体。受益贫困
*52米8个、8米*37米1个）
户40户119人，户均增收500元以上。
种植黄花菜100亩，对苗、农药、肥料、地膜等进
行补助，每亩补助1000元，补助资金为10万元；种
优先保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
植香葱185亩，对苗、肥料、农药、地膜等进行补
同时扶贫产业种植项目部分资金量化入股
助，每亩补助1350元，补助资金24.975万元；种 种植1000-1350元/亩； 到产业种植当中，扶贫资金量化入股部分
2020年3月-12月
植辣椒400亩，对苗、肥料、农药、地膜等进行补
喷灌设施1500元/亩
产生利润70%分红给涉及村的贫困户，30%
助，每亩补助1000元，补助资金40万元；新建产业
用作合作社管理费用。受益贫困261户887
基地喷灌实设施安装，补助资金45.025万元，项目
人，人均增收300元以上。
总资金120万。
新场乡种植蔬菜1000亩，其中：辣椒600亩（枝杨
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通过务工及分红产生
村350亩，红桥村100亩，场坝居委会90亩，花庆
2020年3月-10月
800元/亩
收益，受益农户883户3618人，人均增收
村60亩）、茄子400亩（枝杨村50亩，红桥村100
200元以上。
亩，场坝居委会150亩，长树村80亩，勇江村
新建茶叶加工厂800平方米，其中：1、场地平整及
优先保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
20亩）。
硬化800平方米；2、砖混结构茶叶加工房300平方
同时扶贫资金量化入股部分产生利润70%分
2020年3月-9月
688元/㎡
米（含门窗）；3、钢架棚200平方米；4、水、电
红给涉及村的贫困户，30%用作合作社管理
安装等附属设施。
费用。受益农户158户670人。
在杨武乡顺河村280亩大闸蟹养殖基地购买蟹苗35
项目产生效益后，纯利润的50％按照3:7模
万只及饲料、田螺、药品、蟹笼蟹杆等养殖用品。
式实行产业效益利益联接，即：30%用于合
2020年3月-12月
2.86元/只
其中蟹苗40.8万元，饲料及田螺45.9万元，药品
作社运转，70%用于贫困户分红。受益贫困
6.9万元，蟹笼蟹杆等养殖用品6.4万元。
户67户262人。
新建王家庄村龙天后山上6m*5m*5m蓄水池2个，
供水蓄水系统和冷库建设完成后，将为林
5m*6m冷库2个，直径32㎜供水管道900m，直径20 水池10万元/个；冷库7 下食用菌种植产业发挥重要的作用，将带
2020年6月-12月
㎜供水管道1500m（含各种管件配套阐阀、三通、 万元/个；水管54元/m 动周边农户及贫困户务工就业或入股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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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头、直接等）。
。受益农户92户310人。
2020年6月-12月

建设产业路3600m2，建设500蔬菜基地喷滴灌及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

1.2万元/亩

小计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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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83

西秀区-蔡官镇_产业项目_蔡官
镇王家庄村杭白菊加工厂房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

5500000981809355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王家庄村

2020年6月-9月

84

西秀区-蔡官镇_产业项目_蔡官
镇可瓦村林下食用菌加工厂房及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5500000981873592

西秀区扶贫办

蔡官镇人民政府

可瓦村

2020年6月-12月

5500000980546119

西秀区扶贫办

鸡场乡人民政府

鸡场居委会

2020年5月-8月

5500000980540073

西秀区扶贫办

鸡场乡人民政府

鸡场居委会

2020年6月-12月

5500000978892869

西秀区扶贫办

杨武乡人民政府

石平村

2020年5月-8月

85

86

87

西秀区-鸡场乡_产业项目_鸡场
乡鸡场居委会连石组食用菌大棚
维修项目
西秀区-鸡场乡_产业项目_鸡场
乡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生态家
禽养殖补助项目
西秀区-杨武乡_村基础设施_石
平村产业坝区灌溉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88

