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县 2020 年度财政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方案的公告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
44 号）等相关要求，结合年度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统筹考虑
涉农资金来源计划，编制完成了《石渠县 2020 年财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并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 9 次
会议审定同意。现公告如下。
监督电话：0836-8621101；电子邮箱：304430781；通
讯地址：石渠县尼呷镇德吉中街第二办公区三楼扶贫开发
局。

附件：石渠县 2020 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
案

石渠县脱贫攻坚领导组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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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县 2020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方案
第一章

序言

(一)方案编制依据。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
见》(川办发[2016]44 号)等相关要求，结合年度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统筹考虑涉农资金来源计划，我县认真编制了《石
渠县 2020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
(二)方案编制因由。为了更好拓展扶贫资金来源渠道、
落实政策要求、转变资金使用方式、创新财政扶贫机制、提
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益、集中财力脱贫攻坚，特编制此方案。
(三)方案编制原则。此方案按照聚焦目标任务、实施精
准扶贫，坚持规划先行、精准精确施策，坚持拾遗补缺、弥
补脱贫短板，精准资金投向、提升使用绩效，创新筹资方式、
形成多元投入，整合涉农资金、发挥聚合效应等原则进行编
制。
第二章 目标任务
(一)年度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围绕 2020 年实现 96 户 407
人脱贫，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 4100 元以上，进一步
巩固提升脱贫成功，稳步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二)项目建设目标。通过扶贫项目建设，彻底解决贫困

村、贫困户基础设施及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做到进
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成效。
(三)资金整合目标。根据 112 个脱贫村 5717 户 25444
人脱贫人口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的需求，2020 年计划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3168.15 万元,用于 2020 年脱贫村、
脱贫户的基础设施及产业发展项目建设。
第三章

工作措施

(一)有效衔接规划。按照全县脱贫攻坚规划和年度实施
计划，结合脱贫攻坚贫困村、户制定切实符合实际的资金整
合使用方案。
(二)实行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扶持。按照规划到村、帮扶
到户、兑现到人的要求，强化资金安排使用与建档立卡结果
相衔接，优先安排资金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确保完
成“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任务。
(三)明确资金管理部门。资金统筹整合后，每个项目资
金使用的管理部门必须明确，由资金管理部门负责资金的管
理、使用及项目建设。
第四章

项目建设

(一)基础设施项目。
1.农村交通。
1.1 实施地点。新荣乡新荣三村、虾扎镇它须村、温波
镇尼虾村、呷依乡尼达村、尼呷镇菊姆村、阿弟村、古恩村。

1.2 建设内容和规模。一是新建通村公路 5.5 公里及 15
延米桥梁一座；二是新建一座 40 延米桥梁；三是新建土路
5.625 公里，路宽 5 米；四是路线全长 122m，其中桥全长 66m，
为 3×20m 后张法预应力钢筋砼 T 梁桥，连接线长 56m，桥梁
和路基宽度均为 7.5m；五是道路长度为 364 米，宽度为 9 米；
六是道路长度为 364 米，宽度为 9 米；七是便民通行道改造。
1.3 建设标准。一是计划新建泥结碎石路面公路 5.5 公
里，路面宽 4.5 米及建设桥梁 1 座，桥面宽 3.5 米、长 15
延米。二是计划新建 40 延米桥梁一座，桥面宽 3.5 米，设
八字墙。三是新建土路 5.625 公里，路宽 5 米，每公里 8 万
元。四是路线全长 122m，其中桥全长 66m，为 3×20m 后张
法预应力钢筋砼 T 梁桥，连接线长 56m，桥梁和路基宽度均
为 7.5m，每延米 3.597 万元。五是新建村内道路 457.8 元/
平方米。六是新建村内道路 457.8 元/平方米。七是建设便
民道路 2184 平方米。
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0 年 5 月底前启动
实施，2020 年 10 月全面完成。
1.5 项目效益。一是新荣乡新荣三村通村路及桥梁建设
项目项目实施后，解决 1 个贫困村 36 户贫困户的出行困难，
为当地发展和致富问题提供交通保障。 二是虾扎镇它须村
桥梁建设项目实施后，解决 1 个贫困村 96 户贫困户的出行
困难，为当地发展和致富问题提供交通保障。三是解决 1 个

贫困村 51 户贫困户的出行困难，为当地发展和致富问题提
供交通保障。四是解决 1 个贫困村 54 户贫困户的出行困难，
为当地发展和致富问题提供交通保障。五是解决 1 个贫困村
50 户贫困户的出行困难，为当地发展和致富问题提供交通保
障。六是解决 1 个贫困村 40 户贫困户的出行困难，为当地
发展和致富问题提供交通保障。七是解决 1 个贫困村 26 户
贫困户的出行困难，为当地发展和致富问题提供交通保障。
2.微小水利。
2.1 实施地点。洛须镇拉空龙村，洛须镇温拖村，长须
贡玛乡查加村，真达乡傲一村，尼呷镇菊姆村、阿弟村，长
须贡玛乡五村，瓦须乡六村，起坞乡觉悟二村、觉悟五村，
奔达乡呷巴村，洛须镇温托村，正科乡生巴村，正科乡许巴
村，真达乡真达村，洛须镇丹达村等全县 22 个乡镇 164 个
行政村。
2.2 建设内容和规模。一是新建洛须镇拉空龙村灌溉渠
3.5 公里；二是新建洛须镇温拖村灌溉渠 3.5 公里；三是治
理长须贡玛乡查加村小流域 4 公里，通过该工程保障该地区
农牧民生产生活安全；四是治理真达乡傲一村小流域 1.5 公
里，通过该工程保障该地区农牧民生产生活安全；五是新改
建 1 座日供水 15m³小型集中供水 1 座；六是对生活用水及管
道进行改造升级；七是新建深水井 6 口；八是维修改造引水
工程 4 处；九是新建引水工程一处，维修改造自流引水工程

三处;十是采购水质净化设备 100 套，一体化房 23 套，维修
300 处安全引水设施设备。
2.3 建设标准。一是洛须镇拉空龙村计划新建灌溉渠 3.5
公里，高 40cm,宽 30cm；二是洛须镇温拖村计划新建灌溉渠
3.5 公里，高 40cm,宽 30cm；三是长须贡玛乡查加村计划治
理小流域 4 公里,沿道路建 20cm*30cm 排水沟；四是真达乡
傲一村计划治理小流域 1.5 公里，建设拦水墙高 2 米；五是
新改建 1 座日供水 15m³小型集中供水 1 座，0.5 万元/㎡；六
是对生活用水及管道进行改造升级，0.02 万元/m；七是新建
深水井 6 口，15 万元一口；
八是维修改造一处引水单价 17.75
万元；九是维修改造自流饮水工程一处 19 万元，维修改造
三处自流引水工程共计 57 万元；
十是一套水质净化设备 0.25
万元，100 套水质净化设备共计 25 万元，一台一体化水井房
4.8 万元，23 台共计 110.4 万元，维修一处供水工程 1.032
万元，维修 300 处共计 306.6 万元。
2.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0 年 5 月底前启动
实施，2020 年 11 月全面完成。
2.5 项目效益。通过该工程保障该地区 112 个贫困村
5717 户贫困户和农牧民生产生活安全。
3.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3.1 实施地点。一是石渠县 23 个乡镇 164 个村；二是阿
日扎镇、呷依乡八若一村；三是石渠县雅砻江上游深度贫困

