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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文件 
 

 
 

苍脱贫指〔2020〕2 号          签发人：张寿于  杨祖斌 

 
 

苍溪县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 
关于报备《苍溪县 2020 年财政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计划方案》的报告 
 

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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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关于做好 2020 年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管理、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

工作的通知》（川财农〔2020〕33 号）等相关要求，结合年度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我县认真编制了《苍溪县 2020 年财政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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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计划方案》。现予上报，请审查备案。 

特此报告 

 

附件：苍溪县 2020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计划方案 

 

 

苍溪县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   

2020 年 3 月 30 日           

 

 

（联系人：任  斌    联系电话：13981297596） 

 

 

 

 

 

 

 

 

 

 

盖章单位：广元苍溪县扶贫开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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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 2020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 
计划方案 

第一章  序  言 

（一）方案编制依据。根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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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国办发〔2016〕

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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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的通知》（川办函〔2017〕50 号）、《四

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关于做好 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管理、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

的通知》（川财农〔2020〕33 号）和《苍溪县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苍府发〔2019〕4 号）文件精神，严格

资金使用政策，确保整合资金精准用于脱贫攻坚，如期完成年度

减贫任务，结合我县实际，编制本方案。 

（二）方案编制因由。我县是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试点贫

困县，经过积极探索创新，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有利于拓展扶

贫资金来源渠道，由原来的扶贫专项单渠道转变为各行资金多渠

道；有利于转变资金使用方式，由原来的行业资金专款专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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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资金多方使用；有利于提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益，依据《统

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对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进度计划等进行全面的监控管理，提高了涉农资金使

用效益。 

（三）方案编制原则 

1.聚焦目标，重点投入。聚集 2020 年建档脱贫的 118 户 358

人的脱贫目标任务，重点投入，保证高质脱贫。 

2.把握不足，弥补短板。对 2014-2019 年已脱贫户、退出的

214 个贫困村对标补短，巩固提升，同步达标。 

3.科学规划，精准施策。乡镇以村、户脱贫规划为主体，县

级行业扶贫部门及帮扶单位指导；乡镇分村对照村退出、户脱贫

标准逐项规划，县级行业部门据此各自形成行业年度专项规划；

根据村退出、户脱贫实际需求，在保基本的基础上适度提升，因

村因户落实规划，确保高质量高标准脱贫。 

4.聚力整合，发挥效应。围绕脱贫攻坚规划和年度计划，结

合行业部门专项规划，统筹考虑涉农资金来源，按照整合原则，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明确资金规模和建设任务，促成项目落地落

实见成效。 

第二章  目标任务 

（一）年度目标任务。完成 2020 年 118 户 358 人的减贫任

务。巩固提升 214 个已退出贫困村和 90140 人已脱贫人口脱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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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同步达到 2020 年脱贫标准。完成 39 个乡镇“三有”项目达

标建设任务。统筹做好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帮扶工作、贫困村与非

贫困村均衡发展建设，群众整体满意度达到 98%以上。 

（二）项目建设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全面建设贫困村通

村硬化道路、村集体经济、村级卫生室、村级文化室、通信网络。

贫困户有安全住房、有安全饮水、有生活用电。进一步完善非贫

困村公共服务设施，推动非贫困村与贫困村同步发展。实现村村

产业大建设，户户产业大发展，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三）资金整合目标。全力聚焦脱贫攻坚年度目标任务和突

出“产业补短，阻击返贫”，大力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根据

2020 年已到位资金性质、额度、统筹整合的范围情况，计划统

筹整合资金 47300 万元，其中统筹中央涉农资金 36547 万元、省

级涉农资金 10753 万元。 

第三章  工作措施 

（一）实行工作责任制度。各乡镇和县级行业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把减少贫困人口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专门部署，精心

组织，实行脱贫攻坚目标责任制。将贫困人口减少任务具体落实

到村到户，建立减贫人口实名制档案，认真落实帮扶单位和帮扶

责任人，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将行业项目具体规划到村、组、

户，制订脱贫计划，实行脱贫绩效考评机制，加强对减贫工作和

项目的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估，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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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资金精准投向。到乡镇的各类涉农资金优先安排

到 2020 年计划脱贫的贫困人口和产业补短，在安排各类项目时

瞄准重点区域和贫困群体，确保贫困户“一超过”“两不愁三保

障”“三有”和贫困村“一低五有”落到实处，确保各类项目覆

盖到贫困人口，提高脱贫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脱贫效果，

确保减贫目标任务的完成。 

（三）强化资金日常监管。严格执行广元市扶贫和移民工作

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元市财政专

项扶贫项目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广扶贫移民发〔2015〕

95 号）和《苍溪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苍

府发〔2019〕4 号）的有关规定进行项目建设。乡镇是项目实施

的监管主体，负责对项目日常监管，县级主管部门和行业扶贫部

门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指导和全程监管，确保财政涉农资金在阳光

下使用。 

（四）强化扶贫帮扶力量。工作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因素在

人，为确保尽锐出战，人员早到位，全县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

以及脱贫攻坚指挥部严格把关、逗硬执行“四个一律”：一是帮

扶驻村工作队队长不得力的，一律由派出单位的“一把手”到村

驻点，派出单位工作由组织部指定副职领导负责；二是第一书记

不得力的，一律召回；三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脱贫攻坚专

职副书记不得力的，一律调整；四是 19 个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干

部脱贫攻坚履职不力的，一律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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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建设 

按照统筹整合资金使用相关政策，结合我县脱贫攻坚规划和

年度目标任务，因地制宜确定了统筹整合扶贫项目。主要包括基

础设施、农业产业发展等项目。 

（一）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农村交通、水利设施两大类

项目。 

1.农村交通 

1.1 实施地点。在石灶乡民主村、彭店乡吴垭村等村实施村

内道路建设。 

1.2 建设内容和规模。C25 混凝土路面 89 千米。 

1.3 建设标准。按照四级公路标准建设。该路路基宽4-5.5m，

纵坡、平面线型随原路局部调顺适，不再大填大挖。水泥混凝土

路面宽 3-3.5m。两侧用 C25 片卵石混凝土路肩共宽 1.0m，要求

路面平整，水泥混凝土强度达到 25Mpa，线型顺适，水沟畅通。

设计行车速度 15 公里每小时。弯道平曲线半径一般不小于 15m，

特殊地段不小于 10m，但必须保证行车视距。平曲线半径小于

150m 时应设置超高，超高横坡为 2%至 8%。平曲线半径等于或小

于 250m 时应在平曲线内侧加宽，加宽值为 0.2m 至 1.25m。超高

和加宽缓和段长度不小于 20m。最大纵坡 12%，竖曲线半径不小

于 200m，特殊困难路段不小于 100m。 

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第一季度启动实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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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全面完成。第一季度完成 50%，第二季度完成 100%，第三季

度竣工验收。 

1.5 项目效益。该项目共覆盖贫困村 214 个，惠及贫困人口

25972 户，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村内道路条件，项目施工

中积极吸纳贫困群众务工拓宽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大幅度增加

贫困群众收入；进一步解决了群众出门难、粮食运不出的问题；

进一步美化、亮化、绿化了道路环境，改善了交通条件，优化了

运输环境，彻底摆脱了泥巴路的“脏、乱、差”现象。 

2.水利设施 

2.1 实施地点。在石马镇老木村、秧田村等 276 个村实施安

全饮水建设项目，在云峰镇陈石村等 558 个村实施水源建设项

目。 

2.2 建设内容和规模。实施安全饮水 276 处，山坪塘整治

51 口等。 

2.3 建设标准。 

2.3.1 新建和整治山坪塘 

2.3.1.1 坝顶整治方案 

清除坝面及腐质物（不少于 20cm），坝顶两边采用（30×

20cm）C20 砼浇筑，坝顶均采用泥碎石路面，并做成中间高两边

低利于自然排水即鱼脊型。一般山平塘整治设计坝顶宽度视实际

情况确定为 2.0m—3.0m。 

2.3.1.2 坝体与坝坡整治方案 



 

 — 7 —— 

a.坝面清理：清除坝面及腐质物（不少于 20cm），开挖清

除穴洞及松动坝料并夯实回填；岸坡开挖时，清除表面的覆盖物，

并使利用的基岩面平整，坡度要符合技术要求。 

b.渗漏治理：采用开挖截水槽，用粘土分层（20—30cm）回

填并压实，将砂砾层截断。截水槽上下分别与防渗体及基岩连接。

坝体层间渗漏的及坝体散漏的，开挖截水槽，用粘土分层回填并

压实，并用粘土填筑上游水平铺盖与土凡防渗体连接。 

c.内坡治理：坝坡护坡应采用预制泥凝土六棱板块或 C20 砼

现浇，其下为 10～15 ㎝砂石垫层反滤层，并留排水孔。内坡护

坡时沿坝埂基脚设 60㎝～80 ㎝高的浆砌卵石基础。 

d.外坡治理：外坡采用 C20 埋石砼框格，框格中间块石或粘

土回填平整，块石与坝坡线平行。护坡时沿坝埂基脚设 0.8m—

1.5m 高的浆砌卵石基础，并预留排水孔。对浆砌石基础范围内

的断层破碎带或软弱夹层进行处理。 

2.3.2 水渠 

2.3.2.1 渠线宜短且直，避免深挖、高填和穿越村庄、库、

塘、堰等，渠道上配水、灌水、量水、沉砂池和交通等建筑物，

应配备齐全。 

2.3.2.2 渠线遇不良地质条件时，应采取确保渠基和渠坡稳

定的工程措施或生物措施。如遇基础较软，应采取换填土或在渠

底设置砂砾石、低标号水泥砂浆垫层等，防止渠基淘刷。 

2.3.2.3 渠道的纵、横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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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保证设计输水能力、边坡稳定和水流安全通畅； 

b.各级渠道之间和渠道各分段之间以及重要建筑物上、下游

水面平顺衔接； 

c.末级渠道放水口的水位高出平整后田面进水端不少于 l 

0Cm； 

d.渗漏损失量较小； 

e.占地较少，工程量较小； 

f.施工、运用和管理方便。 

g.正常工作条件下，其平均流速满足渠道不冲不淤的要求。 

h.渠系施工应根据设计图纸，结合就地取材、保证质量、降

低造价的原则，合理选用衬砌材料，砌筑砂浆标号≥M7.5，勾缝

砂浆标号≥M10，砼标号≥C15，砖标号≥MUl0。各级渠道的防渗

衬砌结构根据允许最大渗漏量、使用年限及适用条件等。 

i.现场浇筑的混凝土防渗衬砌结构，应每隔 3～5m 设一道横

向伸缩缝，伸缩缝宽度采用 2～3cm，缝内应采用能适应结构变

形、粘结力强、防渗性能良好的填料灌实，必要时可埋设塑料止

水带或橡胶止水带。 

j.防渗渠道在边坡防渗结构顶部应设置水平封顶板，当防渗

结构下有砂砾石置换层时，封顶板宽度应大于防渗结构与置换层

的水平向厚度 10cm；当防渗结构高度小于渠深时，应将封顶板

嵌入渠堤。 

k.渠道工程应做到经济实用、形象美观、注重生态：(1)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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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大渠道可在正常水位线以下采取衬砌硬化，正常水位线以上

采取混凝土框格草皮、透水砖等植栽措施。(2)渠道尽量沿等高

线布置，或采用缓坡布置，减少开挖量。遇陡峻地段时，可采用

多级跌水或陡坡。 

l.渠道跨越河流、渠沟、洼地、道路，采用其他类型建筑物

不适宜时，可选用渡槽。渡槽由支架、槽身及导引水流的进出口

三部分组成。在渡槽槽身与上、下游渠道连接处，梁式渡槽各节

之间和拱式渡槽各跨槽墩(台)顶部，均应设伸缩缝。伸缩缝内应

设防渗止水。止水型式可选用埋入式、压板式或套环式。 

m.渡槽可根据地质条件、上部荷载、水流冲刷影响等，选用

刚性基础、柔性基础、桩基础或沉井基础。在有水流冲刷的情况

下，渡槽基础底面应埋设在设计洪水冲刷线 1m 以下。 

n.渠道穿越河流、渠沟、洼地、道路，采用其它类型建筑物

不适宜时，可选用倒虹管。倒虹吸宜设在地形较缓处，应避免通

过可能产生滑坡、崩塌及其它地质条件不良的地段。 

o.倒虹管可根据地形、地质条件等，选用地埋式或桥式。地

埋式倒虹吸应埋入地面以下 0.5—0.8m；穿越河流时，应埋入设

计洪水冲刷线 0.5m 以下；穿越渠沟、道路时，应埋入渠沟底面

或道路路面以下 lm；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应埋入冻土层以下

0.5m。桥式倒虹吸的桥下净空和桥面，必要时应满足行洪、通航

和车辆通行的要求。 

p.倒虹吸进口段应设闸门和拦污、拦沙设施，闸门后应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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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孔(管)。倒虹吸转折处和最低处，应分别设排气阀和排污孔；