西秀区-杨武乡_产业项目_杨武
居委会食用玫瑰种植项目

5500000978966800

西秀区扶贫办

杨武乡人民政府

杨武居委会

2020年5月-12月

89

西秀区-杨武乡_村基础设施_民
族新村扶贫车间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5500000978919615

西秀区扶贫办

杨武乡人民政府

幸福社区

2019年4月-6月

90

西秀区-杨武乡_村基础设施_幸
福苑皮革加工厂建设项目

5500000978947097

西秀区扶贫办

杨武乡人民政府

幸福社区

2019年4月-6月

91

西秀区-双堡镇_产业项目_双堡
镇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产业草
莓基地建设项目

5500000981090380

西秀区扶贫办

双堡镇人民政府

双青村

2020年6月-12月

92

西秀区-双堡镇_产业项目_双堡
镇塘山村中华鲟养殖项目

5500000981113565

西秀区扶贫办

双堡镇人民政府

塘山村

2020年6月-12月

93

西秀区-新安街道_产业项目_新
安办彩虹社区虹藤合作社饮用水
配送项目

5500000982387080

西秀区扶贫办

新安办事处

彩虹社区

2020年4月-7月

94

西秀区-大西桥镇_产业项目_大
西桥坝区贵州农产品加工 扶贫
产业园10KV配电工程建设

5500000981873592

西秀区扶贫办

大西桥镇人民政府

河桥村

2020年6月-9月

95

西秀区-黄腊乡_基础设施项目_
黄腊乡香葱种植基地水管网建设
项目

5500000981243838

西秀区扶贫办

黄腊乡人民政府

羊边城村
嘉惠村

2020年2月-5月

96

西秀区-黄腊乡_产业项目_黄腊
乡龙青坝区莲藕种植项目

5500000981260314

西秀区扶贫办

黄腊乡人民政府

龙青村

2020年2月-8月

97

西秀区-旧州镇_产业项目_旧州
镇把士村食用菌种植基地菌棒采
购补助项目

5500000978835127

西秀区扶贫办

旧州镇人民政府

把士村

2020年5月11月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项目补助标准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项目建成后，带动周边村寨扩大种植杭白
①新建空气能菊花设备两套，主要有空气源热泵、 空气能菊花设备17.5万
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户及贫困
循环风机、不锈钢推车、烘房板材等；②生物质蒸 元/套；生物质蒸气发生
户务工，增加农户收入。受益贫困户103户
气发生器一套（含热水锅炉）。
器8.36万元/套
341人。
①新修彩钢瓦钢架结构大棚长40m、宽20m，棚高顶
高7.5m，肩高6m，地面硬化厚0.15米、面积800㎡
项目建成后，解决林下食用菌种植难的问
（含挖机地面平整、回填大渣、1.3石垫层浆砌四
题，带动周边村寨及贫困户务工，增加农
厂房356元/㎡；机械设
周边沟等）；②配套机械设备电机为90千瓦粉碎机
户收入，带动农户利用我镇林业资源优势
备16.5万元/套
、型号为15P烘干机、30型带具、型号为
规模化林下食用菌种植。受益贫困户46户
DFXZ5050L煮盐水菇设备、30匹动力的林下小型翻
173人。
土机等；③购安供水引水管道、输电电线路等；
解决产业大棚建设，提供产业发展基础设
钢架棚钢架加固48个、更换棚膜48个，每个棚面积
13元/㎡
施、推动经济发展。受益贫困户125户466
320㎡。
人，户均增收100元
扶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向易
养殖肉鸡8000羽，资金用于购买鸡苗、饲料、购买
50元/只
地搬迁贫困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促进贫
保险、防疫等。
困群众增收，受益贫困户59户244人。
建设石平村产业坝区及石平村平寨组200m³集成高
解决产业生产用水，提高效率、推动经济
位水池各一个，含场地平整、钢混水泥平台厚0.15
25万元/个
发展。受益贫困户80户290人，户均增收
米。
500元。
优先保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
种植食用玫瑰50亩，共计4000株，购苗、肥料、农
同时扶贫资金量化入股部分产生利润70%分
2000元/亩
药等用品。
红给涉及村的贫困户，30%用作合作社管理
费用。受益贫困户77户293人。
新建钢架雨棚180㎡；道路硬化1280㎡（碎石垫层
扶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向易
C20砼70元/㎡；钢架雨
铺设0.05m,C20砼,混凝土厚度0.15m）；新建车间
地搬迁贫困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促进贫