乡镇四乡一镇贫困村及蒙宜镇蒙宜村、麻呷乡昌拖村、色须
镇、格孟乡、呷依乡、尼呷镇、国营牧场（起坞乡觉吾村）
德荣玛乡、长沙贡玛乡、新荣乡等涉及贫困村。
3.2 建设内容和规模。一是建设村内道路（土路）6.1 公
里，二是建设安全饮水 35 处；三是房屋加固提升 149 户，围墙
2529 米，地坪 2030.38 平方米，铁门 326.8 平方米；四是围墙
5620 米、加固提升 84 户、砼地坪 589.5 平方米；五是围墙 1030
米长；房屋加固提升 3 户，便民砼道路 250.67 平方米；六是建
设 3100 米围墙；七是 30 户房屋加固提升；八是房屋加固提升 9
户；九是加固提升房屋建设 40 户，1373.06 平方米混泥土便民
道路、围墙大门 20 户、围墙建设 879 米；十是加固提升 57 户、
围墙 4442 米、便民砼道路 817.23 平方米；十一是新建牧业围墙
1.7 公里，通户便民道路 0.96 公里；十二是新建河堤 215 米，
便民通户路 3.1 公里；十三是新建脱贫新村，新村便民道路，住
房巩固提升；十四是新建脱贫新村牧业围墙；十五是贫困户住房
保障；十六是住房补贴新建共建设 2 户（1 户 25）平方（1 户 75）
平方；十七是人居环境整治，改善沿线人居环境及生态保护；十
八是菊母村村级道路硬化，断头路修复；十九是围墙、牧民道路
建设；二十是围墙、便民道路建设；二十一是城区河道疏通整治；
二十二是道路硬化 800 平方米，牧业围墙 10 米；二十三是便民
道路改造；二十四是便民道路改造。二十五是菊母村通村硬化路
1.1 公里，阿弟村通村硬化路 1.2 公里，古恩村通村公路 1.3 公

里。

3.3 建设标准。一是建设村内道路（土路）6.1 公里，每公
里 10 万元；二是建设安全饮水 35 处，安全饮水 2000 元/处；三
是房屋加固提升 149 户，围墙 2529 米，地坪 2030.38 平方米，
铁门 326.8 平方米，房屋加固提升按照每户 3 万元。地坪按照
500/平方米，围墙按照 860 元/米。铁门按照 600 元/米；四是房
屋加固提升按照每户 3 万元。地坪按照 500/平方米，围墙按照
860 元/米。铁门按照 600 元/米；五是围墙按照 860 元/米，加
固提升按照每户/3 万，道路按照 500/平方米；六是建设 3100 米
围墙，按照 860 元/米；七是 30 户房屋加固提升按照 3 万元/户；
八是房屋加固提升 9 户按照 3 万元/户；九是加固提升房屋建设
40 户，1373.06 平方米混泥土便民道路、围墙大门 20 户、围墙
建设 879 米加固提升按照每户 3 万元的标准进行提升；十是房屋
加固提升按照每户 3 万元。地坪按照 500/平方米，围墙按照 860
元/米。铁门按照 600 元/米；十一是新建牧业围墙 1.7 公里，通
户便民道路 0.96 公里；十二是新建河堤 215 米，便民通户路 2.1
公里；十三是修建村内便民道路 2.43 公里；十四是新建牧业围
墙 1.58 公里；十六是按照 2 入户及以下每户 3 万元，3 入户及
以上户每户 4 万元；十七是人居环境整治，改善沿线人居环境及
生态保护；十八是菊母村村级道路硬化，断头路修复，村级道路
硬化，硬化面积为 10000 平方米；十九是建设 330 米围墙、120
米便民道路，道路硬化 8000 平方米；二十是建设 330 米围墙、

120 米便民道路，道路硬化 8000 平方米；二十一是尼呷镇翁曲
河、盛康河河堤维护、河底硬化建设、人畜安全防护设施；二十
二是道路硬化 800 平方米，牧业围墙 10 米；二十三是便民道路
改造，建设便民道路 2975 平方米；二十四是便民道路改造，建
设便民道路 2970 平方米；二十五是菊母村通村硬化路 1.1 公里，
阿弟村通村硬化路 1.2 公里，古恩村通村公路 1.3 公里，每公里
80 万元。

3.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0 年 5 月底前启动
实施，2020 年 12 月全面完成。
3.5 项目效益。进一步提升改善 112 个贫村 5717 户贫困
户基础设施。
(二)农业产业发展项目。
1.种植业。
1.1 实施地点。正科乡、奔达乡阴巴村、虾扎冻日村。
1.2 建设内容及规模。一是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
示范园建设项目 2 期、3 期项目新建 60 栋冬暖式日光蔬菜种
植温棚，每栋占地 742.36 平方米；二是石渠邓玛观光生态
农业科技示范园基质栽培示范项目建设连栋大棚基质栽培
面积 26000 ㎡，建设内容包括：建槽用钢筋、钢丝网、无纺
布、轨道用角钢、珍珠岩、椰糠、草炭、有机肥、复合肥、
水溶肥等基质用原料，含机械转运费、拌合回填土、人工费
和节水灌溉设备等。三是阴巴村蔬菜种植基地及旅游发展产

业项目建设规模 500 平米左右。1.计划投入 90 万用于农村
休闲庄和对原有的两个蔬菜大棚进行扩建与修复，10 万投入
我村原有的装修合作社与民间工艺合作社。2.因此我村计划
修建一所集游泳、茶坊超市为一体综合性的体闲场所，所需
费用共计为：632000 元。3.设备器材简陋及陈旧现需更换设
备器材 4.聘请技术人员。5.修建一间 50 平方米的板房.6.
计划投入 5 万元购买先进设备器材；四是虾扎镇冻日村人工
种草基地产业项目人工种草 1200 亩；五是虾扎镇冻日村蕨
麻种植基地计划种植 100 亩野生蕨麻。
1.3 建设标准。一是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
项目 2、3 期项目按照全季节生产标准进行建；二是石渠邓
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基质栽培示范项目设按槽式和
架式基质栽培规范建设。三是阴巴村蔬菜种植基地及旅游发
展产业项目 1.设备器材简陋及陈旧现需更换设备器材薄膜
更换为固定的透明玻璃；钢架需全更换，更换的透明玻璃 10
万元。2.租用村民用地 17 亩，每亩每年 1600 元，租期为 20
年，共计 32000 元。3.钢架等材料 5 万元；4.聘请技术人员
工资约为 3000 元/月，一年共计 36000。5.修建 50 平方米
的板房，每平方米 1000 元，50 平方米 5 万元。6.将计划投
入 5 万元投入先进设备扩建画师工作室，扩建 50 平方米，
共 5 万。；四是虾扎镇冻日村人工种草基地产业项目预计投
资 72 万元，其中预计购买草种子 24 万元、耕地和播种机械

费 24 万元、人工费 5 万元、肥料费 7 万元、收割、捆草打
包和运输费 12 万元，将产业资金投入到冻日村人工种草基
地项目中，备留 28 万作为种草期间流动资金；五是虾扎镇
冻日村蕨麻种植基地流转荒地 100 亩（5 年）购买蕨麻种子。
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一是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
范园建设项目 2、3 期项目、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
范园基质等项目在 2020 年 6 月全面建设完成。三是阴巴村
蔬菜种植基地及旅游发展产业项目在 2020 年 3 月全面启动
2020 年 12 底完成；四是虾扎镇冻日村人工种草基地产业项
目在 2020 年 5 月全面启动 2020 年 12 底完成；五是虾扎镇
冻日村蕨麻种植基地在 2019 年 5 月全面启动 2024 年 5 月底
完成。
1.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帮助 112 个贫困村的贫困
户增收，助力脱贫奔康。
2.养殖业
2.1 实施地点。正科乡、德荣玛乡龙仁村、色须镇日扎
村、温波镇、呷依乡扎绒村
2.2 建设内容及规模。一是石渠县牦牛育肥场建设项目
新建占地 3700 平方米的牦牛育肥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1 处，
包含：标准育肥牛舍 2 栋，隔离室、观察室 1 栋，饲草仓库
1 栋，综合用房 1 栋等。年育肥出栏商品肉用牦牛 2 批，共
300 头。二是石渠草原牧民养殖合作社项目拟购买各类牲畜

