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滑县2021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投入资金总计

11060.48

10177.26

841.3

41.93

一、基础设施类项目合计 （36个）

4575.32

3692.1

841.3

41.93

2651.82

1886.32

723.6

41.93

（建设任务）

村

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目 （18个）

1

铺设废水排水管
城关街道办史 2500米，121.2万元，建
基础
新建
固村农村生活 设废水观察井 80个，
设施
废水排水项目 28.8万元，建设污水处
理设备一套 50万元。

2

枣村乡东姜庄 铺设废水排水管
基础
新建
村农村生活废 6300米，建设废水观察
设施
水排水项目
井46个。

3

铺设废水排水管
枣村乡西姜庄
基础
7520米，建设废水观察
新建
村农村生活废
设施
井49个，大三格废水处
水排水项目
理设施1座。

4

铺设废水排水管
白道口镇蔡胡
基础
4000米，建设废水观察
新建
村农村生活废
设施
井70个，建设小型污水
水排水项目
处理站1座。

5

铺设主街管道 1370米；
四间房镇九间
基础
废水观察井 48座；污水
新建
房村农村生活
设施
终端处理设备 1座；路面
废水排水项目
恢复费用

6

留固镇五方村
（后五方村、
基础
新建
前五方村）农
设施
村生活废水排
水项目

铺设污水管 DN300
3510m，污水检查井 154
个，污水处理站 1座，污
水过河提升泵站 3座，开
挖回填量8213.4m³，水
泥路面恢复 3928㎡。

城关街道
办事处

枣村乡

枣村乡

白道口镇

四间房镇

留固镇

史固村

东姜庄村

西姜庄村

蔡胡村

九间房村

后五方村
前五方村

200.00

95.00

105.00

132.68

199.94

200.00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200

提升754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95

提升345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05

提升346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32.68

提升627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99.94

提升264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200

提升656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7

八里营镇龙苑
新村（东苑村
基础
新建
、中苑村）生
设施
活废水排水项
目

8

（1）铺设废水排水管
赵营镇銮阁村
基础
1550米，建设废水观察
新建
农村生活废水
设施
井65个，（2）新建污水
排水项目
处理设备一座

9

大寨乡冯营村 铺设废水排水管
基础
新建
农村生活废水 3472米，建设废水观察
设施
排水项目
井59个。

10

老爷庙乡北石
铺设废水排水管
基础 村（北小寨
新建
（DN400)1160米，建设
设施 村)农村生活
检查井113座。
废水排水项目

11

万古镇御驾庄
基础 村（王庄村）
新建
设施 农村生活废水
排水项目

12

铺设雨污排水管
1114米，铺设废水排水
高平镇周谭村 管727米，铺设连接管
基础
新建
农村生活废水 437米，建设废水雨水观
设施
排水项目
察井146个、大三格废水
处理设施1座及恢复相应
路面。

13

铺设DN400废水排水管
2833米，建设废水观察
老店镇东马庄
基础
57个,开挖压实土方 3853
新建
村农村生活废
设施
立方米，路面恢复1600
水排水项目
平方米，提升井一座，
污水泵一台 。

14

慈周寨镇东九
基础 女堽村农村生
新建
设施 活废水排水项
目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铺设废水排水管 760米，
建设废水观察井 29个，
大三格废水处理设施 1座
以及路面恢复路面恢复
宽3米*长760米,2280平
方米，

铺设废水排水管 2951.65
米，建设废水观察井 140
个、大三格废水处理设
施1座。

铺设废水排水管
2556米，建设废水观察
井70个、大三格废水处
理设施2座。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八里营镇

东苑村
中苑村

赵营镇

銮阁村

大寨乡
冯营村

东冯营村
、西冯营
村

老爷庙乡

北石村
（北小寨
村)

万古镇

御驾庄村
（王庄
村）

高平镇

老店镇

慈周寨镇

周谭村

东马庄村

东九女堽
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130.28

119.80

131.13

51.01

199.98

200.00

73.33

199.96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130.28

提升590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过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19.8

提升887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雨水
建局
横流，提高群众对脱贫
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31.13

提升598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雨水
建局
横流，提高群众对脱贫
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51.01

提升342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99.98

提升190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200

提升628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及雨水横流 ，提高
群众对脱贫攻坚工作满
意度。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73.33

提升404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48.17

提升531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51.8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15

1.主街铺设400mm废水排
水管2830米，89.71万
元；2.次街胡同铺设
瓦岗寨乡东梦 200mm废水排水管
基础
新建
庄村农村生活 1991米，46.79万元；3.
设施
废水排水项目 建设废水观察井 135眼，
13.4万元；4.建设大三
格废水处理设施一座 ，
50万元。

16

焦虎镇五官村
（关邓村、关 铺设废水排水管 2568.17
基础
新建
刘村）农村生 米，检查井86个、废水
设施
活废水排水项 处理设施1座。
目

17

半坡店镇李屯 铺设废水排水管
基础
新建
村农村生活废 2300米，建设45吨污水
设施
水排水项目
处理设备。

18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小铺乡凤凰村
铺设废水排水管
基础 （苇园村）农
新建
4934米，建设大小废水
设施 村生活废水排
观察井382个。
水项目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瓦岗寨乡