每隔 200～300m 应设检修孔，必要时出口应设沉沙、冲沙设施。 

q.倒虹吸进、出口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倒虹吸管身 5m 内

禁止挖土、建设建筑物和施工，防止破坏。 

r.填方渠道跨越沟溪、洼地、道路、渠道或穿越填方道路时，

可在渠下或路下设置涵洞。涵洞顶部填土厚度不应小于 lm，上

部为衬砌渠道时不应小于 0.5m。明流管涵、拱涵水面以上的净

空高度不应小于洞高的 1/4，箱涵不应小于洞高的 1/6。 

s.涵洞有控制灌排水位或挡御外水要求时，应在进口或出口

设置闸门。 

t.渠道(排水沟)经过陡峻的地段时，可设置跌水或陡坡。陡

槽应每隔 5～20m 设一道伸缩缝，伸缩缝处底板下应设齿墙，缝

内应设防渗止水。 

u.跌水消力池、陡坡陡槽和消力池的侧墙(边墙)后以及底板

下有较大的渗透压力时，在底板下和侧墙(边墙)的后半部位均应

设排水设施。 

v.跌水与陡坡的消力池出口处均应设 1：3～l：5 的仰坡，

并采用连接段和整流段与下游渠道(排水沟)连接。连接段边墙的

收缩角宜为 20～40；整流段长度不应小于下游渠道(排水沟)水

深的 3倍，其断面应与下游渠道(排水沟)断面一致。 

w.灌溉渠道的引水、分水、泄水、退水处和排水沟出口处均

应设量水设施，并宜与灌排建筑物结合布置。小型灌区干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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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斗渠、农渠等固定渠道的渠首均设置量水设施；干渠、支渠、

斗渠等固定渠道中间分水量大的顺直渠段要增设水位、水量量测

设施；大中型灌区内流量小于 lm／s的部分支渠、斗渠、农渠等

固定渠道的渠首均设置量水设施；干渠、支渠、斗渠等固定渠道

中间分水量大的顺直渠段要增设水位、水量量测设施。 

2.3.3 蓄水池 

2.3.3.1 按照《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T50596

—2010)进行设计建设，进水、沉淀、蓄存、溢流及配套的梯步、

护栏等设施应配备齐全，蓄水容积不大于 500m。 

2.3.3.2 蓄水池的主要结构形式为开敞式，根据池周土体高

度又可分为半埋式和全埋式，一般采用全埋式，半埋式主要用在

开挖困难的地方，出露地表部分小于 1／3 蓄水池高度；建筑材

料可选用浆砌砖、浆砌石、混凝土等。 

2.3.3.3 蓄水池应布局在有一定集雨面的位置，不能布置在

山顶和山脊上，尽量利用荒坡、隙地修建，少占用耕地；蓄水池

应建在坚实基础上，不得布置在填方区；选址应考虑人群的安全

性问题。 

2.3.3.4 蓄水池工程外壁与崖坎、根系较发育的树木之间的

距离不应小于 5m，多个水池或水池衬砌外壁之间的距离不宜小

于 4m。结构形式宜采用圆形，一般直径 5～15m，深 2～3.5m。 

2.3.3.5 蓄水池池顶超出正常蓄水位高度应不小于表 3—3

—1中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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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蓄水池超高值 

蓄水容积(m3) 100 100～200 200～500 

超高(cm) 30 40 50 

2.3.3.6 蓄水池进出水口位置设置合理，要求能进能排。池

壁布置进水管，进水管的出口宜设置缓流设置；在蓄水池正常蓄

水位处应设置溢流口；开敞式蓄水池设有出水管时，出水管应高

于底板 30c：m。 

2.3.3.7 蓄水池进水口前应设置拦污栅。利用天然土坡、土

路、土场院集流时，应在进水口前设置沉沙池。沉沙池尺寸应根

据集流面大小和来沙情况确定。 

2.3.3.8 蓄水池宜采用标准设计，也可按五级建筑物根据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设计建设。水池防渗衬砌可采用浆砌石、素

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最冷月平均温度高于 5℃的地区也可采用

砌砖。浆砌石、素混凝土块或砌砖结构的表面应采用水泥砂浆抹

面。 

2.3.3.9 采用浆砌石衬砌时，应采用强度不低于 M10 的水泥

砂浆座浆砌筑，浆砌石底板厚度不宜小于 25cm；采用混凝土现

浇结构时，素混凝土强度不宜低于 C15，底板厚度不小于 10 cm；

钢筋混凝土结构强度不宜低于 C20，底板厚度不宜小于 8cm。土

基应进行翻夯处理，深度不小于 40cm。池壁厚度根据荷载条件

按标准设计或相关规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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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0 浆砌石衬砌应采用座浆砌筑，不得先干砌再灌浆。

砌筑应做到石料安砌平整、稳当，上下层砌石应错缝，砌缝应采

用砂浆填充密实。石料砌筑前应先湿润表面。 

2.3.3.11 蓄水池内应设置取用水梯步，封闭式水池应在顶

盖上设置清淤检查孔(开口不小于 600×600mm)；开敞式水池应

设置护栏，护栏应有足够强度防止倾覆倒塌，高度不应小于1.1m。 

2.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第一季度启动实施，第二

季度全面完成。第一季度完成 50%，第二季度完成 100%，第三季

度竣工验收。 

2.5 项目效益。该项目共覆盖贫困村 214 个，惠及贫困人口

26989 户，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为贫困户脱

贫提供了硬件条件；可改善农村灌溉条件，粮食产量将得到大幅

提升，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作物收成得到保障，

农民收入增加，逐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减少政府对扶贫资金

的投入，减轻财政上的负担；可改善农业排涝条件，农作物得到

及时排涝，增强了作物抗病虫害能力，作物复种指数得到提高，

林、果、草种植面积得以增大，从而使植物覆盖率大幅度提高，

加上配套措施和土地平整，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二）农业产业发展项目。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等 2类

项目，共计 74 个。其中，种植业 68 个、养殖业 6个。 

1.种植业 

1.1 实施地点。在陵江镇、云峰镇等乡镇实施环嘉陵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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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带建设项目，在全县 39 个乡镇实施特色产业发展项目

等。 

1.2 建设内容及规模。环嘉陵江环线上 9个乡镇建设特色产

业园 1.5 万亩等。 

1.3 建设标准。 

猕猴桃产业生产： 

a.环境条件：符合 NY/T391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要求。 

b.土壤条件：土壤耕层深厚、排灌方便、透气和理化性状良

好，PH5.5—7.0，有机质、全氮、有效磷、有效钾含量达到 NY/T391

规定的二级以上的砂壤土或壤土。 

c.气候条件： 

海沃特猕猴桃：海拔 700—1200m，年平均气温 12—17℃，

避风、半阴半阳的地带。 

红阳猕猴桃：海拔 700 以下，年平均气温 13—17℃，避风、

半阴半阳的地带。 

d.园地规划：选择坡度在 25 度以下地带建园。因地制宜，

将全园划分为若干作业区，大小因地形、地势、自然条件而异。 

e.防风林：风害较大的地区，在主迎风面应建设防风林。防

风林距猕猴桃栽植行 5m—6m，栽植 2 排，行距 1.0m—1.5m，株

距 1.0m，成对角线方式栽植，要求树种高达 10m—15m，以乔木

为主。 

f.栽苗：挖开表土，使窝心成“凸”状，将苗的根系分开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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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平分在窝心周围，回填细土，踩紧土壤，浇足定根水，用

秸秆或黑色薄膜覆盖幼苗。 

g.土壤管理：每年结合秋季施肥，在定植穴外沿挖环状沟，

宽度 30cm—40cm，深度约 40cm，第二年接着上年深翻的边沿，

向外扩穴深翻。 

h.间作和覆盖：间作矮作物、绿肥或生草，将作物秸秆或刈

割的绿草等覆盖在树冠下，上面压少量土，连续盖 3年—4年后

浅翻一次。 

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第一季度启动实施，第二

季度完工。 

1.5 项目效益。该项目共覆盖贫困村 214 个，惠及贫困人口

26989 户，贫困农户逐步形成户户有增收致富产业的目标，项目

建成后，贫困农户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贫困农户持续增收产

业得到有力培育，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生存环境和生活

质量得到提高；通过发展集体经济项目，使项目村建立特色、主

导优势产业，提高村级可持续发展能力，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并带动周边地区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

伐，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2.养殖业 

2.1 实施地点。在 39 个乡镇实施生猪养殖配套建设项目、

生猪肉牛羊良繁体系建设、水产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等。 

2.2 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生猪规模养殖场 65 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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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标准。 

羊养殖技术标准： 

a.建造舒适的圈舍羊舍可建成单坡敞棚式或全封闭式。单坡

敞棚式一般后墙高度为 1.8 米、棚顶倾斜度为 15 度，全封闭式

墙高 2.3-2.5 米、门宽 1.5-2 米。羊舍地面高出舍外地面 20-30

厘米，铺成斜坡以利排水。一般成年羊每只约占面积 1.5-2 平方

米；怀孕母羊、哺乳羊、种公羊所占面积稍大些。舍内要保持干

燥、通风，尽量做到冬暖夏凉，舍外设运动场，面积约为羊舍面

积的 2倍。可让羊在运动场上自由活动，采食呼吸新鲜空气、晒

晒太阳；同时栏舍空气状况也可恢复。 

b.备足草料的准备和调制是圈羊成功的决窍。饲草的加工采

取以下 2 种办法：（1）秸秆青贮。将采收后的玉米秸秆割倒晾

晒 1 天，铡成 0.5-2 厘米的小节后青贮。（2）微生物发酵。利

用“百宝利”或 em 菌发酵菌种，喷湿拌均粉碎好的农作物秸秆

或农副产品，如麦秸、玉米秸、花生秧、花生壳、玉米芯粉等，

装入缸、桶或塑料袋内封存，经厌氧发酵后即可食用。 

c.加强饲养管理一是设计好食槽水槽，控制羊践踏草料和弄

脏饮水，提高草料利用率；同时大小羊、公母羊分开饲养。二是

饲喂方式。将青贮玉米秸或发酵饲料放入饲槽中让羊自由采食，

喂食应少量多次，每天 4次，使羊吃“4个饱”。水槽中不能断

水，注意每天换水。同时按照羊只不同生长阶段配置精料适当补

充，一般育肥羊秸秆饲草与精料比例为 4∶1、妊娠羊 5∶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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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 4∶1。 

2.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月启动实施，6月前全

面完成。第一季度完成 50%，第二季度完成 100%，第三季度竣工

验收。 

2.5 项目效益。农户逐步形成户户有增收致富产业的目标，

到项目达标年，农户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大幅度增加农民收

入，并带动周边地区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三）其他项目。主要包括农村危房改造、雨露计划等 2类

项目，共计 2个。其中，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1个，雨露计划 1个。 

1.农村危房改造。 

1.1 实施地点。30 个乡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1.2 建设内容及规模。改造农村危房户 322 户。 

1.3 建设标准。 

1.3.1 木构架承重： 

a.地基要选择山体稳、不会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

害的地方； 

b.建设面积不得少于 70 平方米； 

c.维护墙墙体不得用空心砖砌体，要求支砌二、四墙或墙厚

不得小于 24 厘米，墙体内设置砖壁柱或构造柱，其间距不得大

于 4米； 

d.同一房屋不得采用木柱与砖柱、木柱与石柱混合承重的结

构体系，也不得采用砖墙、石墙、土坯墙、夯土墙等不同墙体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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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承重的结构体系；

e.木柱梢径不得小于 15厘米；

f.层高单层不得超过 4.5米，二层不得超过 3.6米，木架结

构的木柱底需设柱脚石，木柱与柱脚石间需采取连接；

h.土墙基础（石脚）高度在 20厘米至 50厘米之间，外侧需

粉刷，外墙底部用水泥砂浆粉刷到高 1米处；

i.围护墙体采用八号铁丝（12 号钢筋）、木牵梁、墙揽等

与柱子拉结，拉结距离为没道不得超过 1米。

1.3.2 砖砌体承重

a.单层楼房不得高于6.6米，二层楼房单层不得高于3.6米，

墙厚度不得小于 240㎜（二、四砖支砌）；

b.梁的跨度大于 4.2米时，在支承处设素混凝土或钢混凝土

垫块，大于 4.8米时，在支承处壁柱，或采取其它加强措施；

c.房屋柱子采用统一混凝土构造柱，并且不得少于四根，必

须浇上下圈梁。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圈梁的混凝土等级不得低于

C20；

d.门窗洞口处不得采用无钢筋砖过梁，过梁支承长度不得低

于 240㎜；

e.钢筋砖过梁底面砂浆层的厚度不得小于 30㎜；

f.采用鹅卵石支砌墙体基础的，挖好基础后，需在槽内先垫

砂浆，再做支砌砖砌体承重。

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第一季度启动实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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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全面完成。第一季度完成 50%，第二季度完成 100%，第三季

度竣工验收。 

1.5 项目效益。该项目共覆盖贫困村 51 个，危房改造政策

实施来，一是收益贫困户数量不断增加，贫困农户住房安全得到

保障，贫困农户住房安全水平和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二是

农户住房质量大幅提升，建设技术与水平明显提高；三是农户建

房重新合理布局，有效节省了村庄建设用地，而且改善了人居环

境，使老百姓得到了好处，节能节地意识显著增强。 

2.雨露计划 

2.1  实施地点。在全县 39 个乡镇实施雨露计划项目。 

2.2  建设内容及规模。贫困学生职业教育救助。 

2.3  建设标准。3000 元/学年 

2.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第二季度开工，第四季度完工。

第二季度完成 60%，第三季度成 90%，第四季度竣工验收。 

2.5  项目效益。该项目共覆盖贫困村 214 个，惠及贫困户

2166 户，通过项目的实施，资助了贫困学生，改善了贫困学生

就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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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80.93 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 47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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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设施类。计划投资 38499.74 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28214.81 万元。 

2.农业产业发展类。计划投资 28447.14 万元，其中整合涉

农资金投入 17451.14 万元。 

3.其他。投资 1634.05 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 1634.05

万元。 

（二）整合资金来源及规模 

2020 年,我县计划整合涉农资金 47300 万元。其中，计划整

合中央资金 36547 万元、省级资金 10753 万元。 

1.计划整合中央财政涉农资金 36547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 4844 万元，水利发展资金 14605 万元，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 980 万元，林业改革资金 370 万元，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4950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375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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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3