棚200元/㎡
用房等
困群众增收，受益贫困户240户973人。
扶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向易
改造装修杨武乡幸福苑皮革加工厂总面积4650㎡。
84元/㎡
地搬迁贫困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促进贫
困群众增收，受益贫困户73户318人。
1.大棚草莓育苗30亩；2.新建产业路长830m、均
扶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向易
宽4.5m（含路基开挖、路基 大渣回填、路肩墙建 1330元/亩；60元/km 地搬迁贫困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促进贫
设），碎石垫层铺设10cm、C20砼混凝土厚度18cm
困群众增收，受益贫困户234户871人。
向当地贫困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并且贫困
养殖中华鲟20万尾，资金用于购买鱼苗及饲料等
2.5元/尾
户产与经营收入分红，促进贫困群众增
收，受益贫困户83户284人。
彩虹社区安置点合作社饮水配送项目建设，仓储建
扶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向易
设（1个仓库建设、1个销售点建设），办公设备购
地搬迁贫困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促进贫
置（桌椅、电脑、打印机、密码柜等），购置周转
40万元/个
困群众增收；受益农户1294户，其中贫困
用饮用水桶3000个，购置送水皮卡车1台，三轮车5
户1253户
台，制作宣传文印资料等
新建智能真空断路器（ZW32(630A)）1台、隔离开
关（GW9-10/630A）2组、10kV高压跌落式避雷器
(HY5WS-17/50DL-TB)2组、高压计量装置一套
（TA:300/5 TV:10/0.1 0.2s）；新建10kV架空绝
缘线（JKLYJ-120mm²）总长度共计3.635km,新建
完善蔬菜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解决园
10kV电缆（YJV22-8.7/15kV-3×300mm²）总长度
区农业生产用电困难问题，使园区能够稳
共计180m,新建∅190×15m普通钢筋混凝土电杆2基
40万元/个
定向贫困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促进贫
、∅190×12m普通钢筋混凝土电杆5基、∅310×12m
困群众增收，受益贫困群众720户/2569人
大拔梢杆1基、∅230×15m大拔梢杆1基、∅
。
230×12m大拔梢杆1基，电缆敷设CPVC管共计38m
。大拔梢杆基础3基，其中包括∅310×12m大拔梢
杆1基、∅230×15m大拔梢杆1基、∅230×12m大拔
梢杆1基，共计使用C25混凝土 17.52m³，钢筋使
用279.2kg。
黄腊乡香葱种植基地水管网建设300亩。其中羊边
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促进当地农业产
城村绿地坝水管网建设235亩，嘉惠村九湾河水管
2330元/亩
业快速发展，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受
网建设65亩；砖混水肥一体化蓄水池4个，砖混配
益贫困户115户435人。
电房及肥料房4个。
产业项目的实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龙青坝区莲藕种植400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莲藕
750元/亩
增加贫困户的产业分红，受益贫困户34户
种苗、肥料、农药等生产物资
120人。
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岗位，优先聘用本地
购买菌棒20万棒
3.5元/棒
贫困户，产生利润按比例分红。受益贫困
户45户1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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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98

西秀区-旧州镇_产业项目_旧州
镇高坡蔬菜大棚科技种植项目

5500000978842298

西秀区扶贫办

旧州镇人民政府

高坡村

2020年5月11月

99

西秀区-轿子山镇_产业项目_轿
子山镇厦耳村林下食用菌产业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500000982116242