东梦庄村

焦虎镇

五官村
（关邓村
、关刘
村）

半坡店镇

小铺乡

李屯村

凤凰村
（苇园
村）

道路硬化项目 （14个）

1

新建水泥道路长
白道口镇蔡胡
基础
1450米，宽4米，厚0.18
新建
村道路硬化项
设施
米，C25混凝土道路，
目
5800平方米。

2

1、道路硬化：6条胡同
长303米、宽4米、厚15
厘米，c25混凝土道路，
新建
基础 四间房镇肖村 1212平方米；
/改
设施 道路硬化项目 2、改建主街路480平方
建
米，厚18厘米，c25混凝
土道路，共计1692平方
米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四间房镇

镇蔡胡村

肖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99.8

提升488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14

提升179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00

投资100.00万元，铺设
废水排水管 4934米，建
设大小废水观察井 382
县住 个.提升310户群众生活
建局 质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67.32

便于627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7.49

便于170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58

114.00

100

17.49

县级
资金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农村生活废水排水项
目，项目建成后，形成
的公益性资产由村集体
自营，项目覆盖区域内
群众普遍受益 。

199.81

67.32

省级
资金

提升208户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人居环
县住
境，有效防止村内生活
建局
废水横流，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199.90

1558.5

白道口

中央资金

1440.78

117.7

41.93

0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3

新建龙苑新村 （中苑村
、东苑村）沿主街道胡
八里营镇龙苑
同30条，长度
基础 新村（东苑
新建
2418.9米，均宽
设施 村）道路硬化
2.93米，厚0.15米，c25
项目
混凝土道路 ，面积约
7087.4平方米。

4

（1）改建水泥道路 330
米，宽4米，厚0.18米，
新建
基础 赵营镇銮阁村 共计1320平方米；（2）
（改
设施 道路硬化项目 新建水泥道路长
建）
2198米，宽3米，厚0.15
米，共6594平方米

5

（1）新建水泥路面长
680米，宽5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基础 大寨乡冯营村 3400平方米；
新建
设施 道路硬化项目 （2）新建水泥路面长
472米，宽5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2360平方米；

6

（1）新建水泥道路长
1429米，宽5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7145平方米；（2）新建
水泥道路长 1169米，宽4
米，厚0.18米，c25混凝
土道路，4676平方米；
（3）新建水泥道路长
253米，宽3.5米，厚
0.15米，c25混凝土道
路，885.5平方米；
（4）新建水泥道路长
桑村乡路金德 939米，宽3米，厚0.15
基础
新建
村道路硬化项 米，c25混凝土道路，
设施
目
2817平方米；（5）新建
水泥道路长 170米，宽
2.5米，厚0.15米，c25
混凝土道路 ，425平方
米；（6）新建水泥道路
长930米，宽2米，厚
0.15米，c25混凝土道
路，1860平方米；（7）
新建水泥道路长 78米，
宽1.5米，厚0.15米，
c25混凝土道路，117平
方米；合计17925.5平方
米。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八里营镇

龙苑新村
（东苑村
、中苑
村）

赵营镇

銮阁村

大寨乡

冯营村
（东冯营
村、西冯
营村）

桑村乡

路金德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69.72

80.20

66.87

197.26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69.72

便于590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80.2

便于887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66.87

便于598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97.26

便于355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7

（1）新建水泥道路长 528
米，宽6米，厚0.18米，
C25混凝土道路 ，3168平
方米；（2）新建水泥道
路长40米，宽4米，厚
0.18米，C25混凝土道
路，160平方米；（3）改
老爷庙乡北石 建水泥道路长 294米，宽6
新建 基础 村（北小寨
米，厚0.18米，C25混凝
改建 设施 村)道路硬化 土道路，1764平方米；
（4）改建水泥道路长 254
项目
米，宽5米，厚0.18米，
C25混凝土道路 ，1270平
方米；改建水泥道路长
197米，宽4米，厚
0.18米，C25混凝土道
路，788平方米。合计
7150平方米。

8

（1）改建水泥道路长
490米，宽5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2450平方米；（2）改建
老爷庙乡北石 水泥道路长 360米，宽4
新建 基础 村（后石光
米，厚0.18米，C25混凝
改建 设施 村)道路硬化 土道路，1440平方米；
项目
（3）新建水泥道路长
444米，宽4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1776平方米；合计5666
平方米。

9

（1）新建水泥道路长
2748米、宽5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
13740平方米；需要资
金：159.5万元。
（2）改建水泥道路长 240
新建
上官镇干柳树 米、宽5米、,厚0.18米，
基础
（改
后街村道路硬 c25混凝土道路 ，1200平
设施
方米；需要资金：
建）
化项目
13.9296万元。
（3）新建水泥道路长 900
米、宽3米、厚0.15米，
c25混凝土道路 ，2700平
方米；需要资金：
26.5599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老爷庙乡

北石村
（北小寨
村)

老爷庙乡

北石村
（后石光
村)

上官镇

干柳树后
街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83.00

65.78

200.0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83

便于342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65.78

便于313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200

便于484户群众出行 ，
县交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通局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10