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700 万元。 

2.计划整合省级财政涉农资金 10753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 7099 万元，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 1332 万元，农

田建设资金 1971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351 万元。 

第六章  保障措施 

（一）精心组织，强化验收。成立以县常务副县长为资金整

合组长，县扶贫开发局、县财政局牵头的涉农资金整合小组，以

高度的责任感，充分认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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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负责扶贫工作的组织协调、检查

指导和督促验收等工作，确保扶贫工作不走样，见成效。 

（二）加强统筹，强化保障。要积极协调、精心安排，积极

整合项目资金，切实解决脱贫计划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确

保扶贫工作实施推进有力。整合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责任管理部门

要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保障资金的使用合规合理。 

（三）协调推进，强化督导。整合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责任管

理部门单位要加强协调，紧密配合，对照整合资金项目规划，制

定落实方案，积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加快逐一落实，并及时

发现和反馈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纠正工作中的不足。每月

定期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报告项目实施进度，对工作中落实不

力、推进缓慢，给脱贫攻坚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的相关责任人予以

责任追究。 

 

附件：1.苍溪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汇总表 

2.苍溪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 

脱贫攻坚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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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苍溪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汇总表 
单位：万元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类型 
年度纳入 

整合资金规模 

年度计划 

整合资金规模 

合  计 54656 47300 

一、中央确定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小计 42010 36547 

1.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4844 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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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3 1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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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 980 

4.林业改革资金（对应原第 5项林业补助资金） 370 370 

5.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4950 4950 

6.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955 1375 

7.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补助资金 
  

8.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金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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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5 7723 

10.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7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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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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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类型 
年度纳入 

整合资金规模 

年度计划 

整合资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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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省级确定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小计 12646 10753 

1.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7099 7099 

2.水利发展专项资金 127  

3.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 1332 1332 

4.农田建设资金 3637 1971 

5.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专项资金   

6.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用于现代林业产业发展） 100  

7.林业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不包括直接补贴部分）   

8.省级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   

9.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351 351 

10.交通建设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   

11.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2.产粮大县（市）奖励资金   

13.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项资金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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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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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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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类型 
年度纳入 

整合资金规模 

年度计划 

整合资金规模 

三、市（州）本级投入涉农资金小计 0 0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四、县（市、区）本级投入涉农资金小计 0 0 

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其他   

 

审核人：吴   勇      填表人：杨林芳       联系电话：522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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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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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苍溪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脱贫攻坚项目表 
填报单位：苍溪县财政局、苍溪县扶贫开发局                                                                                                  单位：万元 
 

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合计     68580.93 47300.00   214 26989  

一、基础设施     38499.74  28214.81    214  26989   

（一）农村交通建

设 
    12313.53  8793.81    214  25972   

以工代赈乡村公路

项目 
石灶乡民主村 改建乡村公路 0.75 公里 山重四级公路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0.00  30.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发展改革局  43   

以工代赈乡村公路

项目 
彭店乡吴垭村 改建乡村公路 1.3 公里 山重四级公路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60.00  60.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发展改革局 1  15   

以工代赈乡村公路

项目 
陵江镇镇水村 改建乡村公路 1.3 公里 山重四级公路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0.00  50.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发展改革局  14   

以工代赈乡村公路

项目 
月山乡石佛村 改建乡村公路 2.75 里 山重四级公路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99.00  99.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发展改革局 1  76   

龙王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龙王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1.0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63.80  63.8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50  

三川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三川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2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12.50  112.5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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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新观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新观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2.1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94.25  94.25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98  

雍河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雍河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1.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75.75  75.75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7  

石门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石门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9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4.52  44.5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53  

东溪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东溪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1.5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69.72  69.7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8  

桥溪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桥溪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1.2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3.34  53.34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52  

高坡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高坡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8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3.35  43.35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6 318  

龙洞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龙洞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3.50  13.5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6  

石灶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石灶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9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5.90  55.9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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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黄猫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黄猫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04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00  3.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4  

漓江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漓江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1.00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5.03  55.03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48  

唤马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唤马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1.2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72.80  72.8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9  

陵江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陵江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2.00  42.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56  

云峰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云峰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72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6.96  36.96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97  

东青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东青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8.90  18.9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8  

八庙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八庙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1.32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71.33  71.33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144  

禅林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禅林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0.45  30.45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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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亭子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亭子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7.80  17.8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92  

五龙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五龙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8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2.21  52.2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7  

永宁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永宁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8.00  18.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88  

鸳溪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鸳溪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9.58  19.5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7  

白鹤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白鹤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5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7.58  27.5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94  

元坝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元坝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9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3.27  53.27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93  

运山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运山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21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1.14  11.14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5  

河地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河地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4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2.01  22.0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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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岳东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岳东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91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7.07  47.07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132  

歧坪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歧坪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85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2.71  42.7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5  

文昌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文昌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3.14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79.98  179.9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95  

彭店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彭店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5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2.06  32.06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90  

石马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石马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62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3.90  33.9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 88  

白山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白山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2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3.65  13.65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153  

龙山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龙山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7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9.53  39.53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47  

双河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双河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2.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23.13  123.13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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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月山乡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月山乡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7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4.22  34.2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130  

白驿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白驿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4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5.77  25.77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 167  

中土镇通村道路维

修整治项目 
中土镇各相关村 维修整治通村道 0.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8.01  38.0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 39  

苍溪县陵江镇木林

村至东青镇东光村

连接道路建设工程 

陵江镇 改建 17.5 公里 沥青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704.00  405.4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527   

禅林乡集体经济

（生猪养殖）产业

园路网改善工程 

禅林乡 
改建 2.5 公里（含加宽、破

损修复）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8.00  48.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6   

元坝镇九盘村路网

改善工程 
元坝镇 改建 3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0.00  5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5   

桥溪乡尖山村路网

改善工程 
桥溪乡 改建 2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85.00  85.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9   

桥溪乡岐山村路网

改善工程 
桥溪乡 改建 2.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0.00  4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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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运山镇文庙村路网

改善工程 
运山镇 改建 1.3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0.00  5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84   

月山乡石佛村路网

改善工程 
月山乡 改建 1.1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8.00  48.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68   

东青镇东光村路网

改善工程 
东青镇 新建 0.3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0.00  2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3   

龙王镇大房村路网

改善工程 
龙王镇 改建 0.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0.00  3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2   

龙王镇健康村路网

改善工程 
龙王镇 改建 1.2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0.00  5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8   

陵江镇麻岭社区路

网改善工程 
陵江镇 改建 1.2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0.00  5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0   

龙山镇田坝村路网

改善工程 
龙山镇 改建 0.7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6.00  36.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5   

龙山镇新场村路网

改善工程 
龙山镇 改建 1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8.00  48.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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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龙山镇茨林村路网

改善工程 
龙山镇 改建 0.5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6.00  26.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3   

石马镇老木村路网

改善工程 
石马镇 改建 0.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0.00  4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64   

石马镇小沙村路网

改善工程 
石马镇 改建 0.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0.00  4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3   

永宁镇金宝村路网

改善工程 
永宁镇 改建 0.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0.00  3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9   

唤马镇黑山村路网

改善工程 
唤马镇 改建 1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0.00  4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69   

苍溪县八庙镇举台

村村道改善提升工

程（苍溪县烟八路

鳌鱼山产业道路建

设工程） 

八庙镇 新改建 3.189 公里 沥青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11.00  411.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2   

东溪镇柴坡村路网

改善工程 
东溪镇 改建 1.44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0.00  20.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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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苍溪县东青镇东红

村桥建设工程 
东青镇 新建桥梁一座，全长 22米 C40 现浇砼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83.00  83.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0   

苍溪县漓江镇溪口

村三溪口桥建设工

程 

漓江镇 新建桥梁一座，全长 39米 C41 现浇砼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43.00  143.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6   

八庙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81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86.91  86.9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  466   

白鹤乡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2.7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33.70  133.7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703   

白桥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2.3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18.38  118.3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6  576   

白驿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3.7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88.02  188.0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7  1229   

禅林乡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5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76.60  76.6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410   

东青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2.7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33.70  133.7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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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东溪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4.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20.61  220.6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7  1070   

唤马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6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80.22  80.2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6  409   

漓江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3.4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74.09  174.09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7  950   

陵江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6.5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14.21  314.2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6  1557   

龙山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5.1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67.97  267.97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8  1511   

歧坪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5.01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40.67  240.67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1132   

石门乡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9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93.59  93.59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364   

石灶乡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5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76.60  76.6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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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亭子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3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69.64  69.64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474   

文昌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2.6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32.31  132.3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7  640   

五龙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2.0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04.46  104.46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462   

永宁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3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72.42  72.4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  414   

鸳溪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2.3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18.38  118.3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583   

元坝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5.2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54.04  254.04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7  1476   

月山乡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2.7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39.28  139.2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7  772   

岳东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3.62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81.06  181.06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7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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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云峰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4.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20.61  220.6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6  1307   

运山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39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72.42  72.4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493   

浙水乡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5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73.54  73.54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5  426   

中土镇 2019 年农

村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 

各村 修复道路 1.6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80.22  80.2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  406   

白鹤乡陶家坪村

2019年补短板村组

道路工程 

陶家坪村 新建道路 1.9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90.48  90.4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18   

白桥镇白桥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白桥村 新建道路 0.6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4.93  34.93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8   

白桥镇柏林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柏林村 新建道路 0.5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7.74  27.74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2   

白驿镇龙庙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龙庙村 新建道路 4.1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31.93  131.93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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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东青镇东华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东华村 新建道路 0.3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5.99  15.99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28   

东青镇东兴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东兴村 新建道路 1.21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5.79  55.79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25   

东青镇东阳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东阳村 新建道路 0.4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0.07  20.07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51   

东溪镇八庙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八庙村 新建道路 0.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5.63  15.63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7   

东溪镇小龙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小龙村 新建道路 1.91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85.88  85.88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49   

龙山镇 塘山村

2019年补短板村组

道路工程 

塘山村 新建道路 0.3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6.04  16.04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用

于交通一般公路建设项

目 

县交通运输局  33   

龙山镇 田坝村

2019年补短板村组

道路工程 

田坝村 新建道路 0.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4.84  44.84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45   

亭子镇清河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清河村 新建道路 2.0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87.59  87.59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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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文昌镇堡寨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堡寨村 新建道路 2.1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08.56  108.56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30   

文昌镇石昌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石昌村 新建道路 0.67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3.16  33.16  

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7   

永宁镇柑子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柑子村 新建道路 0.48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3.77  23.77  

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22   

鸳溪镇凤山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凤山村 新建道路 0.6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9.35  29.35  

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53   

鸳溪镇民中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民中村 新建道路 1.14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55.24  55.24  

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30   

月山乡公益村2019

年补短板村组道路

工程 

公益村 新建道路 2.5 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34.00  134.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48   

苍溪县月儿坝至桃

园村村道公路 
桃园村、乐园村 新建道路 14公里 C30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240.00  216.00  

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1  77   

苍溪县宋江村至石

人寨村道公路 
宋江村、石人村 新建道路 7公里 C25 混凝土路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219.18  21.97  

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 
县交通运输局    

（二）水利设施     26186.21  19421.00    214  2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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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1.安全饮水     4349.40  2817.87    88  8162   

饮水安全 石马镇老木村 建联户工程 7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12  22.1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3   

饮水安全 石马镇秧田村 建联户工程 7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78  5.63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3   

饮水安全 石马镇马鞍村 联户工程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51  3.16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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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元坝镇天井村 
新建蓄水池 1口，铺设管网

19.5 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99  4.8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8   

饮水安全 龙山镇美福村 管网延伸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48  4.48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8   

饮水安全 文昌镇桥河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89  15.89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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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驿镇茶店村 联户供水工程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42  4.03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5   

饮水安全 白驿镇李子村 联户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12  3.1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饮水安全 白驿镇岫云村 联户供水工程 5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38  8.8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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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漓江镇杨家寨村 管网延伸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30  5.26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1   

饮水安全 漓江镇柳坪村 
整治水源工程 1处，建联户

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81  5.76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2   

饮水安全 歧坪镇滑石村 联户井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57  5.2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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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歧坪镇杨家桥村 联户井 3处，引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47  5.4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4   

饮水安全 歧坪镇登高社区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4  0.94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8   

饮水安全 东溪镇八字村 
修建泉池 1口；蓄水池 1口，

安装管道 2.9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25  3.08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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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东溪镇芙蓉村 
修建蓄水池 1口，安装管道

4.8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24  11.1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8   

饮水安全 龙洞乡柳溪村 

修建 10m³蓄水池 2口修建

50m³蓄水池 1口;管网延伸

工程3处，安装管道18.6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32  5.5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4   

饮水安全 河地乡高坪村 联户提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59  10.59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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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鸳溪镇清明村 建联户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79  5.94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50   

饮水安全 浙水乡玄都村 管网延伸一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54  2.5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6   

饮水安全 永宁镇铺子村 建联户供水工程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59  2.56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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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岳东镇文坪村 建管网延伸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57  2.8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1   

饮水安全 永宁镇笔山村 
管网延伸 1处，建提灌站 1

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5.00  8.48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6   

饮水安全 石门乡中梁村 新建渠道 15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29  8.19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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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门乡中梁村 新建渠道 27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86  40.86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饮水安全 元坝镇镜子村 新建水源工程一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10  3.73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8   