西秀区扶贫办

轿子山镇人民政府

厦耳村

2020年6月-9月

100

西秀区_教育扶贫_西秀区2020年
第二批贫困劳动力培训

5500000982048246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

2020年5月-12月

西秀区-刘官乡_产业项目_刘官
101 乡大米加工厂配套设施购买补助
项目

5500000981003684

西秀区扶贫办

刘官乡人民政府

嘉穗村

2019年11月-2020
年2月

西秀区-刘官乡_产业项目_刘官
102 乡金土村大洼冲水库林下养鸡补
助建设项目

5500000981014116

西秀区扶贫办

刘官乡人民政府

金土村

2020年6月-12月

西秀区-宁谷镇_产业项目_宁谷
103 镇铁架小拱棚食用菌种植建设项
目

5500000981475281

西秀区扶贫办

宁谷镇人民政府

木山堡村

2020年6月-12月

104

西秀区-宁谷镇_产业项目_上苑
村豆油皮加工厂建设项目

5500000982175705

西秀区扶贫办

宁谷镇人民政府

上苑村

2020年6月-12月

105

西秀区-新场乡_产业项目_新场
乡冷库建设项目

5500000982119140

西秀区扶贫办

新场乡人民政府

场坝居委会勇江
村、关山村

2020年8月-10月

西秀区-轿子山镇_产业项目_轿
106 子山镇讨兑寨茭白基地冷库建设
项目

5500000981889909

西秀区扶贫办

轿子山镇人民政府

讨兑寨

2020年6月-9月

107

西秀区-华西街道-产业项目-华
西办事处藤椒加工基地建设

5500000580276407

西秀区扶贫办

华西办事处

华西办

2020年6月-12月

108

西秀区_金融扶贫_2020年扶贫小
额信贷贴息2

5500000981373321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

2020年1月-12月

109

西秀区_金融扶贫_2020年强农贷
贴息

5500000981721649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扶贫办

西秀区

2020年1月-12月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2020年
110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茶叶有
机栽培）

5500000900157665

西秀区林业局

西秀区林业局

新场乡

2020年3月-12月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2020年
森林抚育补贴项目

5500000900169959

西秀区林业局

西秀区林业局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112 2020年水节约、保护和管理专项
工程

5500000990043783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111

国有老落坡林场
场部工区、鹅项
工区、下九工区
、国有甘堡林场
梅腰工区、柳细
塘工区
西秀区

2020年6月-12月

2020年3月-12月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项目补助标准

大棚科技种植蔬菜20亩，采购番茄种子（红宝石、
葫芦娃、梭形串红、黄妃、黄宝石、草莓番茄（大
茄）、黑妃）；肥料（硝酸钙、硝酸钾硫酸镁、磷
酸二氢钾、螯合铁、硫酸钾、硝酸铵）；包装耗材
（泡沫包装箱、封箱胶带、吸水纸等）；生产耗材
（邦蔓带、邦蔓机、育苗袋、垃圾桶、无纺布、采
摘桶）；农药（杀菌剂、杀虫剂、生长补充剂）及
植保费用等

2.5万元/亩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岗位，优先聘用本地
贫困户，产生利润按比例分红。受益贫困
户56户188人。