184 头，其中：购买半产奶畜 90 头；购买全产奶畜 50 头，
购买 4 岁以上的杂畜 44 头，修建 2 处牲畜暖棚。三是石渠
县色须镇日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预计投入 80 万元用于购
买牦牛，购买 1-2 岁小牛 60 头、购买 3-4 岁奶牛 112 头、
购买牦牛共计 172 头。2.加强牦牛暖棚建设，增建 2 间 40
平方米暖棚。3.购买保险及草料储备牦牛购买保险，160 头
牛资金 4160 元（26 元/头）；购买冬储草料 2920 斤。四是
格喆疆夏畜牧业加工旅游专业合作社（二期）1.购买奶牛、
偏奶牛各 50 头；2、观光旅游帐篷：白帐篷 1 座，占地面积
150 平方米；住宿帐篷 4 座，每座占地面积 30 平方米。3、
黑帐篷：黑帐篷 1 座，占地面积 312 平方米。4、牲畜暖棚 A
区：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 5、牲畜暖棚 B 区：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6 建设其他附属设施设备。五是呷依乡扎绒村牲畜养
殖合作社此项目预计购买牦牛 200 头，其中通过统筹整合涉
农资金方案资金预计购买 120 头。
2.3 建设标准。一是 2019 年石渠县牦牛育肥场建设项目
参照国家肉牛育肥场建设标准。二是石渠草原牧民养殖合作
社项目；1.拟购买半产奶畜 90 头，每头 4500 元；2.购买全
产奶畜 50 头，每头 4500 元；3.购买 4 岁以上的杂畜 44 头
每头 5000 元；4.修建 2 处牲畜暖棚，每处牲畜暖棚 5 万元。
三是石渠县色须镇日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预计投入 80 万
元用于购买牦牛。购买 1-2 岁小牛 60 头，共计 24 万元（预

计 4000 元/头），购买 3-4 岁奶牛 112 头，共计 56 万元（预
计 5000 元/头），购买牦牛共计 172 头牛 80 万元，预计次
年将产生 3-7 万元奶畜产品收益。预计维修、维护资金 6 万
元；2.在现有 5 间暖棚的基础上，增建 2 间（40 平方米/间）
暖棚，预计资金 12 万元。3.牦牛购买保险，预计资金 4160
元（26 元/头）；购买冬储草料 2920 斤，预计资金 5840 元
（2 元/斤）。四是格喆疆夏畜牧业加工旅游专业合作社（二
期）1.购买奶牛、偏奶牛每头大约 5000。2.观光旅游帐篷
44.4995 万元。3.黑帐篷 39.3694 万元。4.牲畜暖棚 118.2776
万元。五是呷依乡扎绒村牲畜养殖合作社此项目预计每头牦
牛 3500 元左右。
2.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一是 2019 年石渠县牦牛育肥场
建设项目拟于 2020 年 4 月底前启动实施，2020 年 10 月全面
完成。 二是石渠草原牧民养殖合作社项目于 2020 年 3 月底
前启动实施，2020 年 12 月全面完成。三是石渠县色须镇日
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项目于 2020 年 3 月底前启动实施，2020
年 12 月全面完成。四是格喆疆夏畜牧业加工旅游专业合作
社（二期）于 2020 年 3 月底前启动实施，2020 年 5 月底全
面完成。。五是呷依乡扎绒村牲畜养殖合作社此项目于 2020
年 5 月前启动实施，2020 年 7 月全面完成。
2.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帮助 112 个贫困村 5717 户
贫困户增收，助力脱贫奔康。

3.农副产品加工业、手工业
3.1 实施地点。洛须镇、蒙宜镇扎虾村、阿日扎邦充村
3.2 建设内容及规模。一是新建生产厂房总建筑面积为
3200 平方米，场地硬化 4600 平方米，大门 2 座，购置设施
设备 14 种共计 46 台（套）。二是续建加工园区 600 平方米；
储藏区 212.5 平方米；试验区 392.5 平方米；三是园区厂房
维修。
3.3 建设标准。一是按照食品加工厂建设标准进行建设。
二是建设加工园区 600 平方米，预计每平方米 4979.25 元；
建设储藏区 212.5 平方米，预计每平方米 4979.25 平方米；
建设实验区 392.5 平方米，预计每平方米 4979.25 平方米。
三是厂房主体维修 42.36 万；厂房窗户维修 11 万；厂房地
面维修 20 万；机械设备维护 9 万。
3.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0 年 4 月底前启动
实施，2020 年 12 月全面完成。
3.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帮助 112 个贫困村 5717 户
贫困户增收，助力脱贫奔康。
4.乡村旅游
4.1 实施地点。正科乡
4.2 建设内容及规模。一是石渠县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
技示范园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新建星空酒店总占地约为
11700 平方米，包含：中央大厅 1 座，套房 7 座，黑帐篷 7

个，农民工技术培训中心，配套建设附属设施；二是石渠先
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绿化景观建植维护项目，建设
220 亩园区绿化景观，助推乡村旅游发展。包括景观灌木采
购、花卉草坪草种子、肥料、人工栽植、灌溉设施和管护费
等；三是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旅游设施设备采
购项目，儿童乐园 1 座，园区导视系统 1 套和太阳能热水系
统 1 套等附属设施。
4.3 建设标准。一是石渠县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
园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暂以 3 星酒店建设标准建设；二是石
渠先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绿化景观建植维护项目，
参照农业主题公园标准建设；三是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
技示范园旅游设施设备采购项目，按省级园区标准补充完
善。
4.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0 年 4 月底前启动
实施，2020 年 10 月全面完成。
4.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帮助 112 个贫困村 5717 户
贫困户增收，助力脱贫奔康。
5.其他
5.1 实施地点。洛须镇俄巴纳村、新荣乡果然村、麻呷
乡志河村、尼呷镇底龙村、长沙干玛乡虎热村，全县 116 个
行政村。
5.2 建设内容及规模。一是成品间等合计约 400 余平米；

电力设备包含一个变压器及电线配套 1 套；引水工程包含水
源保护及输水管 1 套；水处理设备 1 套；灌装三合一设备 1
套；吹瓶设备 1 套。二是建设扶贫超市，新建商用铺面 6 间
共 200 平方米；三是建设扶贫超市一是购置大型货架(8 个)；
二是购买小型手推（10 个）；三是购置点钞（1 个）；四是
购置监控设备、柜台、酒柜、烟柜等内饰建设；五是场地租
赁及基础设施建设；六是建设的仓储室（1 个 300 ㎡）；七
是前期购置货物资金；四是新建围墙 809.60m，新建 1.2m 宽
木栈道 555.50m，新建 4m 宽木栈道 45.60m，新建 2.2m 宽木
栈道 22.50m，新建帐篷及木平台 10 个（7m 圆形帐篷及木平
台 2 个，7m 玻璃帐篷木平台 1 个，5m 圆形帐篷及木平台 2
个，5m 方形帐篷及木平台 1 个，5.2m 玻璃帐篷木平台 1 个，
3.5m 圆形帐篷及木平台 2 个，3.5m 方形帐篷及木平台 1 个），
新建活动板房 286.40m²，新建车行道 617.40m²，购置成品岗
亭及垃圾箱 1 套；五是建设常年存栏 1000 头牦牛育肥示范
卫星牧场 1 座、建设年产 3000 吨有机肥加工厂 1 座，牦牛
产业牧场管理服务中心 1 座，草地改良 5000 亩；六是草原
管护、天然草原改良 20 万亩、有害生物防治 310 万亩；七
是集体经济产业提升；
5.3 建设标准。一是严格按照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
生产活动，例如饮用天然水厂房的选址及建设符合食品生产
通用卫生规范 GB14881，水源的保护严格执行 GB19304，产