饮水安全 元坝镇金鹤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18  13.26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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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元坝镇鲜家沟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9.33  4.33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3   

饮水安全 元坝镇安全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98  7.8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7   

饮水安全 元坝镇铜鼓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93  5.38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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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元坝镇玉台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72  2.7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50   

饮水安全 中土乡白溪村 新建水源工程 1处及渠道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27  16.2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9   

饮水安全 中土乡麻溪村 新建及维护渠道 26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83  8.35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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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中土乡山岔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05  5.1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1   

饮水安全 漓江镇封山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99  30.99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6   

饮水安全 歧坪镇宝山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36  6.41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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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歧坪镇梁凤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63  10.63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5   

饮水安全 运山镇老君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65  7.1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7   

饮水安全 运山镇文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84  5.06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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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永宁镇桃花村 整治水源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84  2.7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8   

饮水安全 歧坪镇五一村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96  11.18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8   

饮水安全 双河乡双河社区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40  5.4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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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漓江镇官庄村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24  11.29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6   

饮水安全 龙山镇槐荫村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3.73  13.31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7   

饮水安全 
浙水乡玄都村团

结水库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6.49  63.1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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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桥镇白桥村 新建管网延伸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37  11.5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饮水安全 白桥镇宝珠村 续建改造提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65  4.0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1   

饮水安全 白桥镇铜顶村 新建七组提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35  6.0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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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桥镇同心村 
新建二三四管网延伸工程 1

处、改造五六七组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22  23.2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1   

饮水安全 白山乡车子村 建联户工程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84  11.84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9   

饮水安全 白山乡宝顶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18  9.18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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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驿镇碑垭村 
建联户供水工程 3处，铺设

管网 1008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8  11.08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饮水安全 白驿镇茶店村 
建人工井 2口，建蓄水池 2

口，铺设管网 768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65  8.65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1   

饮水安全 白驿镇池口村 
建蓄水池 1口，铺设管网

1280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79  2.79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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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驿镇康庄村 
建人工井 2口，建蓄水池 2

口，铺设管网 1008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60  8.6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1   

饮水安全 白驿镇离山村 
建人工井 2口，建蓄水池 2

口，铺设管网 640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5  7.05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4   

饮水安全 白驿镇凌云村 
建人工井 3口，建蓄水池 3

口，铺设管网 1024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10  12.1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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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驿镇马桑村 
建蓄水池 1口，管网延伸 1

处，铺设管网 1712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18  23.18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3   

饮水安全 白驿镇天平村 
建人工井 3口，建蓄水池 3

口，铺设管网 1184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09  14.0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3   

饮水安全 白驿镇天堂村 
建人工井 1口，建蓄水池 1

口，铺设管网 600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18  3.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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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驿镇铁炉村 
建人工井 2口，建蓄水池 2

口，铺设管网 684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04  10.0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1   

饮水安全 白驿镇万全村 
新建管网延伸工程，铺设管

网 29.28 千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28  15.2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8   

饮水安全 白驿镇中和村 新建联户供水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72  17.7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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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禅林乡禅林社区 改造场镇管网延伸供水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89  13.8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2   

饮水安全 禅林乡松林村 管网延伸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00  7.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9   

饮水安全 禅林乡铃旗村 
新建一、四组供水工程共 2

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51  8.5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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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东青镇东裕村 
新建管网延伸工程 1处、水

源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6.45  26.4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3   

饮水安全 东溪镇井子坪村 
修建 50立方米泉池 1口；修

建 20m³蓄水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39  8.3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3   

饮水安全 东溪镇黎家村 
修建 50立方米泉池 1口；修

建 20m³蓄水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36  6.3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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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东溪镇梁家坪村 
修建 50立方米泉池 1口；修

建 20m³蓄水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74  8.7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1   

饮水安全 东溪镇石驹村 
修建 50立方米泉池 1口；修

建 20m³蓄水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90  12.9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5   

饮水安全 河地乡地干村 联户提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01  10.0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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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河地乡玉宝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40  6.4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0   

饮水安全 唤马镇黑山村 联户供水 1处管道 78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39  14.3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9   

饮水安全 唤马镇龙口村 净化设备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08  6.0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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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黄猫乡方水村 

五组修建 10m³泉池 1口，5m

³蓄水池1口；七组修建100m

³泉池 1口，15m³蓄水池 1

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67  9.6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0   

饮水安全 漓江镇封山村 新建联户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83  6.8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9   

饮水安全 漓江镇官庄村 新建联户供水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65  6.6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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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漓江镇龙垭村 新建联户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31  4.3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0   

饮水安全 漓江镇重山村 新建联户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70  10.7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饮水安全 陵江镇沙溪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20  0.6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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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陵江镇大洋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47  5.4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7   

饮水安全 陵江镇分散供水 分散供水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0  26.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4   

饮水安全 龙洞乡龙门社区 新建净化设备 1套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0  7.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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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洞乡柳溪村 

修建 10m³蓄水池 1口；在三

溪口水源地引水至七组蓄水

池；在三组增加蓄水池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16  5.1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4   

饮水安全 龙山镇大牟村 联户提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68  15.6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饮水安全 龙山镇翔凤村 联户提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81  8.8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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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山镇董永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89  5.8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5   

饮水安全 龙山镇大志村 联户提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46  6.4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8   

饮水安全 彭店乡大垭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21  2.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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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彭店乡东岳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94  2.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7   

饮水安全 彭店乡青柏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73  5.7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1   

饮水安全 彭店乡小梁村 建联户工程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6.33  24.3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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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彭店乡长星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30  3.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2   

饮水安全 岐坪镇爱国村 
集中供 

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28  10.2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0   

饮水安全 岐坪镇花碑村 
联户供 

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8.90  27.9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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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岐坪镇滑石村 
联户供 

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99  4.9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2   

饮水安全 岐坪镇楼坪村 
联户提 

水 1处引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76  7.7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9   

饮水安全 岐坪镇天星村 

联户提 

水 1处引 

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86  9.8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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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岐坪镇旭光村 

联户提 

水 1处引 

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44  6.4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6   

饮水安全 岐坪镇元坪村 
联户供 

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76  4.7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0   

饮水安全 桥溪乡白果村 
修建 10m³蓄水池 1口；铺设

管网 7.2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59  5.5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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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桥溪乡金龙村 

修建 20m³蓄水池 1口；修建

15m³蓄水池 1口；提供水管

道 11.7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58  4.5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8   

饮水安全 三川镇梨园村 蓄水池 3口，铺设管道 8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32  6.3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8   

饮水安全 三川镇阳观村 蓄水池2口，铺设管道10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14  5.1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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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马镇老木村 建联户工程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64  7.6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0   

饮水安全 石马镇马安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17  4.1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   

饮水安全 石马镇青平村 建联户工程 5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59  17.3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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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马镇五峰村 建联户工程 5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02  13.0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9   

饮水安全 石马镇小沙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53  4.5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   

饮水安全 石门乡铧山村 
水渠工程一处，高位蓄水池

4处，供水管道 84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6.78  10.4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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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门乡铧山村 

高位蓄水池一处，水源工程

一处，引泉池一处，供水管

道 106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71  9.7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3   

饮水安全 石门乡龙水村 
引泉池一处，高位蓄水池一

处，供水管道 165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70  8.7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饮水安全 文昌镇白岩村 建联户工程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96  8.9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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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新观乡伏龙村 建管网延伸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99  3.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9   

饮水安全 新观乡单户井 建联户引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60  13.6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   

饮水安全 雍河乡桃园村 
蓄水池 6口，铺设管道

30.1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9.37  29.3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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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永宁镇柑子村 
建联户 

供水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86  6.8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5   

饮水安全 永宁镇金洞村 
建联户 

供水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15  2.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1   

饮水安全 永宁镇兰池村 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52  6.5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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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鸳溪镇弓领村 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82  4.8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   

饮水安全 元坝镇峰梁村 
新建蓄水池 1口，铺设供水

管网 9.8 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75  4.7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9   

饮水安全 元坝镇将军村 
新建人工竖井 1口，铺设供

水管网 0.6 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40  15.4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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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元坝镇青树村 
新建蓄水池 1口，铺设供水

管网 14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89  19.8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8   

饮水安全 元坝镇张王社区 
新建蓄水池 1口，铺设供水

管网 7.6 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9.37  39.3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8   

饮水安全 月山乡花冠村 
分散提水工程 1处及机电管

道安装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50  10.5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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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月山乡青杠村 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97  8.9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3   

饮水安全 月山乡土堡村 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23  11.2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6   

饮水安全 岳东镇老树村 建联户工程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07  12.7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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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岳东镇石庙村 建联户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98  5.9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0   

饮水安全 运山镇佛门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54  6.7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饮水安全 运山镇文庙村 建联户工程 5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57  9.5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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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运山镇义寨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94  4.9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9   

饮水安全 中土镇白溪村 联户供水 1处管道 79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18  8.1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1   

饮水安全 中土镇福兴社区 管网延伸管道 71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75  5.7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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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中土镇罐山村 联户供水 2处管道 69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12  14.1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2   

饮水安全 中土镇山岔村 联户供水一处管道 70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48  4.4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8   

饮水安全 八庙镇新岭村 八庙供水改造工程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43  37.4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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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鹤乡柏荫村 建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84  7.8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0   

饮水安全 白桥镇上马村 建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4  6.0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6   

饮水安全 白驿镇金梁村 改造集中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53  23.5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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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东青镇东兴村 
中心、东明村管网改造 2处，

玉京分散工程改造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62  37.6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7   

饮水安全 东溪镇北岸村 
新建蓄水池 2口，安装管道

3.8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34  7.3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50   

饮水安全 东溪镇井子坪村 
新建蓄水池 1口，安装管道

2.9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6  4.5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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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东溪镇七一村 
新建水源地 1处，30m³蓄水

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81  12.8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4   

饮水安全 东溪镇舒家村 
新建蓄水池 2口，安装管道

8.8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71  7.7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7   

饮水安全 东溪镇小龙村 
新建蓄水池 2口，安装管道

600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9  1.1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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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高坡镇柏木村 管网延伸，铺设管网 43.4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43  32.4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2   

饮水安全 高坡镇关圣村 改建蓄水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8  2.4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饮水安全 高坡镇桑茨村 
新建蓄水池 1口，提水设备

1套，安装管网 11.3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47  7.4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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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高坡镇童家村 
管网延伸 1处，安装管道

26.4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20  18.2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饮水安全 高坡镇天螺村 管网延伸 5.2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84  3.8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饮水安全 河地乡白山村 联户提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55  7.5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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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河地乡红树村 
联户提水 1处，管网延伸 1

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12  10.1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9   

饮水安全 河地乡玉宝村 联户引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96  3.9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3   

饮水安全 唤马镇黑山村 
建水池 2口，铺设管道 100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59  9.5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2   



 

 — 91 —— 

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唤马镇云龙村 建水池 2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72  10.7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7   

饮水安全 漓江镇盐海村 
新建水井 1口，净水构筑物

1座，蓄水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6.59  36.5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8   

饮水安全 漓江镇柳坪村 深水井 2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45  5.4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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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山镇茨林村 联户引水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4  20.0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饮水安全 龙山镇库楼村 联户提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36  31.3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5   

饮水安全 龙山镇凉桥村 新建联户供水工程 8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3.41  33.4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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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山镇灵凤村 联户提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99  7.9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8   

饮水安全 龙山镇桑林村 联户引水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54  19.5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8   

饮水安全 龙山镇柏杨社区 整治水厂泵站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00  10.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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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彭店乡东岳村 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1  3.4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33   

饮水安全 彭店乡来龙村 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99  4.9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6   

饮水安全 桥溪乡柏垭村 
新建蓄水池 8口，安装管网

4.4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58  12.5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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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桥溪乡尖山村 
新建 30m³蓄水池 2口，20m³

蓄水池3口，安装管网3.5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21  18.2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2   

饮水安全 桥溪乡近水村 
新建水源 3处，安装管道

1.3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95  3.9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饮水安全 桥溪乡蟠龙村 

新建 20m³蓄水池 2口，10m³

蓄水池 1口，安装管网

26.9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47  19.4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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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桥溪乡云峰村 
新建蓄水池 2口，安装管道

1.3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2  3.2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8   

饮水安全 三川镇川桥村 建联户供水工程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22  26.2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8   

饮水安全 三川镇复兴村 管网延伸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03  17.0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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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马镇红凤村 建联户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50  15.5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4   

饮水安全 石马镇松垭村 建联户工程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26  12.2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1   

饮水安全 石灶乡合一村 
新建 5m³蓄水池 1口，安装

管道 5.2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21  8.2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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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灶乡尹河村 
新建 25m³蓄水池 1口，30m³

蓄水池2口，安装管道3.3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00  17.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0   

饮水安全 双河乡龙寨村 联户提水工程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96  14.9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1   

饮水安全 文昌镇权家村 建联户工程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14  15.1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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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文昌镇孙家村 建联户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1  2.9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1   

饮水安全 五龙镇平安村 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58  7.5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0   

饮水安全 新观乡梓潼村 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58  28.5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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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新观乡星桥村 维修水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2  2.0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6   

饮水安全 新观乡天宝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18  12.1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饮水安全 永宁镇金宝村 建高位水池、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71  19.7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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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永宁镇大桥村 维修高位水池、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66  5.6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饮水安全 永宁镇笔山村 建高位水池、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46  22.4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4   

饮水安全 元坝镇芦溪村 建水池个。铺管道 2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8  3.2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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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元坝镇玉台村 
建水池2口，铺设管道3200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40  35.4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   