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解决产业发展的
安装增压泵1台、铺设管道安装2000米；大渣铺设 水泵1.5万元/台；水管 交通运输及用水困难问题，稳定向贫困群
产业道路长4000m、均宽4m、均厚30cm
70/m；产业路12万元/km 众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促进贫困群众增
收，受益贫困群众72户/192人。
对西秀区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全员培训生
西秀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培训
40元/人/天
活补助，以提高就业技能，增加收入，预
计补助1250人次
风网除尘购安（1.毛谷仓前道除尘风网及平台
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向贫困群众稳定就近
1套；2.车间清理及毛谷提升风网1套；3.去石机风
网1套；4.砻谷机风网1套；5.米机风网1套；6.抛
就业岗位，贫困户产业经营收入分红，促
30万元/套
光机风网1套；7.色选机及提升机风网1套；8.谷壳
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受益贫困户444户
仓顶除尘风网1套；9.粉碎机风网1套；10.脉冲粉
1666人。
尘混料绞龙1条；11.原料仓降温风网1套）
优先保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
饲养林下散养蛋鸡2174羽，每羽按46元对鸡苗、饲
同时扶贫资金量化入股部分产生利润70%分
46元/只
料等进行补助
红给涉及村的贫困户，30%用作合作社管理
费用。受益贫困61户200人。
铁架小拱棚食用菌种植建设项目：建设280个小拱
贫困户参与务工、对食用菌棚进行管理、
棚（单个规格：长4m、宽3m、顶高2.2m，面积约
1070元/个
利益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受益贫困户136
12㎡）。
户475人。
1、新建砖混结构厂房152平方米，车间内新建20个
带动建档立卡户发展豆油皮加工产业，解
柴火灶（包含铁锅），购磨浆机一套，建水塔2个
1710元/㎡
决就业，增加建档立卡户收入。受益贫困
（单个水塔储水量3吨）；2、新建20平方米冻库1
户10户36人。
个。
项目建成后，完善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
施，提高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
冷库建设3个共270平方，90平方米/个。
2330元/㎡
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受益农户1213户
4958人，其中贫困户12130户4958人。
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稳定向贫困群众
冷库建设一个，容量1000立方米
250元/m³
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促进贫困群众增收，
受益贫困群众54户/187人。
优先保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
新建藤椒加工厂房1500平方米（含厂房建设和采购
同时扶贫资金量化入股部分产生利润70%分
267元/㎡
加工设备）。
红给涉及村的贫困户，30%用作合作社管理
费用。受益贫困户92户332人。
对西秀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5万元以内扶贫
对西秀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5万元以内扶贫小额信 按贷款额度的4.35%、
小额信贷进行贴息补助，受益贫困户260户
贷进行贴息补助
4.75%贴息
。
对获得强农贷并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的企业进行贴 按贷款额度的4.35%、 申报强农贷的企业根据贷款金额带动贫困
息补助
4.75%贴息
户脱贫增收，受益贫困户10户
通过有机栽培示范采用采用标准化管理，
在西秀区新场乡枝杨村建设有机栽培示范500亩，
生产优质有机茶叶产品，促进产业可持续
示范茶叶有机栽培的土壤管理、茶园施肥、茶树修
发展，辐射带动周围群众种植发展有机茶
2000元/亩
剪、冻害防治、病虫害防治、病虫害防治及茶叶采
产业。带动当地农户增加收，受益贫困户
摘等技术。
114户477人，助力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
建设。
两国有林场为项目实施主体，项目通过委
实施中幼林森林抚育10000亩，其中：国有老落坡
托第三方的方式实施，参与务工人员全部
林场8000亩、国有甘堡林场2000亩。实施方式为
200元/亩
为项目区周边农户，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割灌除草、补植、修枝、施肥等。
主，涉及412户贫困户。参与务工412户贫
困户预计能增加务工收入100余万元。
开展农村水源保护46处，保障约6000户农
开展农村水源保护；安顺西秀区东屯乡渔业产业发
户饮水安全，其中贫困户约950户
12万元/处
展等。
2100人；为西秀区东屯乡渔业产业发展提
供有效保障，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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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50.00

50.00

65.00

65.00

100.00

100.00

30.00

30.00

10.00

10.00

30.00

30.00

26.00

26.00

63.00

63.00

25.00

25.00

40.00

40.00

72.00

72.00

8.00

8.00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556.00

556.00

备注

附件2

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项目补助标准

113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2020年
金刺梨病虫害绿色防控建设项目

5500000900178383

西秀区林业局

西秀区林业局

双堡、岩腊、刘
官、七眼桥、蔡
官

2020年2月-12月

采用太阳能杀虫灯、无公害黄板、有机肥、石硫合
剂等防治方案对6500亩金刺梨开展绿色防控工作.