品质量符合 GB19298 等食品相关法律法规。项目建设及标准
使用如下：厂房的建设 50 万，电力配套 10 万；引水工程 10
万；水处理设备 30 万；灌装三合一设备 30 万；吹瓶设备 20
万。二是投入 100 万元建设贫困村产业发展合作社。三是投
入 100 万元建设贫困村产业发展合作社。四是按综合性服务
园区标准。五是存栏 1000 头牦牛育肥示范卫星牧场 1 座草
地改良 5000 亩，建设年产 3000 吨有机肥加工厂 1 座。六是
天然草原改良 20 万亩，每亩 80 元、有害生物防治 310 万亩，
每亩 2 元。七是集体经济产业提升 100 万元。
5.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以上石渠县洛须镇俄巴纳村产
业发展项目、石渠县新荣乡果然村产业合作社项目、石渠县
麻呷乡志河村产业发展项目、石渠县产业融合发展及主动式
太阳能智能化利用示范园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尼呷镇集体经
济产业扩建项目拟于 2020 年 3 月底前启动实施，2020 年 12
月全面完成。甘孜州石渠县现代牦牛产业（一期）项目、石
渠县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拟于 2020 年 4 月启动实施，2021
年 12 月全面完成
5.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帮助 12 个贫困村贫困户增
收，助力脱贫奔康。
（三）其他
1.生态补助项目
1.1 实施地点。全县 22 个乡镇 166 个行政村。

1.2 建设内容及规模。一是 2010 年已补偿国有林面积补
助 14.3 万亩。二是集体和个人所有国家级公益林补偿，补
助 717977 亩。三是集体和个人所有省级公益林补偿，补助
20696 亩。四是生态护林员补助。
1.3 建设标准。一是 2010 年已补偿国有林面积补助 14.3
万亩，每亩 9.75 元。二是集体和个人所有国家级公益林补
偿，补助 717977 亩每亩 15.75 元。三是集体和个人所有省
级公益林补偿，补助 20696 亩，每亩 3 元。四是生态护林员
补助，一人一年补助 5603 元。
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2020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
1.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帮助全县贫困户增收。
第五章 整合资金
(一)扶贫项目计划总投资情况
2020 年，我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中扶贫项目计
划总投资 33732.477 万元。
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 23168.15
万元。
1.基础设施类。计划投资 8104.08 万元，其中整合涉农
资金投入 7865.16 万元。具体是:农村交通(通村路、村内道
路)投入 865 万元;水利(水利工程、饮水工程)投入 1396 万
元。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5604.16 万元。
2.农业产业发展类。计划投资 24015.947 万元，其中整
合涉农资金投入 13690.54 万元。具体是:种植业 2617.23 万

元，养殖业 752 万元，农副产品加工业、手工业 1920.62 万
元，旅游业 3276.1 万元，其他合作社产业后续扶持发展
5124.59 万元。
3.其他类。计划投资 1612.45 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
投入 1612.45 万元。具体是:生态补助项目投入 1612.45 万
元。
(二)整合资金来源及规模
2020 年,我县计划整合涉农资金 23168.15 万元。其中，
计划整合中央资金 19047.15 万元、省级资金 3755 万元、县
级投入资金 366 万元。
1.计划整合中央财政涉农资金 19047.15 万元。其中: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4376.4 万元，水利发展资金（对应原第
2 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第 17 项江河湖
库水系综合整治资金、第 18 项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经费）225
万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不含直接发放给农牧民部分及农
机购置补助，对应原第 3 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 4 项
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90 万元，林业改革资金（对
应原第 5 项林业补助资金）3766.45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 586 万元。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
的直接补贴除外）3.3 万元。
2.计划整合省级财政涉农资金 3755 万元。其中:省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3100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210

万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项资金 155 万元，其他资金 290
万元。
3. 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66 万元。
第六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综合扶贫、县为主体”，以
县总贫攻坚指挥部为依托，科学制定统筹整合实施方案，做
好资金筹措平衡，有序组织项目实施，助推全县扶贫攻坚。
(二)健全协调机制。建立健全财政与扶贫移民局和涉农
部了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明确全县各相关部门的分工权限
和职责、操作程序、监管措施等，为更好地指引涉农资金重
点向脱贫攻坚支出倾斜，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制度保障。
(三)推行民办公助。积极推广群众民主议事决策机制，
吸收贫困村、贫困户代表参与项目评选和建设管理。在严格
履行民主程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农民自行
建设、自主招标(比选)等方式实施项目，调动农民群众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的积极性。
(四)规范资金管理。构建协调配合的项目资金管理机
制，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组、村委会要深入参与项目
资金的管理监督，不得将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用于脱贫攻坚规
划以外的支出。
(五)实施绩效考核。按照“指标科学、程序规范、结果
可用”的思路，建立健全涉农项目资金综合绩效考核指标，

纪委监察、审计、财政、扶贫移民局等部门要加强对资金分
配、使用管理、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绩效综合评价、追踪监
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同时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脱贫攻坚
工作成效考核，确保以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推动脱贫效益的最
大化，提高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性，有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
的完成。
附件: 1.石渠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汇总表
2.石渠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脱
贫攻坚项目表。

附件 1

县（市、区）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汇总表
单位：万元

年度纳入整合资 年度计划整合资金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类型
合 计
一、中央确定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小计
1.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金规模

规模

28899.92

21555.7

22255.92

17434.7

14916.17

14376.4

225

225

330

90

2.水利发展资金（对应原第 2 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
水土保持补助资金、第 17 项江河湖库水系综合整治
资金、第 18 项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经费）
3.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不含直接发放给农牧民部分及
农机购置补助，对应原第 3 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第 4 项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
4.林业改革资金（对应原第 5 项林业补助资金）

3279.45

5、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550

6.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586

586

2234

2154

7、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
资金部分）
8、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9.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
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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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1.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
12.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3.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
14.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
3.3

3.3

二、省级确定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小计

6278

3755

1.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100

3100

贴除外）
15.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
网络工程部分）
16.旅游发展基金
17.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
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
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区、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
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
18.其他

2.水利发展专项资金

600

3.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
4.农田建设资金

204

5、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不含用于森林生态效益
1380
补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森林防火补助）
6、林业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275
资金）
7、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8、交通建设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

210

210

64

9、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0、产粮大县（市）奖励资金
11.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项资金

155

155

290

290

366

366

366

366

12、“三州”开发资金（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部分）
13、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
包括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
骨干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
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
库水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
三、市（州）本级投入涉农资金小计
例：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
四、县（市、区）本级投入涉农资金小计
例：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
审核人：娜拥

填表人：代吉卓玛

联系电话：15351499654

指标说明：1.“年度纳入整合资金规模”：年初上报整合方案“年度纳入整合资金规模”
参考上一年度末实际到位资金规模和本年度已到位资金规模予以确定（可统筹整合的中省
资金，深度贫困县可按照上年度实际到位中省资金 20%的增幅规模、其余贫困县可按照
5%-10%的增幅规模，编制方案）。如年末有调整，整合方案“年度纳入整合资金规模”按
实际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规模予以确定。
2.“年度计划整合资金规模”：根据本地脱贫攻坚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结合纳入整合范
围资金支持项目轻重缓急，合理确定。原则上贫困县年度计划整合资金规模要达到年度可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规模的 90%以上。
3.原则上，贫困县可以在年末，根据实际到位资金情况，调整整合资金使用方案，但严格
必须履行相关调整程序。中途不能随意调整方案。

附件 2

石渠县（市、区）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脱贫攻坚项目表
建设任务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合计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

32130.027

扶贫成效
整合后资金使用
其中：整合涉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惠及贫困 惠及贫困
监管责任单位
农资金投入 （要说明资金来源层级）
村（个） 户（户）
21555.70

—

—

一、基础设施
（一）交通
1.通村路

计划新建泥结碎石
新建通村公路
路面公路 5.5 公里，
新荣乡新荣三村公
2020 年 5 月—2020 年
新荣乡新荣三村 5.5 公里及桥梁 路面宽 4.5 米及桥
120
路桥项目建设
10 月
一座
梁 1 座，桥面宽 3.5
米、长 15 延米.