饮水安全 元坝镇平寨村 
建提灌供水池 1处，铺设管

道 350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80  29.8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饮水安全 元坝镇铜鼓村 铺设管道 12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39  11.3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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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元坝镇风光村 铺设管道 1500 米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72  6.7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0   

饮水安全 元坝镇青树村 铺设管道 20km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26  15.2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2   

饮水安全 月山乡土堡村 分散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43  15.4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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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月山乡南华村 分散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45  12.4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7   

饮水安全 岳东镇斑竹村 建联户工程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47  9.4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8   

饮水安全 云峰镇虎背村 分散供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59  29.5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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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浙水乡四坪村 高位水池维修、管网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1  4.5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饮水安全 龙洞乡回龙村 集中供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0  8.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4   

饮水安全 龙洞乡柳溪村 联户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0  6.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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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东溪镇八庙村 集中供水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0  6.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5   

饮水安全 东溪镇康寨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6   

饮水安全 石灶乡团包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3   



 

 — 107 —— 

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灶乡九台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34   

饮水安全 高坡镇三垭村 水质增效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6   

饮水安全 高坡镇梨树村 集中供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00  18.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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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高坡镇黄荆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0  2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3   

饮水安全 高坡镇大寨村 新建蓄水池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00  7.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水利局  33   

饮水安全 黄猫乡呈元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  2.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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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东溪镇黎家村 分散供水 5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  4.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0   

饮水安全 东溪镇大岩村 
补充水源 1处、新增净化设

备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1   

饮水安全 东溪镇瓦旋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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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河地乡玉宝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0  6.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饮水安全 河地乡中华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0.50  0.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7   

饮水安全 龙山镇翔凤村 集中供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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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山镇印池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0.50  0.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5   

饮水安全 龙山镇塘山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  1.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1   

饮水安全 龙山镇五郎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0  1.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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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山镇桑林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0  3.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9   

饮水安全 龙山镇团结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  1.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9   

饮水安全 龙山镇囤子村 单户井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0.50  0.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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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山镇鞍子社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7   

饮水安全 龙山镇灵钟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0  8.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1   

饮水安全 龙山镇龙角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0  2.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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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山镇桂阳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  4.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1   

饮水安全 龙山镇灵凤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  1.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36   

饮水安全 龙山镇五星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00  3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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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龙山镇赵家岭 联户供水工程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8   

饮水安全 双河乡地灵村 机电设备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  2.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饮水安全 文昌镇民建村 分散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0  4.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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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文昌镇元山村 分散供水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0  3.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9   

饮水安全 文昌镇双庙村 联户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3   

饮水安全 文昌镇刘家村 联户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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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白山乡天马村 分散供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0  1.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0   

饮水安全 白山乡蚕丝村 分散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6   

饮水安全 彭店乡东岳村 分散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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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运山镇二龙村 分散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9   

饮水安全 运山镇龙井村 联户供水一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饮水安全 运山镇双龙村 分散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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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马镇月尔村 分散供水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5   

饮水安全 石马镇松垭村 分散供水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  2.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33   

饮水安全 石马镇清平村 新建联户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0  3.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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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岳东镇双柏村 分散供水 5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饮水安全 岳东镇文水村 分散供水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50  5.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7   

饮水安全 岳东镇两利村 分散供水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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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岳东镇青龙村 分散供水 4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  4.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6   

饮水安全 鸳溪镇民中村 集中供水 2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8   

饮水安全 浙水乡三台村 集中供水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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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永宁镇金洞村 
管网延伸 1处、分散供水 6

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0  3.5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5   

饮水安全 白鹤乡金谷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  4.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饮水安全 白鹤乡白马村 5组分散供水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  1.5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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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五龙镇马虹村 分散供水 3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  4.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4   

饮水安全 五龙镇天池村 分散供水 5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1   

饮水安全 元坝镇金鹤村 蓄水池建设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5   



 

 — 124 —— 

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元坝镇将军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00  7.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5   

饮水安全 元坝镇天井村 新建深水井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0   

饮水安全 元坝镇九盘村 新建深水井 1口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  3.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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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门乡铧山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饮水安全 石门乡三林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0  6.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饮水安全 石门乡红旗水 增压泵 1台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4   



 

 — 126 —— 

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石门乡文家角 新建联户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00  2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35   

饮水安全 中土镇人和村 管网延伸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32   

饮水安全 中土镇五马村 单户井 10户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00  7.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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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中土镇裕兴村 更换提水泵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  2.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3   

饮水安全 唤马镇金刚村 集中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饮水安全 唤马镇红金村 联户供水 1处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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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禅林乡前力村 管网延伸 6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  2.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1   

饮水安全 禅林乡武陵村 管网延伸 1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  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3   

饮水安全 禅林乡青山观 四组新建深水井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  4.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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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八庙镇方斗村 集中供水 3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00  7.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饮水安全 八庙镇珑玲村 管网延伸 1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0  8.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9   

饮水安全 八庙镇举台村 鳌鱼湾生活用水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00  3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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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饮水安全 八庙镇新岭村 
二、三、四、五、六组管网

延伸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0  1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5   

饮水安全 白桥镇白桥村 管网延伸 6公里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0  1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7   

饮水安全 新观乡梓潼村 管网延伸 952 户 

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人均日生活供水量按不

同分区正常年份为

40-60 升；取水往返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水源供

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0.00  160.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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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2.水源建设     21836.81  16603.13    172  24756   

水库维修加固 
云峰镇陈石村红

旗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8.11  57.1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89   

水库维修加固 
陵江镇镇江村展

望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4.45  73.4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94   

水库维修加固 
云峰镇桅杆村龙

洞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0.17  69.1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96   

水库维修加固 
白鹤乡柳池村五

一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5.86  94.8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3   

水库维修加固 
东青镇广福村广

福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5.73  104.7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05   

水库维修加固 
歧坪镇元坪村红

旗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5.33  10.3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38   

水库维修加固 
歧坪镇三江村邢

家沟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0.58  10.5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92   

水库维修加固 
月山乡亮垭村扬

家湾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2.20  12.2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55   

水库维修加固 
月山乡凤峨村栗

板子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2.08  18.0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54   

水库维修加固 
永宁镇碧山村山

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9.15  35.1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3   

水库维修加固 
永宁镇桃花村洞

塘湾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2.61  42.6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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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水库维修加固 
浙水乡杨柳村文

家梁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7.61  17.6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89   

水库维修加固 
文昌镇观音村菜

麻湾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78  25.7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3   

水库维修加固 
文昌镇权家村祠

堂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4.40  31.4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69   

水库维修加固 
文昌镇五龙村国

营山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6.09  66.0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31   

水库维修加固 
石门乡铧山村露

白沟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2.37  60.3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93   

水库维修加固 
元坝镇飞马村飞

马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1.77  23.7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8   

水库维修加固 
河地乡高坪村高

坪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69  16.6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2   

水库维修加固 
亭子镇双峰村李

家山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7.14  59.1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91   

水库维修加固 
白桥镇白桥村上

游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5.78  60.7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02   

水库维修加固 
东溪镇花园村万

光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9.29  29.2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41   

水库维修加固 
东溪镇金牛村陈

光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9.12  49.1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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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水库维修加固 
东溪镇大堰村红

专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6.74  27.7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88   

水库维修加固 
东溪镇大岩村友

谊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5.91  50.9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0   

水库维修加固 
石门乡七星村三

林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3.60  133.6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3   

水库维修加固 
高坡镇竹林村黑

土地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9.17  119.1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87   

水库维修加固 
文昌镇红瓦村宋

家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25  9.2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99   

水库维修加固 
高坡镇关圣村唐

家大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9.91  119.9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21   

水库维修加固 
东溪镇八字村华

长沟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7.46  177.4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73   

水库维修加固 
龙洞乡回龙村三

叉河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8.60  168.6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67   

水库维修加固 
龙山镇宝宁村凉

桥大垭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87  10.8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4   

水库维修加固 
东溪镇双田村七

五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2.16  102.1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65   

水库维修加固 
漓江镇老林村李

子沟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7.47  177.4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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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水库维修加固 
月山乡石佛村獠

牙沟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1.55  81.5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34   

水库维修加固 
歧坪镇花碑村木

牛桠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5.42  135.4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97   

水库维修加固 
月山乡紫荆村紫

荆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2.70  112.7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54   

水库维修加固 
三川镇景光村三

叉沟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25  10.2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61   

水库维修加固 
永宁镇柑子村陶

家角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0.96  210.9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68   

水库维修加固 
鸳溪镇古楼村老

君塘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9.44  149.4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7   

水库维修加固 
龙王镇歇台村清

明梁水库 
白蚁防治、安装预警系统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73  9.7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51   

水库维修加固 
禅林乡松林村洞

角岩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3.19  143.1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0   

水库维修加固 
云峰镇紫云村九

湾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9.86  249.8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65   

水库维修加固 
东青镇天桥村天

桥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3.00  123.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2   

水库维修加固 
禅林乡铃旗村东

风水库 
白蚁防治、安装预警系统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6.48  6.4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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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水库维修加固 
龙山镇田坝村韩

家梁水库 
白蚁防治、安装预警系统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24  9.2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32   

水库维修加固 
彭店乡庙垭村庙

垭水库 
白蚁防治、安装预警系统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7.27  7.2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7   

水库维修加固 
歧坪镇三江村李

家沟水库 

整治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等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7.07  113.7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1   

产水配套 白驿镇檬垭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98  6.9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50   

产水配套 白驿镇下坊坪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1  20.0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4   

产水配套 禅林乡明阳村 
山坪塘整治 2口；修建拦河

坝 3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84  12.5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产水配套 亭子镇沿江村 

山坪塘整治 3口；六组新建

提灌渠系工程 600m；三、四、

五、六组新建提灌渠系 600m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48  14.4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产水配套 亭子镇大营村 
山坪塘整治 3口；新建蓄水

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63  10.6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产水配套 鸳溪镇龙岩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74  8.3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1   

产水配套 鸳溪镇院溪村 山坪塘整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81  7.2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 136 —— 

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浙水乡玄都村 整治塘堰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51  8.5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产水配套 龙王镇九龙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蓄水

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8.58  19.5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7   

产水配套 龙王镇伍家垭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蓄水

池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1.62  17.0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0   

产水配套 三川镇柏溪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3.07  5.0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0   

产水配套 新观乡五柏村 蓄水池新建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63  3.6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6   

产水配套 新观乡天宝村 山坪塘整治 2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12  2.6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7   

产水配套 雍河乡石牛村 
渠道维修，新建渠道，蓄水

池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3.96  3.3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8   

产水配套 唤马镇金刚村 
标改堰塘 2口，新修渠道 1

公里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98  13.9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6   

产水配套 石门乡中梁村 
蓄水池 2口，作业道 0.6km，

新建 13口鱼塘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6.38  55.3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50   

产水配套 中土镇桥沟村 标改山坪塘 2口、旧渠治漏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12  14.1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产水配套 漓江镇盐海村 维修渠道 8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55  6.5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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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歧坪镇彭家梁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蓄水

池 1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9.21  19.2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50   

产水配套 月山乡通木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灌溉

PE水管 4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98  7.9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产水配套 月山乡东华村 山坪塘整治 5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6.46  11.4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0   

产水配套 东溪镇舒家村 山坪塘整治 2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46  8.4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2   

产水配套 东溪镇小龙村 山坪塘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89  1.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产水配套 石灶乡尹河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42  8.4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8   

产水配套 白山乡寨垭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渠道

12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30  13.9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8   

产水配套 彭店乡来龙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46  8.4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7   

产水配套 彭店乡东岳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11  18.1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1   

产水配套 石马镇中华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蓄水

池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78  4.3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4   

产水配套 石马镇桥梁村 山坪塘整治 2口，维修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2.18  29.1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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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文昌镇桥河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2  1.9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2   

产水配套 运山镇秋垭村 山坪塘整治 2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3  8.0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产水配套 河地乡地干村 山坪塘整治 1处及其它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18  17.6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9   

产水配套 龙山镇囤子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81  13.8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产水配套 龙山镇长梁村 新建渠道及维修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91  16.9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产水配套 双河乡地灵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水渠

8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79  19.7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6   

产水配套 岳东镇云寨村 

整治山坪塘 2口，新建渠道

250 米，新建蓄水池 1口，

维修蓄水池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63  15.1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6   

产水配套 岳东镇石庙村 新建渠道 28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00  23.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2   

产水配套 白驿镇花红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20  10.0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白驿镇天堂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66  4.6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0   

产水配套 白桥镇火烽村 整治新荡池 1口，硬化渠道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46.77  16.7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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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2000 米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二季度完成 

产水配套 亭子镇五福村 新建蓄水池 2口；堰塘整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79  6.3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浙水乡坪江社区 
梨园滴灌系统，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53  15.0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9   

产水配套 三川镇大光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89  16.1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7   

产水配套 三川镇史家河村 山坪塘整治 1口，维修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37  12.0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产水配套 三川镇栗园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蓄水

池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8.11  19.3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0   

产水配套 新观乡和平社区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52  2.9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石门乡碑沱村 新建渠道 950m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18  7.1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3   

产水配套 漓江镇封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3.81  43.8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6   

产水配套 漓江镇龙垭村 山坪塘治漏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0  1.6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8   

产水配套 漓江镇红龙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50  14.5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6   



 

 — 140 —— 

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漓江镇五峰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38  14.3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6   

产水配套 漓江镇石桥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蓄水

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73  12.7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歧坪镇鞍山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30  31.3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歧坪镇绣峰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53  14.5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歧坪镇杨家桥村 
山坪塘整治 1口；建小型提

灌站 2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74  8.7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9   

产水配套 歧坪镇爱国村 
新建蓄水池（大蓄水池）1

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16  5.1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9   