（1）新建水泥道路长
1243米，宽4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
4972平方米；（2）新建
水泥道路长 132米，宽4.5
米，厚0.18米，594平方
米，c25混凝土道路 ，
（3）新建水泥道路长 557
米，宽3.5米，厚
老店镇东马庄 0.18米，c25混凝土道
新建 基础
村道路硬化项 路，1949.5平方米；(4)
改建 设施
新建水泥道路长 374米，
目
宽3米，厚0.18米，c25混
凝土道路，1122平方米；
（5）改建损毁严重水泥
道路长251米，宽4米，厚
0.18米，1004平方米；
（6）改建损毁严重水泥
道路长315米，宽4米，厚
0.18米，1260平方米。合
计10901.5平方米。

11

（1）新建水泥道路长
1675米，宽3米，厚0.15
米，c25混凝土道路，
5025平方米；（2）新建
水泥道路长 424米，宽
3.5米，厚0.15米，c25
混凝土道路 ，1484平方
米；（3）新建水泥道路
基础 牛屯镇宋林村 长737米，宽4米，厚
新建
设施 道路硬化项目 0.15米，c25混凝土道
路，2948平方米；4.新
建水泥道路长 318米，宽
4米，厚0.18米，c25混
凝土道路，1272平方
米；5.新建水泥道路
1574米，宽5米，厚0.18
米，7870平方米；合计
18599平方米。

12

（1）新建水泥道路长
310米，宽6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1860平方米；（2）新建
水泥道路长 450米，宽4
半坡店镇李屯
基础
米，厚0.18米，c25混凝
新建
村道路硬化项
设施
土道路，1800平方米；
目
（3）新建水泥道路长
840米，宽4.5米，厚
0.18米，c25混凝土道
路，3780平方米；合计
7440平方米。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老店镇

牛屯镇

半坡店镇

东马庄村

宋林村

李屯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126.55

199.15

86.0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126.55

0.18米，1260平方
米；；合计10901.5平
方米。便于404户群众
县交
出行，改善村内交通条
通局
件，提高村民生产生活
质量，大大提高群众对
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99.15

便于568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86

便于179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13

1、新建水泥道路长 131
米，宽5米，厚0.18米，
c25混凝土道路，655平
方米；2、改建损毁严重
水泥道路长 1457米，宽5
米，厚0.18米，c25混凝
土道路，7285平方米；3
、新建水泥道路长
425米，宽4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王庄镇郎柳集 1700平方米；4、改建损
新建 基础
村道路硬化项 毁严重水泥道路长
改建 设施
目
218米，宽4米，厚0.18
米，c25混凝土道路，
872平方米；5、新建水
泥道路长348米，宽
3米，厚0.18米，c25混
凝土道路，1044平方
米；6、新建水泥道路长
2203米，宽3米，厚0.15
米，c25混凝土道路，
6609平方米。合计18165
平方米

14

新建水泥道路 ：1.宽
4米，长966米，厚0.15
米，c25混凝土道路，面
积3864平方米；2.宽
小铺乡凤凰村 3米，长1262米，厚0.15
基础
新建
（苇园村）道 米，c25混凝土道路，面
设施
路硬化项目
积3786平方米；3.宽2.5
米，长1006米，厚0.15
米，c25混凝土道路，面
积2515平方米；共10165
平方米。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王庄镇

郎柳集村

小铺乡

凤凰村
（苇园
村）

以工代赈项目 （3个）

1

新建李丁将村内主次街
道路宽6米长250米，厚
2021年滑县八
0.18米；宽3米长
基础 里营镇李丁将
新建
1603米，宽2米长
设施 村道路硬化项
611米，厚0.15米；C25
目
混凝土道路 。共计长
2464米，7531平方米。

2

新建岳营村内主次道路 2
条，主干道宽5米长200
2021年滑县老 米，厚0.18米；次干道
基础
新建
爷庙乡岳营村 宽3米长900米，厚0.15
设施
道路硬化项目 米；C25混凝土道路。共
计长1100米，3800平方
米。

八里营镇

老爷庙乡

李丁将村

岳营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199.16

中央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便于310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05

便于116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发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改委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53

便于474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发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改委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81.44

100

211

211

53.00

县级
资金

便于1161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交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通局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100.00

105.00

省级
资金

117.7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3

新建曹起营村主次道路 2
条：主干道长350米，宽
2021年滑县老
基础
5米，厚0.18米；次干道
新建
庙乡曹起营村
设施
长407米，宽5米，厚
道路硬化项目
0.18米；共计757米，
c25混凝土道路。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老爷庙乡

危房改造项目 （1个）

1

新建 基础 2021年滑县危 新建、改建农村危房 100
改建 设施 房改造项目
户。

有改造任
务的行政
村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280

通过实施该项目 ，有效
解决脱贫户 、边缘易致
县乡 贫户偿还贷款利息的压
村振 力，支持1500户脱贫户
兴局 、边缘易致贫户发展 ，
增加脱贫户 、边缘易致
贫户收入。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小额贷款贴息项目 ，
有效解决脱贫人口 、边
缘易致贫户缺资金难
题，带动其增收。

2021年1月

2021年11月

130.00

130

通过扶持辐射带动作用
强、带贫效果突出的产
业扶贫项目并对其实行
县乡 贴息，促进县域经济发
村振 展，带动脱贫户、边缘
兴局 易致贫户增收致富 ，使
更多的脱贫不稳定户 、
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
从中受益。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产业扶贫贷款贴息项
目，扶持辐射带动作用
强、带贫效果突出的产
业扶贫项目并对其实行
贴息，促进县域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人口 、边
缘易致贫户增收致富