12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19】132 扶贫开发局
号

1

36

20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19】132 扶贫开发局
号

1

96

45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温波镇人民政府 1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51

200

川财农[2020]49 号、甘
财农（2020）55 号中央
县交通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奖励部分）

1

54

100

川财农[2020]49 号、甘
财农（2020）55 号中央
县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奖励部分）

1

50

……
2.村内道路
虾扎镇它须村便民
虾扎镇它须村
桥梁项目建设

计划新建 40 延米桥
2020 年 5 月—2020 年
新建 40 延米桥梁 梁一座，桥面宽 3.5
200
10 月
米，设八字墙

温波镇尼虾村村组
温波镇尼虾村
道路新建项目

新建土路 5.625
每公里 8 万元
公里，路宽 5 米

石渠县呷依乡尼达
呷衣乡尼达村
村桥梁工程项目

路线全长 122m，
其中桥全长 66m，
为 3×20m 后张法
2020 年 7 月初全面开工
预应力钢筋砼 T 每延米 3.597 万元。
438.92
2021 年 8 月全面完工
梁桥，连接线长
56m，桥梁和路基
宽度均为 7.5m。

石渠县尼呷镇菊母
村内道路施建设项 菊母村
目

2020 年 5 月 20 日—
2020 年 9 月 20 日

45

道路长度为 364 新建村内道路 457.8
2020.7.20-2020.9.30 100
米，宽度为 9 米. 元/平方米

100

川财农[2020]49 号、甘
财农（2020）55 号中央
县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奖励部分）

1

40

100

川财农[2020]49 号、甘
财农（2020）55 号中央
县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奖励部分）

1

26

10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19】132 扶贫开发局
号

1

23

10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19】132 扶贫开发局
号

1

27

2020 年 5 月—2020 年
200
10 月

20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19】132 扶贫开发局
号

1

65

治理小流域 1.5
公里，通过该工 计划治理小流域 1.5
2020 年 5 月—2020 年
程保障该地区农 公里，建设拦水墙高
127
10 月
牧民生产生活安 2 米
全.

127.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19】132 扶贫开发局
号

1

36

95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县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5

70

89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县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3

25

石渠县尼呷镇阿第
阿第村
村内道路建设项目

道路长度为 364 新建村内道路 457.8
2020.7.20-2020.9.30 100
米，宽度为 9 米. 元/平方米

石渠县尼呷镇古恩
古恩村
村便民通行道改造

便民通行道改造 建设便民道路 2184
2020.7.20-2020.9.31 100
2184 平方米
平方米

……
（二）水利
1.水利工程
1.1 整治山坪塘
……
1.2 整治水渠
洛须镇拉空龙村农
计划新建
新建
2020 年 5 月—2020 年
田引水灌溉项目建 洛须镇拉空龙村
灌溉渠 3.5 公里，高
100
灌溉渠 3.5 公里
10 月
设
40cm,宽 30cm.
洛须镇温拖村农田
洛须镇温拖村
引水灌溉项目建设

计划新建
新建
2020 年 5 月—2020 年
灌溉渠 3.5 公里，高
100
灌溉渠 3.5 公里
10 月
40cm,宽 30cm.

……
1.3 其他
治理小流域 4 公
长须贡玛乡查加村
里，通过该工程 计划治理小流域 4
长须贡玛乡查加
小流域治理项目建
保障该地区农牧 公里,沿道路建
村
设
民生产生活安
20cm*30cm 排水沟
全.

真达乡傲一村小流
真达乡傲一村
域治理项目建设

……
2.饮水工程
2.1 小型集中供水
尼呷镇贫困人口安
全饮水改造升级项 菊姆村
目
尼呷镇阿低、低龙村
安全饮水改造升级 阿第村
项目

新改建 1 座日供
水 15m³小型集中 0.5 万元/㎡
供水 1 座

对生活用水及管
0.02 万元/m
道进行改造升级

2020.7.15-2020.11.30 95

2020.7.15-2020.11.30 89

……
2.2 蓄水池
……
2.3 其他
长须贡玛五村、
石渠县安全饮水工 瓦须六村、起坞
新建深水井 6 口 15 万元一口
程深水井
乡觉悟二村、觉
悟五村

2020.4.20-2020.10.28 90

石渠县奔达乡、洛须 奔达乡呷巴村、
维修改造引水工 维修改造一处引水
镇、正科乡安全饮水 洛须镇温拖村、
2020.4.20-2020.10.28 71
程4处
单价 17.75 万元
维修养护
正科乡生巴村
维修改造自流饮水
石渠县正科乡、真达 正科乡许巴村、 新建引水工程一 工程一处 19 万元，
乡、洛须镇饮水工程 真达乡真达村、 处，维修改造自 维修改造三处自流 2020.4.20-2020.10.28 79
维修改造项目
洛须镇丹达村
流引水工程三处 引水工程共计 57 万
元
一套水质净化设备
0.25 万元，100 套水
质净化设备共计 25
采购水质净化设
万元，一台一体化水
石渠县安全饮水水
备 100 套，一体
石渠县 23 个乡镇
井房 4.8 万元，23
质净化设备采购项
化房 23 套，维修
2020.4.20-2020.10.28 445
164 个村
台共计 110.4 万元，
目
300 处安全引水
维修一处供水工程
设施设备
1.032 万元，维修
300 处共计 306.6 万
元
石渠县虾扎镇东日
村、纽戈村、查地村 东日村、纽戈村、 建设村内道路
贫困户基础设施建
查地村
（土路）6.1 公里
设
石渠县阿日扎镇、呷
依乡贫困村易地搬 阿日扎镇、呷依
安全饮水 35 处
迁集中安置点安全 乡八若一
饮水建设项目

每公里 10 万元

2020.8.5-2020.10.20

安全饮水 2000 元/
2020 年完成
处

房屋加固提升
房屋加固提升按照
石渠县雅砻江流域 温波镇措卡村、 149 户，
围墙 2529 每户 3 万元。地坪按
温波镇贫困村牧业 尼虾村、阿沙村、米，地坪 2030.38 照 500/平方米，围 2020 年完成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阿加村、日影村 平方米，铁门
墙按照 860 元/米。
326.8 平方米。 铁门按照 600 元/米

9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42 万，甘财农〔2020〕
水利局
74 号）2020 年下达农村
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48 万元