产水配套 歧坪镇银龙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47  6.4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2   

产水配套 龙洞乡远景村 维修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55  1.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4   

产水配套 石灶乡红花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2  1.0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白山乡西湖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渠道

618 米，新建蓄水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55  12.2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白山乡南山村 新建渠道 104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56  10.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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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彭店乡清泉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96  10.9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8   

产水配套 石马镇小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新建渠道

1981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3.10  17.2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石马镇千佛村 新建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0.72  0.7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4   

产水配套 龙山镇八一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47  1.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1   

产水配套 白驿镇中和村 新建提灌站、池河堰整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9.22  34.2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产水配套 白驿镇金梁村 
新建小型提灌站一座、新建

蓄水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77  20.7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9   

产水配套 三川镇川桥村 新建渠道；维修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01  18.0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4   

产水配套 三川镇卧龙村 王家湾水库治漏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15  19.1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50   

产水配套 高坡镇童家村 抗旱池 3个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10  8.1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1   

产水配套 高坡镇柏木村 标改山坪塘 2口涉及 5个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79  9.7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2   

产水配套 中土镇元宝村 
新建渠 900m，四组小梁堰整

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66  12.6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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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漓江镇琴溪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蓄水

池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42  2.6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产水配套 漓江镇寺基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蓄水

池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85  16.8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2   

产水配套 歧坪镇寨堡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蓄水

池 5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7.67  32.6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4   

产水配套 东溪镇井塘村 山坪塘整治 2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51  10.5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4   

产水配套 东溪镇庙子村 山坪塘整治 2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62  11.6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2   

产水配套 石灶乡石人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48  10.4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产水配套 白山乡宝顶村 修建渠道 813m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34  7.3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6   

产水配套 彭店乡吴垭村 
新建蓄水池 5口，山坪塘整

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95  29.9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2   

产水配套 石马镇红凤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蓄水

池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72  6.7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6   

产水配套 石马镇岳王村 
山坪塘整治 2口，维修渠道

25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2.14  43.1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9   

产水配套 文昌镇鸳鸯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33  17.3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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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运山镇龙井村 山坪塘整治 2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78  24.7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2   

产水配套 河地乡玉宝村 
山坪塘整治整治 2处，新建

蓄水池 5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3.44  23.4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2   

产水配套 龙山镇灵凤村 山坪塘整治 2口及新建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93  7.9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8   

产水配套 八庙镇郁家沟村 堰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13  4.5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4   

产水配套 东溪镇光山村 整治七组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60  1.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文昌镇油房村 水利设施整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19  1.9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6   

产水配套 龙山镇新场村 整治山塘堰 1口及新建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14  7.1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白驿镇万泉村 
新建蓄水池 3口、山坪塘整

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18  14.1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8   

产水配套 白驿镇李子垭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提灌站修

复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16  20.1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4   

产水配套 白驿镇碑垭村 
五组新建山坪塘 1口，维修

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03  12.0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0   

产水配套 白桥镇上马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12  8.8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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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白桥镇宝珠村 

标改 3口堰塘：一组雀儿树

塘堰、二组桥半沟塘堰、三

组桥地湾塘堰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4.65  70.9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产水配套 鸳溪镇四房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78  6.7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0   

产水配套 三川镇莲池村 新建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18  1.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产水配套 黄猫乡南军村 

1口山坪塘整治，新建渠系

调整为新建 300m，其余部分

为土渠维修 1500m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39  12.3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50   

产水配套 元坝镇红溪村 罗家沟漫水桥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0  4.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38   

产水配套 元坝镇西溪村 五组秋梨梁堰整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67  11.67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0   

产水配套 漓江镇清滩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渠道

6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81  19.8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0   

产水配套 歧坪镇红雨村 新建蓄水池 20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2.46  36.46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8   

产水配套 歧坪镇白石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93  9.9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产水配套 石马镇松垭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31  5.3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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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文昌镇红瓦村 山坪塘整治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6.45  48.45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产水配套 双河乡榨垭村 
新建渠道 1700 米，修建渠道

18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1.23  35.2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  17   

产水配套 白驿镇方山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提灌站 1

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6.49  36.4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6   

产水配套 白驿镇马桑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79  8.7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白驿镇池口村 新建蓄水池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79  14.7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白驿镇康庄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8  6.0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八庙镇七树村 

整治山坪塘 3口：七树村八

组大柏树塘整治 1口；七树

村九组古羊堰整治 1口；七

树村五组上沟头堰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03  22.0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白桥镇白桥、马

桑场镇 

映庆三组龙洞湾水源塘整治

1口；场镇管网改造；蓄水

池、沉淀池 7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2.26  72.62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禅林乡青山观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52  2.1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亭子镇石螺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60  6.4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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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鸳溪镇垭口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62  7.48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鸳溪镇三岔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18  7.7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0   

产水配套 鸳溪镇浩口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20  5.01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鸳溪镇七宝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4.00  11.7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25   

产水配套 鸳溪镇清明村 山坪塘整治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53  10.2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鸳溪镇石盘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25  5.73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40   

产水配套 鸳溪镇新庙村 
新建 1.7 公里引水渠、山坪

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44  22.44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水利局  14   

产水配套 浙水乡小浙村 整治五组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37  5.37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3   

产水配套 龙王镇钟山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33  10.37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三川镇玉石村 伏家沟水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9.18  359.18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4   

产水配套 唤马镇龙台村 整治山坪塘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1.46  15.8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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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唤马镇黑山村 
新建渠道 600 米，防旱池 2

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74  4.94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石门乡杨河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渠道

22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97  19.2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1   

产水配套 元坝镇黄梁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25  8.25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元坝镇鲜家沟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00  5.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34   

产水配套 歧坪镇樊家山村 新建蓄水池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10  5.1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歧坪镇楼坪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25  9.25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0   

产水配套 歧坪镇宋水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蓄水

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8.22  28.22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歧坪镇天星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7  2.27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0   

产水配套 歧坪镇盐井村 新建蓄水池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10  5.1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2   

产水配套 歧坪镇宝寺村 新建蓄水池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2  4.52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歧坪镇四蛮寨村 新建蓄水池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83  1.83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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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歧坪镇宋安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56  8.56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6   

产水配套 月山乡紫荆村 新建蓄水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0  2.3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0   

产水配套 月山乡烟峰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07  9.07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25   

产水配套 东溪镇康寨村 整治一组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0  5.22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东溪镇群策村 山坪塘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67  7.67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龙洞乡大元村 
标改山坪塘 1口作为饮用水

源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39  12.39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白山乡青龙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1  2.81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9   

产水配套 彭店乡小梁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78  8.78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彭店乡大垭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渠道

500 米，维修渠道 80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51  14.51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34   

产水配套 石马镇老木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17  6.17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32   

产水配套 石马镇马鞍村 山坪塘整治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69  12.67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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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文昌镇宝寨村 
山坪塘整治 2口，新建蓄水

池 3口，及修建渠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01  19.01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运山镇二龙村 
山坪塘整治 1口，新建渠道

874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40  10.2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运山镇文庙村 山坪塘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76  0.2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6   

产水配套 河地乡何家梁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39  25.3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4   

产水配套 双河乡天灵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53  5.53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6   

产水配套 双河乡塔山村 蓄水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9  3.2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9   

产水配套 岳东镇天山村 山坪塘整治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0  7.0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3   

产水配套 陵江镇沙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89  3.8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6   

产水配套 陵江镇回水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59  1.1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陵江镇胡家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21  2.53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陵江镇群丰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71  6.7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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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陵江镇钟浩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72  9.7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5   

产水配套 陵江镇江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27  5.27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云峰镇马石村 分散供水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89  5.8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4   

产水配套 五龙镇大树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96  1.06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4   

产水配套 
五龙镇社区居委

会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12  0.5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五龙镇新梁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30  0.83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产水配套 五龙镇平安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92  4.9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白鹤乡白鹤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04  6.4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4   

产水配套 白鹤乡柏荫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20  1.53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3   

产水配套 白鹤乡上游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51  18.5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0   

产水配套 东青镇志愿村 整治山平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94  8.4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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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东青镇天桥村 整治四五组山平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12  15.1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东青镇广福村 整治三组白果树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41  9.4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1   

产水配套 八庙镇方斗村 整治 5组山平塘内侧堡坎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57  12.57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4   

产水配套 八庙镇七树村 5、9组山平塘水毁及漏项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78  11.7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3   

产水配套 八庙镇王家口村 
7组山平塘整治工程水毁及

漏项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22  12.2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7   

产水配套 白桥镇上马村 
整治 8组山平塘 1口、补 3

组水损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11  17.1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2   

产水配套 白桥镇白桥村 灾损，三组塘内堡坎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0  8.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1   

产水配套 白桥镇宝珠村 宝珠提灌站漏项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4  8.0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5   

产水配套 白山乡西湖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23  28.23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白山乡青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0.85  0.85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白山乡南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41  7.4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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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白山乡寨垭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38  15.3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产水配套 白驿镇金凤村 整治山坪塘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74  44.7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白驿镇康庄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33  12.33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7   

产水配套 白驿镇凌云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58  25.5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白驿镇泉水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1  3.1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1   

产水配套 白驿镇下坊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2  6.0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产水配套 白驿镇马桑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90  21.9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8   

产水配套 禅林乡青山观村 一组新建书笔山塘及排洪渠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0  15.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东青镇天桥村 整治一组跃子岩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64  8.6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东青镇东华村 整治三组水井沟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39  25.3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4   

产水配套 东青镇东升村 整治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40  24.4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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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东溪镇七一村 整治堰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90  15.9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东溪镇梁家坪村 整治堰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30  12.3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东溪镇八字村 整治堰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61  20.6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高坡镇玉帝村 
整治堰塘 1口，新建渠道

1400m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14  21.1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2   

产水配套 高坡镇天螺村 整治堰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45  12.45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38   

产水配套 高坡镇茯苓村 整治堰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8  2.1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高坡镇柏木村 整治堰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09  7.0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6   

产水配套 河地乡晨光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15  30.15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河地乡玉宝村 整治山坪塘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7.71  39.7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4   

产水配套 唤马镇红金村 管道网延伸 7000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53  12.53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9   

产水配套 唤马镇龙口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4.53  44.53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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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唤马镇庙梁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71  28.7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唤马镇石顶村 
整治山坪塘 2口新建渠道

3000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6.94  6.9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唤马镇瓦店村 水库治漏新建渠道 3000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1.36  16.56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3   

产水配套 唤马镇彭城村 新建渠道 2000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20  44.2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8   

产水配套 漓江镇官庄村 
整治山坪塘 1座，整治维修

渠道 2km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98  32.9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陵江镇群丰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07  31.07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0   

产水配套 陵江镇陵江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9.84  39.8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陵江镇金垭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74  13.7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陵江镇茶店社区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8.58  38.5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陵江镇杜里社区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40  27.4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4   

产水配套 陵江镇康乐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67  14.67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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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陵江镇武当社区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07  11.07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6   

产水配套 陵江镇六包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67  21.67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陵江镇新建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66  7.66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39   

产水配套 陵江镇船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05  14.05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6   

产水配套 陵江镇钟浩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64  21.6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2   

产水配套 陵江镇东方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29  9.2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龙洞乡棋盘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0  2.8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8   

产水配套 龙洞乡远景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4  1.8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龙洞乡大元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26  7.26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龙洞乡茅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42  17.4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0   

产水配套 龙山镇白虎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78  31.7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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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龙山镇五郎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05  12.05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7   

产水配套 龙山镇南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40  15.4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0   

产水配套 龙山镇翔凤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64  18.6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9   

产水配套 龙王镇钟山村 整治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38  14.3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龙王镇五台水库 治理滑坡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84  15.8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19   

产水配套 龙王镇友谊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01  11.0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6   

产水配套 彭店乡来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15  31.15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26   

产水配套 彭店乡长星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8.05  38.05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产水配套 彭店乡吴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09  7.09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39   

产水配套 彭店乡清泉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38  3.3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3   

产水配套 彭店乡东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32  22.3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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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彭店乡小梁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5  2.35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彭店乡大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32  7.3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7   

产水配套 岐坪镇宋安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58  18.58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岐坪镇楼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94  10.94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31   

产水配套 
三川镇深沟堰灾

损 
放水设施及溢洪道受损修复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2  2.1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23   

产水配套 石马镇月耳村 整治山坪塘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8.46  19.96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5   

产水配套 石马镇五峰村 整治山坪塘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2.39  29.51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4   

产水配套 石马镇岳王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12  45.12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水利局 1  41   

产水配套 石门乡插江村 整治山坪塘两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0  2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1   

产水配套 石门乡铧山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21  12.2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1   

产水配套 石门乡中梁村 整治山坪塘三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1.48  51.4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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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石门乡珠江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42  13.4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2   

产水配套 石灶乡牌坊村 整治堰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0.65  0.6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产水配套 石灶乡伊河村 整治堰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0  2.3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2   

产水配套 双河乡地灵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85  11.8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31   

产水配套 文昌镇红瓦村 宋家水库坝顶硬化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39  3.3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32   

产水配套 文昌镇桥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0.33  0.3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2   

产水配套 文昌镇油房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70  13.7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文昌镇金魁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73  5.7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文昌镇宝寨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99  18.9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五龙镇马虹村 
山坪塘 

整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17  14.1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   

产水配套 新观乡天宝村 整治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4  2.9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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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雍河乡龚家港水

库 
整治排山堰及进场路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59  23.5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6   

产水配套 雍河乡桃园村 
整治山平塘 1口及新建

2000m 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1.13  21.1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4   