2021年9月

2021年11月

597.3

597.3

对全县2020-2021学年
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享受政策的脱贫家庭
县乡 （含监测帮扶对象家
村振 庭）中的学生3982人
兴局 （次）进行补助，对往
年应补未补学生进行补
助。每生每学期补助
1500元。

通过对就读全日制中职
、高职的享受政策的脱
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
象家庭）学生进行补
助，引导和鼓励农村脱
贫享受政策家庭 （含监
测帮扶对象家庭 ）新生
劳动力接受中 、高等职
业教育，提高就业技能
水平和综合素质 ，从根
本上解决家庭增收难问
题。

2021年1月

2021年12月

0

金融扶贫项目 （2个）

410

410

0

0

对全县2020-2021学年接
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享
2021年滑县“ 受政策的脱贫家庭 （含
产业 雨露计划”职 监测帮扶对象家庭 ）中
新建
扶贫 业教育助学补 的学生进行补助 ，对往
年应补未补学生进行补
助
助。每生每学期补助
1500元。

滑县

验收时间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危房项目 ，项目建成
后，由户主自行管护 ，
使其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

154

0

教育扶贫项目 （1个）

完工时间

对100户农村危房进行
新建或改建 ，项目建成
县住
后300余名农村低收入
建局
人口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

154

0

滑县

开工时间

2021年11月

6485.16

2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2021年10月

53

6485.16

采取贷款贴息的方式 ,对
符合项目扶持范围且用
2021年滑县产
产业
于发展生产的流动资金
新建
业扶贫贷款贴
扶贫
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进
息项目
行贴息。按照2%的利率
贴息。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2021年3月

53.00

二、产业扶贫类项目 （37个）

滑县

绩效目标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实
施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
建成后，形成的公益性
资产由村集体自营 ，项
目覆盖区域内群众普遍
受益。

154

1

责任
单位

便于389户群众出行 、
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提
县发
高村民生产生活质量 、
改委
大大提高群众对脱贫攻
坚工作满意度 。

154

2021年滑县小 为脱贫户、边缘易致贫
产业
新建
额贷款贴息项 户在金融机构申请的小
扶贫
目
额贷款提供贴息 。

1

曹起营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280.00

597.3

597.3

0

0

备注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就业扶贫项目 （1个）

1

对2020年下半年建档立
卡贫困户接受短期技能
培训符合条件的应补未
补89人进行补助；对
2021年享受政策的脱贫
2021年滑县雨 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
产业
新建
露计划短期技 家庭）中受短期技能培
扶贫
训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
能培训补助
补助。根据受训劳动力
取得的技能等级证书的
工种分类，分别给予
1500元或1800元或2000
元三种标准的补助 。

滑县

设施农业产业扶持项目 （18个）

1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暖棚、冷棚、智能连栋
薄膜暖棚给予产业扶持
。建设内容主要为 ：1、
新建暖棚6栋，每栋大棚
规格：100m*13.3m ，每
栋净面积2亩，共12亩。
每栋需投资 66.2万元，
八里营镇刘苑
产业
共需397.2万元；2、新
新建
村设施农业产
扶贫
建冷棚10栋，每栋净面
业扶持项目
积2亩，共20亩，每栋需
投资16.55万元，共需投
资165.50万元；3、新建
智能连栋薄膜暖棚 1栋，
规格：64m*48m*8.3m ，
净面积4.6亩，需投资
151.64万元；以上合计
714.34万元。

八里营镇

刘苑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117.75

117.75

0

0

117.75

117.75

3208.95

3208.95

357.17

357.17

0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对2020年下半年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 89人进行短
期技能培训补助 ，对
2021年享受政策的脱贫
县乡 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
村振 家庭）中受短期技能培
兴局 训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
补助，引导脱贫家庭劳
动力参加技能培训 ，提
高脱贫家庭劳动力就业
技能。

通过对取得短期技能证
书的享受政策的脱贫家
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
庭）中的人口进行补
助，鼓励农村享受政策
的脱贫家庭 （含监测帮
扶对象家庭 ）中的劳动
力积极参加短期技能培
训，实现转移就业 ，解
决增收问题 。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2021年3月

验收时间

2021年12月

0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2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冷棚给予产业扶持 。建
白道口镇前安 设内容主要为 ：新建冷
产业
新建
村设施农业产 棚10栋，每栋大棚规
扶贫
业扶持项目
格：80m*16m，每栋占地
2亩，共20亩，需投资
120万元。

3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冷棚、暖棚及配套设施
给予产业扶持 。建设内
容主要为：1.新建冷棚8
栋，每栋大棚规格 ：
13.5m*150m*4.5m ，每栋
占地3.0375亩，共24.3
亩，需投资196.44万
城关街道办东
元；2.新建暖棚2栋，每
产业 小庄村设施农
新建
栋大棚规格 ：
扶贫 业产业扶持项
13.5m*150m*4.5m ，每栋
目
占地3.0375亩，共6.075
亩，需投资65.02万元；
3.肥水一体化设备及机
械设施，每亩需投资
5000元，共计
30.375亩，15.19万元；
以上共计：276.65万元
。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白道口镇