5

148

71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水利局
71 万

3

87

79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水利局
79 万

3

102

445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水利局
445 万

112

2985

61

61

甘财农〔2020〕74 号）
2020 年下达农村综合改
革转移支付
61 万元

虾扎镇

3

27

7

7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2

36

785.621

785.621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5

194

房屋加固提升按照
围墙 5620 米、加
石渠县雅砻江流域 长须贡玛哈伟
每户 3 万元。地坪按
固提升 84 户、砼
长须贡玛乡牧业基 村、玛江玛村、
照 500/平方米，围 2020 年完成
地坪 589.5 平方
础设施建设项目
日影村、日美村
墙按照 860 元/米。
米
铁门按照 600 元/米

764.795

764.795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4

155

石渠县雅砻江流域
围墙 1030 米长； 围墙按照 860 元/
长沙干玛乡贫困村
房屋加固提升 3 米，加固提升按照每
长沙干玛俄加村
2020 年完成
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户，便民砼道路 户/3 万，道路按照
项目
250.67 平方米 500/平方米。

110.1135

110.1135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1

30

石渠县重点镇尼呷
尼呷镇菊母村、
镇贫困村设施牧业
3100 米围墙。
古恩村、阿弟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按照 860 元/米

2020 年完成

266.6

266.6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3

52

30 户房屋加固提
按照 3 万元/户
升。

2020 年完成

55

55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1

30

石渠县麻呷乡贫困
麻呷乡昌拖村、 房屋加固提升 9
村农业基础设施建
按照 3 万元/户
志河村
户。
设项目

2020 年完成

27

27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2

9

加固提升房屋建
设 40 户，
1373.06
石渠县雅砻江流域
加固提升按照每户 3
瓦须乡香钦村、 平方米混泥土便
瓦须乡贫困村牧业
万元的标准进行提 2020 年完成
热亚村、干补村 民道路、围墙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升
门 20 户、围墙建
设 879 米。

315.847

315.847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3

40

房屋加固提升按照
石渠县雅砻江流域
加固提升 57 户、
长须干玛乡阿都
每户 3 万元。地坪按
长须干玛乡贫困村
围墙 4442 米、便
村、领多村、莫
照 500/平方米，围 2020 年完成
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民砼道路 817.23
日村、地香村
墙按照 860 元/米。
项目
平方米
铁门按照 600 元/米

593.8735

593.8735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4

57

石渠县扎麦片区脱
贫新村基础设施建 温波镇
设项目

新建牧业围墙
新建牧业围墙 1.7
1.7 公里，通户便 公里，通户便民道路 2020 年完成
民道路 0.96 公里 0.96 公里

246.28

246.28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7

16

石渠县扎多区脱贫
新村基础设施建设 色须镇
项目

新建河堤 215 米，
新建河堤 215 米，便
便民通户路 3.1
2020 年完成
民通户路 2.1 公里
公里

299.18

299.18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8

16

石渠县尼呷镇贫困
村便民道路建设项 尼呷镇
目

新建脱贫新村，
修建村内便民道路
新村便民道路，
2020 年完成
2.43 公里
住房巩固提升

199.78

199.78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5

16

石渠县扎格片区脱
贫新村基础设施建 虾扎镇
设项目

新建脱贫新村牧 新建牧业围墙 1.58
2020 年完成
业围墙
公里

273.07

273.07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住建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8

16

石渠县重点镇蒙宜
镇蒙宜村困村牧业 蒙宜镇蒙宜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按照 2 入户及以下
2019 年（回头看） 麻呷乡、长须贡
每户 3 万元，3 入户 2020 年 5 月—2020 年
贫困户住房保障
75
住房安全保障项目 玛乡等 9 个乡
及以上户每户 4 万 10 月
元
住房建设、奔达乡呷
奔达乡呷巴村
巴村住房建设

住房补贴新建共
建设 2 户（1 户
25）平方（1 户
75）平方

补齐住房保障 2 户
（1 户 25）平方
现已修建完成
（1200）（1 户 75）
平方（533 元）

石渠县 S456、G345 石渠县公路沿线 人居环境整治， 人居环境整治，改善
沿线人居环境整治 国营牧场至安巴 改善沿线人居环 沿线人居环境及生 2020 年完成
及生态修复项目
拉山
境及生态保护
态保护
石渠县尼呷镇菊母
村基础设施建设项 尼呷镇菊母村
目

菊母村村级道路 村级道路硬化，硬化
硬化，断头路修 面积为 10000 平方 2020 年完成
复
米。

建设 330 米围墙、
石渠县尼呷镇富民 尼呷镇菊母村、 围墙、牧民道路
120 米便民道路，道 2020 年完成
道路设施建设项目 阿弟村、古恩村 建设
路硬化 8000 平方米
建设 330 米围墙、
石渠县尼呷镇基础 尼呷镇阿弟村、 围墙、便民道路
120 米便民道路，道 2020 年完成
设施补短项目
菊母村
建设
路硬化 8000 平方米
尼呷镇翁曲河、盛康
石渠县尼呷镇河道 尼呷镇菊母村、 城区河道疏通整 河河堤维护、河底硬
2020 年完成
整治建设项目
阿弟村、古恩村 治
化建设、人畜安全防
护设施。
石渠县尼呷镇古恩
村基础设施建设项 尼呷镇古恩村
目
石渠县尼呷镇阿弟
村便民道路改造项 尼呷镇阿弟村
目（一期）
石渠县尼呷镇阿弟
村便民道路改造项 尼呷镇阿弟村
目（二期）

道路硬化 800 平
道路硬化 800 平方
方米，牧业围墙
2020 年完成
米，牧业围墙 10 米。
10 米。

便民道路改造

便民道路改造

建设便民道路 2975
2020 年完成
平方米

建设便民道路 2970
2020 年完成
平方米

7

292

320

300

75

300

30

100

100

75

县级配套资金

住建局

6

19

7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奔达乡人民政府 1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2

292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3

121

320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1

85

300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3

169

75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2

56

300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3

187

30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1

26

100

川财农[2020]49 号、甘
财农（2020）55 号中央
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奖励部分）

1

25

100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住建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1

25

菊母村通村硬化
路 1.1 公里，阿
石渠县尼呷镇菊母
菊母村、阿弟村、弟村通村硬化路
村、阿弟村、古恩村
古恩村
1.2 公里，古恩村
连户路
通村公路 1.3 公
里。

每公里 80 万元

2020.8.1-2020.10.1

甘财建[2020]90 号省级
农村安全饮水资金 155
210 万元；甘财农[2020]70
号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 55 万元；

290

尼呷镇

3

152

……
二、产业发展
（一）种植业
石渠邓玛观光生态
农业科技示范园建 石渠县正科乡
设项目 2、3 期

新建 60 栋冬暖式
日光蔬菜种植温
全季节生产标准
棚，每栋占地
742.36 平方米

石渠邓玛观光生态
农业科技示范园基 石渠县正科乡
质栽培示范项目

建设连栋大棚基
质栽培面积
26000 ㎡，建设内
容包括：建槽用
钢筋、钢丝网、
无纺布、轨道用
角钢、珍珠岩、 按槽式和架式基质 2020 年 3 月-2020 年 6
420.00
椰糠、草炭、有 栽培规范
月
机肥、复合肥、
水溶肥等基质用
原料，含机械转
运费、拌合回填
土、人工费和节
水灌溉设备等。

2019 年 6 月开始建设
3607.80
预计 2020 年 6 月完工

1803.9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农牧农村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112

5717

42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农牧农村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112