46元/亩

114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2020年
金刺梨低效林改造项目

5500000900192907

西秀区林业局

西秀区林业局

西秀区各乡镇、
两国有林场

2020年5月-12月

对全区3.5万亩金刺梨开展低效林改造措施，实施
方式为修枝、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

307元/亩

1、机具购置。东方LX804拖拉机3台、河北圣和
1GQNGK-230旋耕机3套、大疆T16无人植保飞机1台
、大疆T20无人植保飞机1台、沃得4LZ-5.0MAQ全
喂入收割机1台、久保田2ZGQ-6D1（SPV-6CMD）插
2020年5月-12月
秧机1台，共计10台（套）。2、人员培训。培训农
户及基层农机工作人员30人。3、技术推广。召开
水稻机械化插秧、无人机植保演示现场会各一次，
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技术。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水稻全
115 程机械化绿色高效技术试验示范
项目

5500000990108013

西秀区农业机
械服务中心

西秀区农业机械服
务中心

旧州镇邢江村、
杨武乡石平村

西秀区_产业项目_刘官乡三星堡
村藕+虾种植补助项目

5500000989433982

西秀区扶贫办

刘官乡人民政府

三星堡村

2020年6月-12月

养殖藕+虾300亩，每亩补助1000元，包括开沟、
围网建设

1000元/亩

西秀区_公益岗位_西秀区2020年
117 小二型水库公益性管护岗位省级
补助资金

5500000990009464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

2020年1月-12月

52座小（2）型水库公益性岗位管理人员1年工资，
及2万元培训费。

1万元/座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轿
118 子山镇秀水村韭黄基地灌溉渠道
建设

5500000989994359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秀水村

2020年5月-2020年
6月

新建轿子山镇秀水村韭黄基地灌溉渠道700米

286元/m

5500000989978200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杨武乡

2019年2月-2019年 大坝整形及防渗处理，放水设施改造，改造闸门
10月
房，溢洪道防渗处理，改善农田灌面

116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119 2020年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120 2020年水库安全运行及除险加固
工程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黑
121
石头河段防洪工程项目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
122 2020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工程项
目

5500000990003089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

5500000990053038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鸡场乡

5500000990018184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东屯乡

8座小（2）型水库大坝整形及防渗处理，放水设施
2019年2月-2019年
改造，改造闸门房，溢洪道防渗处理，恢复改善扶
10月
贫产业种植灌面。
新建河堤2825m，清淤273m，拦河坝建设，桥梁拆
2020年7月-12月
除重建3处，保护农田。
2020年6月-2020年 小（2）型水库维修养护，大坝网格护坡，草皮护
8月
坡，闸门房两侧道路路面硬化。

16.67万元/套

820元/亩

2100元/亩
760/米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该项目为金刺梨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点，
在实施过程中采用专业技术人员带动各乡
镇贫困户实行专业队防治与群防群治相结
合，能与各乡镇（村社合一）合作社+农户
形成有效链接，与广大贫困户建立长效的
利益链接机制，帮助具备条件的贫困户家
家参与生产、户户稳定增收，确保农户种
植积极性，确保农业产业稳定、可持续发
展。项目惠及农户1000余户，涉及贫困户
50户，防治面积辐射带动10000亩左右
项目实施可带动400余户1000余人务工，
人均可增加务工收入6500余元，提高金刺
梨产量，增加农户收益，提高农户的种植
积极性，提供就业的机会，带动当地农户
增加收入3000万元，惠及贫困户1000余户
群众参与方面，一是合作社社员群众通过
项目实施参与到项目建设；二是通过流转
群众土地，进行水稻机械化、集中化、规
模化种植，示范点用工带动群众就业，增
加群众收入；在带动脱贫方面，一是在用
工方面采取贫困户优先措施；二是免费或
减免费用为贫困户提供作业服务；三是合
作社结对帮扶贫困户等措施，保证项目实
施在带动脱贫方面起到实效。受益贫困户
176户633人。
优先保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
同时扶贫资金量化入股部分产生利润70%分
红给涉及村的贫困户，30%用作合作社管理
费用。受益贫困户52户216人
52座小（2）型水库公益性岗位管理人员1
年工资及2万元培训费，涉及贫困户29户29
人。
项目实施后，带动全村230户586人（其中
贫困户45户172人）增产增收，使该村韭黄
产业基地供水得到有效保障，减少在农业
生产中劳动力的投入。
项目实施改善农田灌面980亩，受益农户
215户，其中贫困户37户49人，为农户增
产增收提供用水保障。
消除8座水库安全隐患，恢复改善扶贫产业
种植灌面2756亩，解决30户65贫困人口生
产种植用水，充分发挥水库效益。
农田保护2883亩，涉及农户717户，其中
贫困户280户510人。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30.00