城关街道
办

前安村

东小庄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60.00

138.33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60.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38.33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4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暖棚及配套设施给予产
业扶持。建设内容主要
为：一、新建蔬菜暖棚
34栋，其中1、大棚规格
13m*170m*4.5m ，26栋；
每栋占地3.315亩，每栋
投资24万元，共
86.19亩；624万元。2、
城关街道办史 大棚规格
产业
新建
固村设施农业 13m*130m*4.5m ，8栋，
扶贫
产业扶持项目 每栋占地2.535亩，每栋
投资18.47万元，共
20.28亩，147.76万元；
二、肥水一体化设备 ：
肥水一体化配套设备及
及打农药设备 ；对新建
的106.47亩大棚按每亩
5000元概算，新建需资
金53.24万。以上共计
825万元。

5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冷棚及配套设施给予产
业扶持。建设内容主要
为：1.新建冷棚100栋，
每栋大棚规格 ：
4m*170m，每栋占地
1亩，共100亩，需投资
40万元；2、购买并安装
道口镇街道办
旁通式施肥器 304材质
产业 军庄村(白庄
新建
200L4台，离心式+网式
扶贫 村)设施农业
过滤器主径 75cm；喷灌
产业扶持项目
专用水带600米、等肥水
一体化配套设备 ，需投
资9万元；3.50微喷带2
万米，每米0.8元，共
1.6万元；4.旋转喷灌
400套，每套150元，共6
万元。以上共合计 ：
56.6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城关街道
办

道口镇街
道办

史固村

军庄村、
白庄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412.50

28.3

中央资金

412.50

28.3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受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
年拿出扶持资金的 8%，
项目收益金交县扶贫资
金池，由县级统筹使
用，以上收益资金主要
用于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县农 入和脱贫不稳定户 、边
业农 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
村局 扶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乡村振兴事业发
展，增加群众满意度 。
5年内上级政策有调整
的，执行上级政策 。5
年后，按照上级有关政
策执行。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归县所有 ，扶
持资金形成的资产出租
给新型经营主体 ；新型
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作为
收益金，收益金交县扶
贫资金池，由县级统筹
使用，收益金主要用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
易致贫户、脱贫户帮扶
及乡村振兴事业发展等
方面。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6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日光温室、暖棚及配套
设施给予产业扶持 。建
设内容主要为 ：1.新建
暖棚22座，每栋大棚规
格：20m*130m，每栋占
地4亩，共88亩，每座投
资42万元，共计投资924
万元；2.新建日光温室
10座，每栋大棚规格 ：
12m*100m
（21mmX100mm），每栋
占地3.15亩、温室使用
道口镇街道办
面积1.8亩，共31.5亩，
产业 顺南街村设施
新建
每座投资25万元，共计
扶贫 农业产业扶持
投资250万元；3.购买水
项目
肥一体化设备 32套，每
套1万元，共计投资32万
元；4.育苗设施蔬菜精
量播种机2台，每台5000
元，共计1万元；5.小型
制冰机1台，5万元；6.
育苗箱5台，每台
8000元，共计：4万元；
7.72孔穴盘2万个，每个
3元，共6万元；8.地热
线1万米，每米4元，共4
万元。以上共合计 ：
1226万元。

7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日光温室、棉被小拱棚
及配套设施给予产业扶
持。建设内容主要为 ：
1.新建棉被小拱棚
10座，每栋大棚规格 ：
12.5m*100m，每栋占地
1.5亩，共15亩，每座投
道口镇街道办 资20万元，共计投资：
产业 白庄村设施农 200万元；2.新建日光温
新建
扶贫 业产业扶持项 室4座，每栋大棚规格 ：
目
11m*67m
（17mmX67mm），每栋占
地1.7亩、温室使用面积
1.1亩，共6.8亩，每座
投资12.5万元，共计投
资50万元；3.肥水一体
化设施14套，每套1万
元，共14万元。以上共
合计：264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道口镇街
道办

道口镇街
道办

顺南街村

白庄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613.00

132.0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613.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县所有 ，
受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
年拿出扶持资金的 8%，
项目收益金交县扶贫资
金池，由县级统筹使
用，以上收益资金主要
县农 用于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业农 入和脱贫不稳定户 、边
村局 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
扶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乡村振兴事业发
展，增加群众满意度 。
5年内上级政策有调整
的，执行上级政策 。5
年后，按照上级有关政
策执行。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归县所有 ，扶
持资金形成的资产出租
给新型经营主体 ；新型
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作为
收益金，收益金交县扶
贫资金池，由县级统筹
使用，收益金主要用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
易致贫户、脱贫户帮扶
及乡村振兴事业发展等
方面。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32.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县所有 ，
受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
年拿出扶持资金的 8%，
项目收益金交县扶贫资
金池，由县级统筹使
用，以上收益资金主要
县农 用于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业农 入和脱贫不稳定户 、边
村局 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
扶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乡村振兴事业发
展，增加群众满意度 。
5年内上级政策有调整
的，执行上级政策 。5
年后，按照上级有关政
策执行。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归县所有 ，扶
持资金形成的资产出租
给新型经营主体 ；新型
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作为
收益金，收益金交县扶
贫资金池，由县级统筹
使用，收益金主要用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
易致贫户、脱贫户帮扶
及乡村振兴事业发展等
方面。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8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日光温室、暖棚及配套
设施给予产业扶持 。建
设内容主要为 ：1.日光
温室2栋，每栋大棚规
格：108*21m，每栋占地
3.4亩，共6.8亩，需投
留固镇双营中
产业
资74.8万元；2.新建暖
新建
街村设施农业
扶贫
棚4栋，每栋大棚规格 ：
产业扶持项目
20m*120m，每栋占地3.6
亩，共14.4亩，需投资
144万元；3.肥水一体化
设备：肥水一体化配套
设备及发酵池等 ，总需
投资18万元；以上共合
计：236.8万元。