5717

阴巴村蔬菜种植基
地及旅游发展产业 奔达乡阴巴村
项目

建设规模 500 平
米左右。1.计划 1.设备器材简陋及
投入 90 万用于农 陈旧现需更换设备
村休闲庄和对原 器材薄膜更换为固
有的两个蔬菜大 定的透明玻；钢架全
棚进行扩建与修 需更换，更换的透明
复，10 万投入我 玻璃 10 万元。2.租
村原有的装修合 用村民用地 17 亩，
作社与民间工艺 一亩一年 1600 元，
合作社。2.因此 租期为 20 年，共计
我村计划修建一 32000 元。3.钢架等
所集游泳、茶坊 材料 5 万元；
2020 年 3 月—
超市为一体综合 4.技术人员工资约 2020 年 12 底完成
性的体闲场所， 为 3000 元/月，一
所需费用共计
年共计 36000。5.修
为：632000 元。 建 50 平方米的板
3.设备器材简陋 房，一平方米 1000
及陈旧现需更换 元，50 平方米 5 万
设备器材 4.聘请 元。6.将计划投入 5
技术人员。5.修 万元投入先进设备
建一间 50 平方米 扩建画师工作室，扩
的板房.6.计划 建 50 平方米，共 5
投入 5 万元购买 万。
先进设备器材

虾扎镇冻日村人工
种草基地产业项目 虾扎镇冻日村
建设

预计投资 72 万元，
其中预计购买草种
子 24 万元、耕地和
播种机械费 24 万
元、人工费 5 万元、
肥料费 7 万元、收 2020 年 3 月—
人工种草 1200 亩
割、捆草打包和运输 2020 年 12 底完成
费 12 万元，将产业
资金投入到冻日村
人工种草基地项目
中，备留 28 万作为
种草期间流动资金.

虾扎镇洞日村蕨麻
虾扎镇洞日村
种植基地

100 亩野生蕨麻 流转荒地 100 亩（5 2019 年 5 月-2024 年 5
23.33
种植
年）购买种子
月

……
（二）养殖业

100

100

80.00

2020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甘财农
奔达乡人民政府 0
[2020]22 号，甘财农
[2020]69 号 3 万

9

80.00

2020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甘财农
虾扎镇人
[2020]22 号，甘财农
民政府
[2020]69 号 3 万

1

63

23.33

县级配套资金

石渠县科学技术
1
协会

63

2019 年石渠县牦牛
石渠县正科乡
育肥场建设项目

新建占地 3700 平
方米的牦牛育肥
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 1 处，包含：
标准育肥牛舍 2
栋，隔离室、观 参照国家肉牛育肥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0
500.00
察室 1 栋，饲草 场建设标准
月
仓库 1 栋，综合
用房 1 栋等。年
育肥出栏商品肉
用牦牛 2 批，共
300 头。

一是拟购买半产奶
拟购买各类牲畜
畜 90 头，每头 4500
184 头，其中：购
元；二是购买全产奶
买半产奶畜 90
畜 50 头，每头 4500
石渠草原牧民养殖 石渠县德荣玛乡 头；购买全产奶
2020 年 3 月—
元；三是购买 4 岁以
合作社项目
龙仁村
畜 50 头，购买 4
2020 年 12 底完成
上的杂畜 44 头每头
岁以上的杂畜 44
5000 元；四是修建 2
头，修建 2 处牲
处牲畜暖棚，每处牲
畜暖棚。
畜暖棚 5 万元。
1.预计投入 80 万元
用于购买牦牛。购买
1-2 岁小牛 60 头，
计 24 万元（预计
1.预计投入 80 万
4000 元/头），购买
元用于购买牦
3-4 岁奶牛 112 头，
牛，购买 1-2 岁
计 56 万元（预计
小牛 60 头、购买
5000 元/头），购买
3-4 岁奶牛 112
牦牛共计 172 头牛
头、购买牦牛共
80 万元，预计次年
计 172 头。
将产生 3-7 万元奶
石渠县色须镇日扎 石渠县色须镇日 2.加强牦牛暖棚
2020 年 3 月—
畜产品收益。预计维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扎村
建设，增建 2 间
2020 年 12 底完成
修、维护资金 6 万
40 平方米暖棚。
元；2.在我村现有 5
3.购买保险及草
间暖棚的基础上，增
料储备牦牛购买
建 2 间（40 平方米/
保险，160 头牛资
间）暖棚，预计资金
金 4160 元（26 元
12 万元。3.牦牛购
/头）；购买冬储
买保险，预计资金
草料 2920 斤。
4160 元（26 元/头）；
购买冬储草料 2920
斤，预计资金 5840
元（2 元/斤）。

100

100

50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19】132 农牧农村局
号

80.00

2020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甘财农
德荣玛乡人民政
1
[2020]22 号，甘财农
府
[2020]69 号 3 万

54

80.00

2020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甘财农
色须镇人民政府 1
[2020]22 号，甘财农
[2020]69 号 3 万

39

112

35

格喆疆夏畜牧业加
工旅游专业合作社 温波镇
（二期）

1.购买奶牛、偏
奶牛各 50 头；2、
观光旅游帐篷：
白帐篷 1 座，占
地面积 150 平方
米；住宿帐篷 4 1.购买奶牛、偏奶牛
座，每座占地面 每头大约 5000。2.
积 30 平方米。3、观光旅游帐篷
2020 年 5 月底全面建设
黑帐篷：黑帐篷 1 44.4995 万元。
443.397
完成
座，占地面积 312 3.黑帐篷 39.3694
平方米。4、牲畜 万元。4.牲畜暖棚
暖棚 A 区：占地 118.2776 万元。
面积 1000 平方米
5、
牲畜暖棚 B 区：
占地面积 1000 平
方米.6 建设其他
附属设施设备。

50.00

县级配套资金

温波镇人民政府 5

317

呷依乡扎绒村牲畜
呷依乡扎绒村
养殖合作社

此项目预计购买
牦牛 200 头，其
中通过统筹整合 预计每头牦牛 3500 2020 年 5 月-2020 年 7
70
涉农资金方案资 元左右，
月
金预计购买 120
头。

42.00

县级配套资金

呷依乡人民政府 1

52

购买牲畜 14 头， 预计购买奶畜 14
德荣玛乡扎马村畜
改造牲畜暖棚 5 头，每头 5000 元， 2020 年 9 月—2020 年
德荣玛乡扎马村
10
牧养殖产业
个预计 400 平方 改造翻新牲畜暖棚 12 月
亩
30000 元

10.00

县级配套 10 万元

德荣玛乡人民政
1
府

59

1800.00

2020 年中央财政水利发
展资金甘财农[2019]133
号 225 万元；中央和省级 农牧农村局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甘财
农[2020]1 号 1575 万元

……
（三）农副产品加工
业、手工业

石渠县功能性蔬菜
（降糖辣椒）加工厂 石渠县洛须镇
建设项目

新建生产厂房总
建筑面积为 3200
平方米，场地硬
化 4600 平方米，
大门 2 座，购置
设施设备 14 种共 按食品加工厂建设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0
2800.00
计 46 台（套）。 标准
月
其中 1800 万为整
合涉农资金投
入，1000 万为提
升内动力资金投
入

112

5717

建设加工园区 600
平方米，预计每平方
续建加工园区
米 4979.25 元；建设
600 平方米；储藏 储藏区 212.5 平方
2020 年 7 月底-2021 年
区 212.5 平方米；米，预计每平方米
600
12 月底
试验区 392.5 平 4979.25 平方米；建
方米
设实验区 392.5 平
方米，预计每平方米
4979.25 平方米。

38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经济信息和商务
6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合作局
金

105

82.62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石渠县阿日扎镇
9
金 52.62 万元；甘财农 人民政府
[2020]70 号中央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 30 万元；

256

石渠县邓玛观光生
态农业科技示范园 石渠县正科乡
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新建星空酒店总
占地约为 11700
平方米，包含：
中央大厅 1 座， 通过以奖代补的形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0
套房 7 座，黑帐 式，按照 3 星酒店建
2500.00
月
篷 7 个，农民工 设标准修建。
技术培训中心，
配套建设附属设
施。