产水配套 雍河乡花坪村 
整治灾损渠道 300m 及河堤

修复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11  17.1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0   

产水配套 雍河乡石牛村 修复灾损渠道 150m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9  2.4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产水配套 元坝镇鹤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26  32.2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元坝镇青树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90  18.9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元坝镇庆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73  26.7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元坝镇九盘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86  15.8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元坝镇旋子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54  21.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元坝镇黄梁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60  30.6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6   

产水配套 月山乡凉水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20  15.2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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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岳东镇文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58  25.5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岳东镇青狮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09  18.0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云峰镇虎背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34  31.3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云峰镇陈石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14  34.1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4   

产水配套 运山镇秋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5  1.6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5   

产水配套 运山镇二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79  10.7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运山镇龙井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6  2.1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产水配套 运山镇佛门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9  2.3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产水配套 中土镇大坪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72  10.7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八庙镇涧溪村 整治 5组战天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31  35.3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9   

产水配套 白鹤乡柏荫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54  25.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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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白鹤乡东风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23  23.2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7   

产水配套 白鹤乡龙凤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88  25.8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0   

产水配套 白鹤乡江水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20  18.2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3   

产水配套 白鹤乡五显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15  10.1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白鹤乡新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20  19.2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白桥镇青林村 整治 6组老池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42  3.4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35   

产水配套 白山乡宝顶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42  13.4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2   

产水配套 白山乡车子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36  9.3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5   

产水配套 白山乡青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53  40.5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白驿镇方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6.17  36.1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白驿镇花红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74  25.7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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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白驿镇岫云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73  10.7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7   

产水配套 禅林乡大碧村 整治 6组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87  15.8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禅林乡铃旗村 新建二组石河堰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9.40  39.4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产水配套 禅林乡卧云村 整治 4组重家坡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08  16.0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东青镇东明村 新建蓄水池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05  11.0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7   

产水配套 东青镇东红村 整治二组向荣门前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25  11.2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2   

产水配套 东青镇东华村 整治四组水井沟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31  15.3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   

产水配套 东青镇东裕村 整治一组双柏树堰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70  24.7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6   

产水配套 东青镇互利村 新建蓄水池 1口中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89  16.8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东青镇玉京村 
整治山平塘 9口、新建蓄水

池 6口、新建渠道 8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7.35  77.3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5   

产水配套 东青镇寨山村 整治五组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14  7.1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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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东溪镇北泉社区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7.39  22.3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东溪镇大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6  13.0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东溪镇巨马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01  29.0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东溪镇康寨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47  19.4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1   

产水配套 东溪镇黎家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15  18.1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东溪镇双田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10  18.1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高坡镇红茨村 

清淤 640m³；坝顶及外坡清

杂 500 平方米；溢洪道土石

开挖 25.2m³，并修建人行便

桥 1座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73  16.7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河地乡天主村 新建微水池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51  0.5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河地乡中华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32  13.3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河地乡金马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70  14.7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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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唤马镇大林村 新建渠道 2000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9.55  49.5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6   

产水配套 唤马镇黑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73  27.7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唤马镇红金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8.94  4.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3   

产水配套 唤马镇石顶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59  21.5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唤马镇龙台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7.41  77.4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   

产水配套 唤马镇瓦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07  7.0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黄猫乡青寨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7.79  47.7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9   

产水配套 漓江镇封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86  18.8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2   

产水配套 漓江镇老林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6.60  46.6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50   

产水配套 陵江镇金花村 整治微水池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8.80  58.8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9   

产水配套 陵江镇康乐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52  13.5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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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陵江镇白观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85  11.8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陵江镇河山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88  37.8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陵江镇嘉陵村 新建微水池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8.09  7.7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陵江镇回水社区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37  10.3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4   

产水配套 陵江镇玉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08  9.0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陵江镇洪梁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8.28  48.2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陵江镇宝塔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43  11.4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陵江镇九宝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11  18.1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陵江镇陵江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92  37.9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9   

产水配套 陵江镇槐树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33  30.3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陵江镇江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55  21.5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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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陵江镇东方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76  12.7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陵江镇高城村 新建微水池 5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81  19.8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陵江镇镇江村 整治山坪塘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88  14.8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0   

产水配套 龙山镇田坝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00  10.00  

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 
县水利局  12   

产水配套 龙山镇印池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60  23.6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龙山镇桑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0  8.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7   

产水配套 龙山镇董永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00  9.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龙山镇赵家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97  8.9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龙山镇塘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57  15.5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龙王镇大房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4  3.4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   

产水配套 龙王镇清水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6.77  36.7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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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龙王镇三房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40  5.4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9   

产水配套 龙王镇健康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74  13.7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9   

产水配套 龙王镇凉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27  7.2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1   

产水配套 龙王镇九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54  9.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9   

产水配套 龙王镇田家村 新建 2千米渠道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9.38  59.3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3   

产水配套 彭店乡庙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31  11.3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彭店乡祥和社区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66  9.6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6   

产水配套 岐坪镇鞍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55  13.5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岐坪镇花碑村 整治山坪塘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7.09  67.0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2   

产水配套 岐坪镇楼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92  9.9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0   

产水配套 岐坪镇曙光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29  35.2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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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岐坪镇宋水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38  24.3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岐坪镇太营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31  20.3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岐坪镇天星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28  13.2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岐坪镇旭光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12  19.1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岐坪镇杨牟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92  27.9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岐坪镇白石村 新建石河堰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9.44  89.4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9   

产水配套 岐坪镇盐井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0  15.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9   

产水配套 三川镇白坪村 新建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9.88  12.2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0   

产水配套 石马镇红凤村 新建蓄水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1  3.2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2   

产水配套 石马镇老木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62  11.6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9   

产水配套 石马镇千佛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12  13.1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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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石马镇小沙村 整治山坪塘 5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6.10  56.1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5   

产水配套 石马镇中华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43  40.4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39   

产水配套 石门乡龙水村 整治山坪塘三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3.66  19.1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5   

产水配套 石门乡三林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83  14.8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产水配套 石门乡珠江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1  20.0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0   

产水配套 石门乡杨河村 渠道 500m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00  6.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石门乡插江村 整治山坪塘两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25  7.2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石门乡七星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2.72  6.7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石灶乡石人村 
整治山坪塘 3口，新建高效

节水灌溉 300 亩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8.53  138.5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产水配套 双河乡天灵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87  8.8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4   

产水配套 双河乡榨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新建渠道

10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54  26.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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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亭子镇双峰村、

奋勇村 
改造集中供水工程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50  45.5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9   

产水配套 亭子镇长江村 整治七组梨子树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27  22.2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7   

产水配套 文昌镇双庙村 整治山坪塘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10  14.1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文昌镇蟠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88  8.8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32   

产水配套 文昌镇得胜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36  21.3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36   

产水配套 文昌镇五龙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76  44.7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   

产水配套 文昌镇白岩村 新建蓄水池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47  12.4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5   

产水配套 文昌镇观音村 新建蓄水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2  3.7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4   

产水配套 五龙镇新梁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80  11.8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1   

产水配套 五龙镇玉顶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14  22.1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3   

产水配套 新观乡向阳村 建联户引水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56  18.5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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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新观乡五柏村 建管网延伸工程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62  11.6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5   

产水配套 新观乡天宝村 建蓄水池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86  6.8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6   

产水配套 雍河乡乐园村 新建渠道 5.3 公里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6.41  66.4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雍河乡桃园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8.00  28.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4   

产水配套 永宁镇平桥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11  22.1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9   

产水配套 永宁镇荞子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54  12.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9   

产水配套 鸳溪镇古楼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4.21  24.2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9   

产水配套 元坝镇鲜家沟村 整治山坪塘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6.59  86.5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元坝镇安全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67  19.6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3   

产水配套 元坝镇店子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03  19.0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3   

产水配套 元坝镇玉台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94  10.9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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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元坝镇高清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2.24  32.2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元坝镇鹤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21  16.2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元坝镇将军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6.53  46.5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2   

产水配套 元坝镇镜子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66  10.6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0   

产水配套 元坝镇张滩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88  20.8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1   

产水配套 元坝镇青树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51  29.5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元坝镇石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1.30  41.3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7   

产水配套 元坝镇万红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9.50  12.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3   

产水配套 元坝镇文昌村 整治山坪塘 4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7.59  47.5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   

产水配套 月山乡石佛村 
整治山坪塘 1口，新建防旱

池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41  26.4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月山乡月山村 新建防旱池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93  11.9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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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月山乡亮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86  20.8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9   

产水配套 岳东镇斑竹村 新建渠道 1030 米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8.53  18.5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岳东镇青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28  13.2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32   

产水配套 岳东镇青狮村 主管道建设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6.82  56.8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5   

产水配套 岳东镇新路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51  8.5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岳东镇药柏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6.71  16.7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7   

产水配套 云峰镇云台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18  15.1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4   

产水配套 云峰镇北门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3  13.0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云峰镇紫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80  13.8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3   

产水配套 云峰镇马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23  11.2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7   

产水配套 云峰镇狮岭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96  31.9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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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云峰镇铜鞍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70  17.7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3   

产水配套 运山镇文庙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96  25.9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6   

产水配套 浙水乡小浙村 山坪塘整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25  11.2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浙水乡玄都村 山坪塘整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5.74  10.7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50   

产水配套 中土镇白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5.54  35.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中土镇板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79  21.7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3   

产水配套 中土镇罐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7.87  7.5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5   

产水配套 中土镇山岔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48  31.4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产水配套 中土镇五马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67  3.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中土镇裕华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98  15.9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中土镇麻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40  7.4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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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八庙镇塘坪村 整治山平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86  40.8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4   

产水配套 八庙镇珑玲村 整治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77  30.7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白鹤乡白鹤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66  8.6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5   

产水配套 白鹤乡白马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0.08  90.0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6   

产水配套 白桥镇金光村 整治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89  21.8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4   

产水配套 白山乡天马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54  25.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8   

产水配套 禅林乡卧云村 新建蓄水池 3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38  9.3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6   

产水配套 东青镇东光村 整治山平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95  12.9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2   

产水配套 东溪镇井子坪村 整治堰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52  17.5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2   

产水配套 高坡镇梨树村 整治水源地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60  4.6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5   

产水配套 高坡镇竹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3  5.0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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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高坡镇桑茨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82  12.8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陵江镇大洋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5  13.0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5   

产水配套 陵江镇李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55  11.5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5   

产水配套 陵江镇沙溪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29  8.2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陵江镇玉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54  6.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4   

产水配套 龙山镇柏杨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0.55  30.5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50   

产水配套 龙山镇凉桥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57  17.5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1   

产水配套 龙山镇桑林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58  5.5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6   

产水配套 龙山镇田坝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97  25.9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9   

产水配套 龙王镇钟山村 治理 1口山坪塘大坝滑坡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98  14.9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龙王镇两河村 整治山平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95  44.9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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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龙王镇清水村 治理山平塘滑坡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7  8.0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1   

产水配套 岐坪镇谭鲁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30  21.3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1   

产水配套 石马镇红凤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54  10.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3   

产水配套 石马镇青山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2.40  12.4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4   

产水配套 石门乡铧山村 标改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3.96  33.9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4   

产水配套 石门乡三林村 标改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93  7.9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3   

产水配套 石门乡珠江村 标改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29  19.2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5   

产水配套 石门乡龙水村 
整治山坪塘 1口，新建石河

堰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2.47  62.4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8   

产水配套 文昌镇双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48  8.4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9   

产水配套 五龙镇石板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34  7.3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9   

产水配套 五龙镇三会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9  2.5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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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新观乡山花村 山平塘治漏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50  7.5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6   

产水配套 雍河乡白云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5.70  25.7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9   

产水配套 雍河乡高家村 治理山平塘滑坡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58  11.5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7   

产水配套 鸳溪镇学堂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42  10.4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9   

产水配套 元坝镇九盘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25  14.2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6   

产水配套 元坝镇西溪村 整治山坪塘一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6.53  6.5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47   

产水配套 云峰镇虎背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73  21.7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2   

产水配套 云峰镇马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3.88  23.8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0   

产水配套 云峰镇紫阳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7.46  17.4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37   

产水配套 浙水乡小浙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42  15.4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中土镇罐山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00  44.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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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产水配套 中土镇桥沟村 整治山坪塘两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13  35.1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18   

产水配套 中土镇裕兴村 整治山坪塘 1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6.28  26.2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1   

产水配套 黄猫乡龙狮村 
新建 226 亩产业园水肥一体

化灌溉系统 1套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00  29.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黄猫乡黄猫村 
新建 50亩产业园水肥一体

化灌溉系统 1套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9.50  29.5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  27   

产水配套 黄猫乡杨坝村 
新建 55亩产业园水肥一体

化灌溉系统 1套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2  20.0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8   

产水配套 黄猫乡君寨村 
新建 24亩产业园水肥一体

化灌溉系统 1套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48  31.4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产水配套 学堂村等 10个 田间项目建设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45.00  215.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9   

产水配套 白鹤乡顶子村 闫家沟水库灌区改造项目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00.00  98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30   

高效节水 东青镇东兴村 新增灌面 500 亩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0  2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16   

水库维修加固 白桥水库 渠道整治 5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9.54  19.5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92   

水库维修加固 东方红水库 渠道整治 8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3.04  33.0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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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水库维修加固 元坝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47  1.47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6   

水库维修加固 富强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25  4.2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51   

水库维修加固 韩家湾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2  2.0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71   

水库维修加固 红旗水库 渠道整治 3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16  10.1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97   

水库维修加固 红卫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84  4.8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51   

水库维修加固 红星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52  3.5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0   