9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冷棚及配套设施给予产
业扶持。建设内容主要
为：1.新建蔬菜冷棚 24
栋，每栋大棚规格 ：
8m*80m，每栋占地0.96
亩，共25亩，需投资
165.9万元；2.肥水一体
化设备：购买并安装YN留固镇程新庄
产业
TC01全自动控制机组
新建
村设施农业产
扶贫
1组，YN-ZNC单通道电脑
业扶持项目
精准施肥机 1台，粪便反
应池1个、喷灌专用水
带，排泄物稀释设备
（包括高压抗老化混肥
器、搅拌泵、过滤器机
组等）等肥水一体化配
套设备及发酵池 ，需投
资18万元；以上共合
计：183.9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留固镇双
营

留固镇程

中街村

新庄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118.40

91.95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118.4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91.95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10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暖棚及配套设施给予产
业扶持。建设内容主要
为：1.新建暖棚5栋，每
栋大棚规格 ：
140m*15m*5.5m ，每栋占
老爷庙乡黄庄
产业
地3.15亩，共15.75亩，
新建
村设施农业产
扶贫
需投资169万元；2.购买
业扶持项目
滴灌设备：内径16mm,滴
孔间距300mm，长度
21000米；内径63mm，长
度1400米；投资约5万
元；以上共合计 174万元
。

11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标准智能温室 、钢架育
苗温室、钢架育苗大棚
及配套设施给予产业扶
持。建设内容主要为 ：
新建工厂化育苗设施 ：
1.标准智能温室 (配
套)5184平方米
（72*72m），温室主体
投资96.9712万元，棚内
四间房镇潘张
产业
设备配套（滚动苗床
新建
村设施农业产
扶贫
等）104.0656万元；2、
业扶持项目
新建钢架育苗温室 （配
套）2栋（占地
100m*15m），投资38.16
万元，配套滚动苗床等
56.1万元；3.钢架育苗
大棚2栋（配套）
（18m*100m），投资
41.86万元，配套滚动苗
床等46.2万元；以上共
合计：383.36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老爷庙乡

四间房镇

黄庄村

潘张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87.00

191.68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87.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91.68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12

13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日光温室及配套设施给
予产业扶持 。建设内容
主要为：1、新增建设双
拱日光温室 2栋
（13*90m），每栋18.41
四间房镇高寨
产业
万元，需投资36.82万
新建
村设施农业产
扶贫
元；2、新增建设日光温
业扶持项目
室6栋（13*170m），每
栋20.367万元，需投资
122.202万元；3.温棚喷
灌系统配套 ：需投资
9.12万；以上共合计 ：
168.142万元。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日光温室给予产业扶持
。建设内容主要为 ：新
万古镇今古营
产业
建钢架结构日光温室
新建
村设施农业产
扶贫
8栋，每栋大棚规格 ：
业扶持项目
16m*80m，每栋占地2.5
亩；共20亩，需投入资
金64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四间房镇

万古镇今

高寨村

古营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84.07

32.0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84.07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32.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受扶持
对象连续5年每年拿出
扶持资金的 8%作为项目
所在村村集体经济收
入,扶持资金形成的收
益金，归项目所在村村
县农 集体所有，以上收益资
业农 金主要用于增加村集体
村局 经济收入和脱贫不稳定
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
贫户帮扶及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乡村振兴
事业发展，增加群众满
意度。5年内上级政策
有调整的，执行上级政
策。5年后，按照上级
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14

15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日光温室、冷棚及配套
设施给予产业扶持 。建
设内容主要为 ：1、新建
日光温室2栋，每栋日光
温室规格：10m*140m，
每栋占地2亩，共4亩，
王庄镇窦庄村 需投资32万元；新建冷
产业
新建
设施农业产业 棚18栋，每栋大棚规
扶贫
扶持项目
格：10m*140m，每栋占
地2亩，共36亩，需投资
144万元，以上共需投资
176万元；2、在120亩种
植园内安装滴管 、喷灌
、水肥一体设施 ，需投
资25万元；以上合计共
201万元。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冷棚及配套设施给予产
业扶持。建设内容主要
为：1.新建特色种植园
区冷棚30栋，每栋
14m*142m,每栋占地
王庄镇沙店北 3亩，需投资360万元；
产业
新建
街村设施农业 2.肥水一体化设备 ：购
扶贫
产业扶持项目 买并安装YN-TC01全自动
控制机组30组，需投资
27万元、YN-ZNC单通道
电脑精准施肥机 1台，滴
灌专用水带 ，需投资6万
元。以上合计共 393万元
。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王庄镇