30.00

1636.25

1075.10

50.00

50.00

30.00

30.00

54.00

54.00

20.00

20.00

81.00

81.00

582.00

582.00

216.00

216.00

800/亩

改善水库灌溉面积250亩，保障下游17户
21人贫困人口耕地灌溉用水。

20.00

20.00

1350/米

保障鸡场乡鑫堡村产业基地安全，保障贫
困户84户315人增产增收。

756.00

756.00

330万/个

项目实施后，保障大西桥镇蔬菜园区产业
用水，为脱贫产业增产增收提供有效保障
。受益贫困群众720户/2569人。

333.00

330.00

1615

1615

嫁接茄子苗每株补助1.2
实施4000亩嫁接茄子示范基地，支持用于收购的周 元，周转框每个补助35 采取合同种植、保底收购方式。预计贫困
转框、胶框、泡膜箱
元、胶框每个补助9.5元
户受益230户460。
、泡膜箱每个补助7元。

900

900

西秀区鸡场乡鑫堡村万亩白茶基地河段两岸防洪，
2020年8月-12月
综合治理长度3.098km，左右岸新建防洪堤
5.623km，河道清淤3.098km。
新建水源保护牌2块，铁栏栅100m，水源地清淤；
新建饮水管道1225m；新建500m³/d水厂一座，含
2019年6月-12月 一体化净水设备2套（单台Q=15m³/h），300m³调
节池一座，污泥池一座，加药加氯房一栋，脱泥房
一栋等。

123

西秀区_生活条件改善_西秀区黑
石头河段治理工程项目

5500000990005981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鸡场乡

124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高效蔬
菜园区应急供水项目

5500000990030433

西秀区水务局

西秀区水务局

大西桥镇高效蔬
菜园区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辣椒育
125
苗设施建设项目

5500001236314250

西秀区农业农
村局

西秀区农业农村局

16个乡镇办

育苗大棚每平方米补助
依托在双堡镇育苗基础，在16个乡镇种植
在双堡镇新建设标准化育苗大棚14000平方米，育 365元；辣椒预备苗每株
13万亩提供育苗支持（漂盘、基质、池膜
补助0.1元，漂盘每个补
2020年3月-11月 5000亩辣椒预备苗，支持育苗10万亩的漂盘、基质
助3.8元、基质每袋补助 等），采取合同种植、保底收购方式。预
、池膜。
计贫困户受益210户420人。
38元、池膜每卷补助500
元。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4000亩
嫁接茄子示范种植项目

5500001236320305

西秀区农业农
村局

西秀区农业农村局

16个乡镇办

2020年3月-11月

126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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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15

3.00

备注

附件2

西秀区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设计划表（全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127

西秀区_产业项目_西秀区优质草莓
示范种植项目

128

西秀区_产业项目_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及森林管护项目

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编号（纳入实施方案 （XX县XX局,项
项目需同步在项目库 目按照主管单
中进行标记）
位归集排序)

5500001236322106

西秀区农业农
村局

5500001237113450

西秀区林业局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详细地址：村 （XX年XX月-XX年
、街道）
XX月）

2020年投资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要说明）

西秀区农业农村局

轿子山镇
双堡镇
七眼桥镇

2020年3月-12月

建设30000平方米标准草莓种植大棚

西秀区林业局

17个乡镇办

2020年1月—12月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及聘请113名森林管护人员进行
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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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补助标准

项目预期效益
（主要是说明脱贫成效，简要说明）

建设标准草莓种植大棚
20000平方米补助342.5
贫困户务工、分红，预计贫困户受益25户
元/平方米；建设插地草
50人。
莓种植大棚10000平方米
补助100元/平方米。

1500元/月、人

为113名护林员增加收入150万元；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至村集体直接受益人数34000（包括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1182户5241余人，人均增加
1580元左右）

小计

整合财政涉农 其他筹措资
资金
金

785

785

647.8

647.8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