250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农牧农村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112

5717

石渠先邓玛观光生
态农业科技示范园
石渠县正科乡
绿化景观建植维护
项目

建设 220 亩园区
绿化景观，助推
乡村旅游发展。
包括景观灌木采 参照农业主题公园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0
220.00
购、花卉草坪草 标准建设
月
种子、肥料、人
工栽植、灌溉设
施和管护费等

220.0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农牧农村局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112

5717

556.10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甘财农[2020]1 号
190.1 万，2020 年中央农
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
农牧农村局
金甘财农[2020]25 号 76
万，2020 年四川省民族
地区开发资金甘财农
[2020]26 号 290 万元

112

5717

蒙宜农畜土特产加
石渠县蒙宜镇
工扶贫产业建设项
扎虾村
目

阿日扎镇松格麻尼
阿日扎镇邦充村 园区厂房维修
扶贫产业扩建项目

厂房主体维修 42.36
万；厂房窗户维修
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
11 万；厂房地面维
150.42
10 月底全面完成建设
修 20 万；机械设备
维护 9 万

……
（四）乡村旅游业

石渠邓玛观光生态
农业科技示范园旅
石渠县正科乡
游设施设备采购项
目

……

儿童乐园 1 座，
园区导视系统 1
按省级园区标准补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0
套和太阳能热水
667.00
充完善
月
系统 1 套等附属
设施。

（五）电商发展
……
（六）光伏产业
……
（七）其他
严格按照食品相关
的法律法规开展生
产活动，例如饮用天
然水厂房的选址及
成品间等合计约
建设符合食品生产
400 余平米；电力
通用卫生规范
设备包含一个变
GB14881，水源的保
压器及电线配套
护严格执行
1 套；引水工程包
石渠县洛须镇俄巴 石渠县洛须镇俄
GB19304，产品质量 2020 年 3 月—
含水源保护及输
纳村产业发展项目 巴纳村
符合 GB19298 等食 2020 年 12 底完成
水管 1 套；水处
品相关法律法规。项
理设备 1 套；灌
目建设及标准使用
装三合一设备 1
如下：厂房的建设
套；吹瓶设备 1
50 万，电力配套 10
套。
万；引水工程 10 万；
水处理设备 30 万；
灌装三合一设备 30
万；吹瓶设备 20 万。
建设扶贫超市， 投入 100 万元建设
石渠县新荣乡果然 石渠县新荣乡果
2020 年 3 月—
新建商用铺面 6 贫困村产业发展合
村产业合作社
然村
2020 年 12 底完成
间共 200 平方米。作社。
建设扶贫超市一
是购置大型货架
(8 个)；二是购买
小型手推（10
个）；三是购置
点钞（1 个）；四
是购置监控设
投入 100 万元建设
石渠县麻呷乡志河 石渠县麻呷乡志
2020 年 3 月—
备、柜台、酒柜、贫困村产业发展合
村产业发展项目
河村
2020 年 12 底完成
烟柜等内饰建
作社。
设；五是场地租
赁及基础设施建
设；六是建设的
仓储室（1 个 300
㎡）；七是前期
购置货物资金。

150

100

100

80.00

2020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甘财农
洛须镇人民政府 1
[2020]22 号 77 万元，甘
财农[2020]69 号 3 万

15

80.00

2020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甘财农
新荣乡人民政府 1
[2020]22 号 77 万元，甘
财农[2020]69 号 3 万

46

80.00

2020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甘财农
麻呷乡人民政府 1
[2020]22 号 77 万元，甘
财农[2020]69 号 3 万

8

新建围墙
809.60m，新建
1.2m 宽木栈道
555.50m，新建 4m
宽木栈道
45.60m，新建
2.2m 宽木栈道
22.50m，新建帐
篷及木平台 10 个
（7m 圆形帐篷及
木平台 2 个，7m
玻璃帐篷木平台
石渠县产业融合发
1 个，5m 圆形帐
展及主动式太阳能 石渠县尼呷镇底
按综合性服务园区 2020 年 5 月至 2020 年
篷及木平台 2 个，
400
智能化利用示范园 龙村
标准
12 月
5m 方形帐篷及木
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平台 1 个，5.2m
玻璃帐篷木平台
1 个，3.5m 圆形
帐篷及木平台 2
个，3.5m 方形帐
篷及木平台 1
个），新建活动
板房 286.40m²，
新建车行道
617.40m²，购置成
品岗亭及垃圾箱
1 套。

甘孜州石渠县现代
牦牛产业（一期）

建设常年存栏
1000 头牦牛育肥
存栏 1000 头牦牛育
示范卫星牧场 1
肥示范卫星牧场 1
座、建设年产
石渠县长沙干玛
座草地改良 5000 2020 年 7 月-2021 年 12
3000 吨有机肥加
乡虎热村
亩，建设年产 3000
月
工厂 1 座，牦牛
吨有机肥加工厂 1
产业牧场管理服
座，。
务中心 1 座，草
地改良 5000 亩

400

8320

2220.59

川财农[2020]49 号、甘
财农（2020）55 号中央
县扶贫开发局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奖励部分）

川财农[2020]45 号、甘
财农（2020）54 号中央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890.78 ；甘财农
[2020]75 号 2020 年中央
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
护补助资金 3.3 万元；甘
财农〔2020〕74 号）2020
林草局
年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 51 万元；甘财农
[2020]70 号中央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 5 万元；中央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甘财农[2020]1 号
1104.84 万元，县级配套
165.67 万元

3

1002

2

125

草原管护、天然
俄巴纳村、志河
石渠县草原生态修
草原改良 20 万
村、底龙村等权
复治理项目
亩、有害生物防
限 166 个行政村
治 310 万亩。

尼呷镇集体经济产
业扩建项目

石渠县尼呷镇

天然草原改良 20 万
亩，每亩 80 元、有 2021 年 4 月竣工时间：
2154
害生物防治 310 万 2021 年 12 月
亩，每亩 2 元。

厂房内装 50 平
集体经济产业提升
米，园内硬化
2020.5.1-2020.10.2
100 万元
3000 平方，

川财资环〔2019〕63 号、
林草局
川财资环[2020]56 号

2154

100

100

甘财农〔2020〕73 号省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
持受灾严重地区贫困村
贫困户帮扶资金 100 万
元；

尼呷镇

112

5717

3

246

……
三、其他
（一）危房改造（不
含易地扶贫搬迁住
房建设）
1.农村危房改造
2.彝家新寨
3.藏区新居
……
（二）村内公共公益
服务设施建设
……
（三）人居环境改善
1.农村沼气
……
2.“五改三建”
……
审核人：四郎拥登

填表人：李明

联系电话：18283643591

指标说明：1.具体项目类别和名称；由贫困县根据规划建设项目实际填报。
2.“实施地点”：需明确到项目实施村。
3.“建设内容及规模”：填报项目建设的主要目标、具体内容、建设规模、建设和补助标准等。
4.“建设标准”：根据具体建设项目的行业标准和规划标准填报。
5.“建设进度计划”：项目需在年度内全面完成。具体进度，各地根据实际确定，按季度编制进度计划。
6.“整合资金来源”：指附表 1 中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类型,要具体说明资金来源层级（中、省、市、县级资金）。根据我省创新的“蓄水统配、截长补短、引流归口”三大整合模式，除“蓄水统配”模式只
填整合金额外，其余两种模式均需逐项填列所整合资金的来源。
7.“整合后资金使用监管责任单位：：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填报项目资金使用管理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