王庄镇

窦庄村

沙店北街
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100.50

196.5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100.5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96.5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16

17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暖棚及配套设施给予产
业扶持。建设内容主要
为：1.新建暖棚10栋，
每栋大棚规格 ：
15m*150m*5.5m ，每栋占
地3.4亩，共34亩，需投
上官镇吴村设
产业
资329.09万元；2.肥水
新建
施农业产业扶
扶贫
一体化设备 ：购买并安
持项目
装YN-TC01全自动控制机
组10组，需投资2万元、
YN-ZNC单通道电脑精准
施肥机10台，需投资3万
元；3.喷灌专用水带 ，
需投资5万元；以上共合
计：339.09万元。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日光温室、暖棚给予产
业扶持。建设内容主要
为：1、新建日光温室 8
栋，每栋大棚规格 ：
慈周寨镇北李 100m*15m，每栋占地
产业
新建
庄村设施农业 5亩，共40亩，需投资
扶贫
产业扶持项目 240万元；2.新建暖棚5
栋，每栋大棚规格 ：
100m*20m，每栋占地
4亩，共20亩，需投资
158万元；以上共合计：
398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上官镇

慈周寨镇

吴村

北李庄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169.55

199.0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169.55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99.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18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日光温室给予产业扶持
。建设内容主要为 ：1、
新建蔬菜日光温室 5栋，
每栋大棚规格 ：
慈周寨镇后柿 145m*15m，每栋占地
产业
新建
园村设施农业 6亩，共30亩，需投资
扶贫
产业扶持项目 250万元；2、新建蔬菜
日光温室4栋，每栋大棚
规格：110m*15m，每栋
占地5亩，共20亩，需投
资144万元。以上共合
计：394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慈周寨镇

后柿园村

农产品加工奖补项目 （15个）

1

对新型经营主体在不违
背环保、土地政策要求
白道口镇郝村
产业
下新购置的设备给予产
新建
农产品加工奖
扶贫
业扶持：购买粮食精选
补项目
加工设备2套，投资110
万元。

白道口镇 郝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中央资金

197.00

197.00

2151.16

2151.16

55.00

55.00

省级
资金

0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0

备注

序
号

2

3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在不违
背环保、土地政策要求
老爷庙乡后石 下新购置的设备给予产
产业
新建
光村农产品加 业扶持：500公斤空气能
扶贫
工奖补项目
烘干机1台，80型枝条粉
碎机1台，总投资10万元
。

对新型经营主体在不违
背环保、土地政策要求
下新购置的设备给予产
业扶持：投资105万元购
老爷庙乡苏小
产业
置配套设备 :拉申膜真空
新建
寨村农产品加
扶贫
休闲食品包装机生产线 1
工奖补项目
台，水处理净水生产线 1
套，盐水注射机 1台，高
温杀菌锅1个，电气两用
煮肉锅6台。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老爷庙乡 后石光村

老爷庙乡 苏小寨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5.00

52.5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5.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6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52.5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7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4

5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不违背环保 、土地政策
万古镇杜庄村
产业
要求下购置的设备给予
新建
农产品加工奖
扶贫
产业扶持：购买红薯酸
补项目
辣粉自动加工设备 1套，
投资114.8万元。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不违背环保 、土地政策
要求下的农产品加工厂
房、设备给予产业扶
万古镇前营村
产业
持：新建农产品加工生
新建
农产品加工奖
扶贫
产厂房1000平方米，投
补项目
资100万元。投资260万
购买农产品 （芦荟）加
工设备1套；投资总合计
360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万古镇

万古镇

杜庄村

前营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57.40

180.0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57.4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8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80.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9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6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不违背环保 、土地政策
要求下的农产品加工厂
房、设备给予产业扶
持：一、炒花生果生产
线：1.定量提升喂料机 1
台3.0万；2.DCCZ 7-15
中型电磁炒货机 1台5.6
万；3.风选振动筛 1台
2.5万；4.冷却输送设备
1台4.7万。二、花生米
精选生产线 ：1. 去石机
1台3.0万；2.花生果剥
王庄镇大柳树
产业
壳机1台4.2万；3.花生
新建
村农产品加工
扶贫
米筛选机1台5.0万；4.
奖补项目
挑拣输送带 1台2.0万。
三、花生芽苗菜设备 ：
1.芽苗菜生产设备 1套
3.0万；2.操作分拣台1
台1.0万。四、花生产品
辅助设备：1.花生专用
包装秤1台4.5万；2. 连
续封口机-输送带组1台
4.0万；3.真空包装1台
2.5万。五、厂房 400平
车间厂房、厂房地面、
隔断55万。 投资总合计
100万元。

7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在不违
背环保、土地政策要求
下新购置的月饼馅料 、
素食生产设备给予产业
扶持，具体包括：1、夹
慈周寨镇王吴 层锅10台，30万元；2、
产业
新建
娘寨村农产品 上料车20个，3.2万元；
扶贫
加工奖补项目 3、滚柔机4台，4.8万
元；4、激光打码机
2台，5万元；5、全自动
包装机2台，76万元；6
、传送带1套，2万元；
投资总合计 121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王庄镇

慈周寨镇

大柳树村

王吴娘寨
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50.00

60.5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50.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0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60.5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1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8

9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不违背环保 、土地政策
要求下的农产品加工厂
房、设备给予产业扶
赵营镇付乱革
产业
持：1.新建农产品加工
新建
村农产品加工
扶贫
生产厂房700平方米，投
奖补项目
资8万元；2.购置大蒜蒜
米加工设备一套 ，投资
60万元；投资总合计68
万元。

对新型经营主体在不违
背环保、土地政策要求
上官镇陶家村
产业
下新购置的设备给予产
新建
农产品加工奖
扶贫
业扶持：新购置空气能
补项目
烘干设备8套，每套12万
元，总投资96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赵营镇

上官镇

付乱革村

陶家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34.00

48.0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34.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2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48.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3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项目内容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10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和
改建的不违背环保 、土
地政策要求下的农产品
加工厂房（车间）、设
备给予产业扶持 ：1.新
建农产品加工生产厂
房：玉米裹粉厂房 2200
平方米，总投资234万
元；2.改建玉米粉再加
上官镇赵关庄
产业
工延伸线项目 （玉米膨
新建
村农产品加工
扶贫
化食品）生产车间，投
奖补项目
资50万；3.购买粮食精
选加工设备 ：玉米裹粉
加工设备一套 ，总投资
747.9万元；4.玉米粉再
加工延伸线项目 （玉米
膨化食品），购买加工
设备一套，投资350万
元；投资总合计 1381.9
万元。

11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在不违
背环保、土地政策要求
焦虎镇屯集村
产业
下新购置的设备给予产
新建
农产品加工奖
扶贫
业扶持：购买全自动灌
补项目
装机6台，大型精选机一
台，总投资40万。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上官镇

焦虎镇

赵关庄村

屯集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690.95

20.00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690.95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4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20.0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5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12

13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不违背环保 、土地政策
要求下的农产品加工厂
房、设备、冷藏库给予
产业扶持：1.两层标准
净化车间4420平方米
（食品级净化车间 ，用
老店镇马兰集 防火材料），合计353万
产业
新建
村农产品加工 元；2.蛋类清洗、加工
扶贫
奖补项目
、分拣、包装机械设备
一套，合计220万元；3.
净化设备35万元，电货
梯30万元；4.速冻隧道
一套，合计160万元；5.
新建200吨冷藏库1座，
投资34.6万元；投资总
合计832.6万元。

在不违背环保 、土地等
政策要求的前提下 ：投
资241.7万元。其中1、
新建标准化车间 1536平
米，130.5万元。2、购
置设备：食品成型机3台
瓦岗寨乡东梦
产业
29.5万元；45立方速冻
新建
庄村农产品加
扶贫
库38万元；300立方冷冻
工奖补项目
库22万元；和面机一台
2.4万元；大型热水器
0.6万元；工作台30台
7.5万元；化验设备3万
元；净水机3万元；包装
设备5.2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老店镇

马兰集村

瓦岗寨乡 东梦庄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416.30

120.85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416.3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6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120.85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7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序
号

项目 项目
性质 类别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14

对新型经营主体在不违
背环保、土地政策要求
下新购置的设备 、冷藏
瓦岗寨乡瓦岗 库给予产业扶持 ：1.投
产业
新建
寨村农产品加 资13万元购置设备 ，分
扶贫
工奖补项目
离机、过滤机；2.新建
冷库200吨一座，投资
34.6万元；投资总合计
47.6万元。

15

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建的
不违背环保 、土地政策
要求下的农产品加工厂
房、设备、冷藏库给予
产业扶持：1.新建花椒
烘干、分拣、包装车间
2000平方米，投资370万
元；2.购买花椒烘干 、
分拣、包装等设备 ，共
半坡店镇李屯 计232.32万元，其中包
产业
新建
村农产品加工 括烘干机空气能 3台，投
扶贫
奖补项目
资25.5万；筛椒机4台，
投资1.52万；色选机
2台，投资90万；形选机
1台，投资5.5万；X光机
1台，投资62万；自动封
袋机1台，投资45万，封
口机1台，投资2.8万；
3.新建500吨冷藏库
1座，投资71.4万元。投
资总合计673.72万元。

建设地点
补助
标准 乡（镇）
村

瓦岗寨乡 瓦岗寨村

半坡店镇 李屯村

投入资金规模
合计

23.80

336.86

中央资金

省级
资金

县级
资金

责任
单位

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
机制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
招投标时间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验收时间

23.80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8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336.86

项目建成后 ，扶持资金
形成的资产归项目所在
乡镇（街道）所有，受
扶持对象连续 5年每年
拿出扶持资金的 8%，其
中50万元扶持资金形成
的收益金，归项目所在
村村集体所有 ，扶持资
金超过50万元部分形成
的收益金，交所在乡镇
县农
（街道）统筹使用，以
业农
上收益资金主要用于增
村局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
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户帮扶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增
加群众满意度 。5年内
上级政策有调整的 ，执
行上级政策 。19年后，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

利用县统筹整合资金对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农
业产业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进行扶持 。项
目建成后，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按照资金扶持
额度进行分类确权到乡
或村，扶持资金形成的
资产出租给新型经营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连续
5年每年拿出扶持资金
的8%作为收益金，按照
县统筹整合资金扶持额
度，对项目收益金进行
分类归乡、村所有，收
益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 、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户帮扶及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等方面 。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