水库维修加固 铧厂沟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69  5.6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71   

水库维修加固 嘉陵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4  4.0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35   

水库维修加固 三岔沟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4  4.0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92   

水库维修加固 三林水库 渠道整治 4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1.53  11.5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04   

水库维修加固 双丰水库 渠道整治 3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68  8.68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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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水库维修加固 四槽沟水库 渠道整治 4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55  9.5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45   

水库维修加固 团结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91  3.91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10   

水库维修加固 文林水库 渠道整治 2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6.29  6.2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91   

水库维修加固 闫家沟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36  4.3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29   

水库维修加固 印合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60  3.6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81   

水库维修加固 长征水库 渠道整治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93  4.93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64   

2020 年水源工程 禅林乡卧云村 三组尖角堰整治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4.50  44.5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50   

山洪灾害治理项目 元坝镇九盘溪村 堤防建设 1.2 公里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35.00  835.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47   

水库除险加固 黑山村、黄猫村 
新建大坝、溢洪道、放水设

施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00.00  994.2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85   

水土保持项目 红旗村、回水村 水土治理 21.43 平方公里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55.92  955.9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78   

2020 年水源工程 白鹤乡东风村 整治山坪塘 2口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1.89  31.89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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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2020 年水源工程 中土镇罐山村 新建大坝 3处，溢洪道 1处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8.56  48.5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利局  21   

2020 年水源工程 白驿镇中和村 
新建蓄水池 5口，整治渠道

1公里 

按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85  20.85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水利局  11   

二、农业产业发展     28447.14  17451.14    214  26989   

（一）种植业     19914.14  15435.14    214  26989   

苍溪县陵江镇环嘉

陵江农业特色产业

带建设项目 

李花，钟浩，船

山，回水社区，

红旗桥，六包村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1600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80.00  48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  126   

苍溪县云峰镇环嘉

陵江农业特色产业

带建设项目 

粉壁垭，紫练，

紫云，云台，皇

观，柏树，紫阳，

彭锣，狮岭，界

牌，青盐村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1700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10.00  510.00  

省级现代农业发展工程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3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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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苍溪县东青镇环嘉

陵江农业特色产业

带建设项目 

东兴村，东利村，

东林村，东升村，

中心村，玉京村，

东高村，东华村，

高峰村，志愿村，

东光村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3000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900.00  90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  136   

苍溪县白桥镇环嘉

陵江农业特色产业

带建设项目 

白桥，龙江，解

岭，柏林，龙门，

柏水，青林村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2500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750.00  75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  125   

苍溪县八庙镇环嘉

陵江农业特色产业

带建设项目 

珑玲，塘坪，青

春，郁家沟，和

平，玉皇观，玉

树，涧溪，举台，

王家口村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1700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10.00  510.00  

省级现代农业发展工程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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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苍溪县禅林乡环嘉

陵江农业特色产业

带建设项目 

浴水，大碧，卧

云，禅林社区，

松林，前力，鹤

鸣，武陵，青山

观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1500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0.00  45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85   

苍溪县亭子镇环嘉

陵江农业特色产业

带建设项目 

大营，海螺，水

池，长江，清河，

石螺，奋勇，佛

山社区，五福，

沿江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1847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54.00  554.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4  187   

苍溪县浙水环嘉陵

江农业特色产业带

建设项目 

大湾，小浙，四

坪，坪江社区，

寨子村，梁山村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1900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70.00  570.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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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苍溪县鸳溪镇环嘉

陵江农业特色产业

带建设项目 

院溪，浩口，垭

口，鼓楼，龙岩，

学堂，石盘，龙

回，清明，弓岭，

炎灯村 

新建以苍溪雪梨为主的特色

产业园 1900 亩。 

在县规划范围内、园区

布局合理、相对集中成

片。改土培肥到位，全

园深翻、施有机肥，开

沟垒厢规范。苗木健壮，

无病无疫，栽植质量较

好，苗木成活率达 95%

以上。每亩补助3000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70.00  57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  136   

东青镇特色产业建

设项目 

东青镇东红村、

东阳村、东光村、

东台村、东林村 

1.东红村改土建园 160 亩，

栽植柑橘嫁接苗 12000 株，

建蔬菜园 40亩，建结石道路

800 米，购买家禽 5500 羽，

新建蓄水池 3口，配套绿色

防控。及管护。等柑橘产业

改土建园 280 亩（含东阳村

30亩、东光村 20亩）；作

业道 600 米；购置柑橘嫁接

苗1.6万株；购买有机肥140

吨；养殖土鸡 7000 羽；补贴

建鸡围栏 7800 米。2.东台村

规范建庭院面积 110 亩，栽

植柑橘嫁接苗 6500 株，建藤

椒产业园200亩，作业道350

米。3.东林村改土建柑橘园

45亩，栽植柑橘苗 9500 株，

增养殖土鸡 2000 羽，改造整

治泥结石道路 1300 米，种植

蔬菜 100 亩。 

统一规划，符合行业标

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00  200.00  

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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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中药材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全县 39个乡镇 

在全县 39个乡镇建设中药

材产业种植基地，并完善相

关配套设施等 

使用优质良种，管理规

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00  500.00  

省级现代农业发展工程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14  780   

特色农业产业园建

设 
月山乡紫荆村 新植柑桔产业园 150 亩 

使用优质良种，管理规

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00  10.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4   

特色产业发展项目 39 个乡镇 

新建或巩固提升长效雪梨及

小水果等特色产业 10000

亩，发展小家禽 20万只 

户办庭院 1亩以上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00  50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14  2600   

龙王镇永胜村特色

产业发展项目 
龙王镇永胜村 

种植辣椒 30亩，种蔬菜 60

亩，发展母猪 10头，购买土

鸡 2600 只 

统一规划，符合行业标

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00  10.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  43   

龙王镇凉溪村特色

产业发展项目 
龙王镇凉溪村 

新植猕猴桃 20亩，种植辣椒

20亩，购买土鸡 3000 只，

发展母猪 20头 

统一规划，符合行业标

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0.00  10.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  23   

特色产业基地发展

建设 

云峰镇云台村、

三川镇川桥村、

五龙镇玉顶村 

云峰镇云台村，新建梨园 70

亩，柑橘 40亩，蔬菜 20亩，

养殖小家禽 7500 羽。三川镇

川桥村新建梨园 80亩、蔬菜

80亩，购置仔猪 6头，鸡苗

800 羽，改厨改侧 10户。五

龙玉顶村新建梨园 35亩，购

鸡苗 8000 羽，作业道 220

米。 

统一规划，符合行业标

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00  45.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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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永宁镇平桥、铺

子、笔山村 

新建 75亩枇杷园，新建藤椒

园 80亩 

统一规划，符合行业标

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00  45.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  44   

漓江镇中坝村猕猴

桃产业基地建设 
漓江镇中坝村 

猕猴桃产业园完善架杆、架

线等设施 

统一规划，符合行业标

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0  15.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  26   

八庙镇柑桔产业基

地建设 

方斗、王家口、

瑚琏、涧溪 4 个

村 

八庙镇方斗村柑桔产业 300

亩、王家口村柑桔产业 60

亩、瑚琏村柑桔产业 60亩、

涧溪村柑桔产业 15亩 

统一规划，符合行业标

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0.00  20.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4  217   

全县猕猴桃奖补项

目 

陵江镇等39个乡

镇 

主要支持全县种植猕猴桃基

地的业主大户（指 5亩以上

的种植户）共计 10000 亩，

低产园改造 10000 亩,生态

猕猴桃 3000 亩，新建避雨大

棚 1500 亩，完善基础配套设

施 

对全县种植猕猴桃基地

每亩奖补 200 元（集中

成片 5亩以上），对乡

镇自建的低产园改造每

亩奖补 200 元（集中成

片 20亩以上），对现代

农业园区的低产园改造

每亩奖补 1000 元（仅限

于现有的现代化农业园

区），对新发展的生态

（9月中旬后采果的园

区）与有机猕猴桃（取

得国家有机认证）每亩

奖补 500 元，新建避雨

大棚每亩奖补 3000 元

（钢架结构大棚）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800.00  80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12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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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天新等园区猕猴桃

产业改造提升项目 

歧坪镇、元坝镇、

岳东镇、永宁镇、

五龙镇、中土镇、

白桥镇、白鹤乡、

石门乡、运山镇、

河地乡等乡镇 

天新园区新建避雨大棚 500

亩,金兰园区新建避雨大棚

100 亩，双龙园区新建避雨

大棚 200 亩；天新、三井、

青龙、金兰、三会、白桥、

柳池、双龙等园区改换品种、

地力培肥 10000 亩，安装水

肥一体简易管网 5000 亩 

避雨大棚全部按钢架结

构建设，可抗 8级大风；

改换品种的园区改换为

抗病能力强，产量较高

的徐香、翠香等品种；

全园深翻（深翻不少于

0.8 米），每亩施有机肥

200-300 公斤；全园安装

滴喷灌设施，使用年限

不少于 8年。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500.00  100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25  6000   

村特色产业基地建

设 

中土镇元宝村、

裕华村，三川镇

卧龙村、柳树村、

玉石村、阳岳村，

双河乡龙寨村、

天寨村、双河村、

双河社区，歧坪

镇红雨村、梁凤

村、寨堡村、六

股树村，月山乡

土堡村、公益村，

桥溪乡云峰村，

蟠龙村，东溪镇

舒家梁村等村 

种植猕猴桃、雪梨及小水果

等 540 亩；养殖小家禽 2.69

万只 

对购买的种苗每株补助

3元以上，购买的小家禽

雏苗每只补助10元以上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5.00  45.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1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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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贫困户产业发展技

能提升项目 

全县 39 个乡镇

214 个个贫困村

和 526 个非贫困

村 

农村种养殖实用技术人员培

训 5万人次以上 

贫困人口人均培训费 40

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10.00  210.00  

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14  27000   

提灌站建设项目 
中土镇板庙村、

双河乡天寨村 

新建提灌站 1座；新建提灌

站 10KV 配电工程 1处 
符合行业标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7.00  37.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  36   

扶持集体经济发展

试点项目 

漓江镇利滩村、

雍河乡桃园村、

东青镇东兴村等

13个村 

扶持 13个村壮大集体经济

壮大 

2020 年，全县 13个集体

经济扶持村建立健全新

型集体经济组织，建立

适应市场经济的治理结

构，村级集体经济全面

实现“有科学的发展规

划、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

健全的监管机制”的“四

有”目标，村均集体经

济当年收入达到10万元

以上，村民人均集体经

济收入平均达到80元以

上，同时，实现村级集

体收益的 40%以上惠及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其中 10%以上惠及贫困

村民。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1300.00  1300.00  

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9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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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项目 

陵江镇红旗桥村

等 8 个乡镇个 21

村 

农村厕所等人居环境整治 行业标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40.00  40.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7  180   

岫云村猕猴桃产业

园新建提升项目 
岫云村一组 

1.新植猕猴桃 40亩，建微水

池 3口。2.巩固提升猕猴桃

产业园（建钢架避雨大棚）

20亩。 

行业标准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50.00  50.00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8   

苍溪县 2019 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陵江镇、东青镇、

亭子镇、浙水乡、

八庙镇 

建设高标准农田 2.5 万亩，

高效节水灌溉 0.4 万亩 

符合《四川省高标准农

田建设技术规范》及项

目实施方案要求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3830.00  150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6  275   

四川省苍溪县中央

预算内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龙山镇、彭店乡、

禅林乡 
建设高标准农田 1.5 万亩 

符合《四川省高标准农

田建设技术规范》及项

目实施方案要求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二季度完成 
2249.00  600.00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4  236   

农村残疾人扶贫资

金股权量化项目 

月山乡大碑村、

白桥镇解铃村、

石门乡中梁村 

三个贫困村所有建档立卡残

疾人实施股权量化分红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5.00  45.00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残联 3  30   

三溪口国有林场饮

用水源建设项目 
三溪口 

新建提灌站、抽水泵房、蓄

水净化池和铺设供水管道

1.5 公里 

GB50069-2002《给水排

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

规范》、CECS_138-2002_

《给水排水工程钢筋混

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

程》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40.00  140.0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国家森林公园

事务中心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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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三溪口林区防火通

道建设 
三溪口 建设林区防火通道 0.3 公里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四

级公路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20.00  120.00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

资金 

县国家森林公园

事务中心 
4  10   

林业产业发展项目 
陵江、东青、龙

王等乡镇 

龙王核桃园区品改 200 亩、

丰产管护 500 亩、林下套作

200 亩；东青杨梅产业园及

珍稀树木产业园提升管理

500 亩；陵江高晨核桃产业

园丰产管护 500 亩；农林园

区造林绿化等。核桃品种改

良 320 亩，丰产管护 1680

亩。建设笋用竹基地 1000

亩。建设林下经济 2500 亩。

技术服务与培训 1000 人次。 

品种良种化 95%，综合管

护率 100%。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99.14  399.14  

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

资金 
县林业局 21  662   

扶贫贷款贴息 全县 39个乡镇 
扶贫小额信贷贴息、“政担

银企户”贴息贴担保费 
 按季度贴息 2500.00  2500.0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扶贫开发局  12000   

（二）养殖业     8533.00  2016.00    64  589   

生猪规模养殖场及

配套设施建设 

陵江镇等39个乡

镇 
新建生猪规模养殖场 65个。 

生猪规模养殖场出栏生

猪1000头以上或存栏能

繁母猪 100 头以上，配

套生物安全防护、粪污

资源化利用、消毒、种

养循环等设施设备。 

3月制定实施方案；4—11

月项目建设；12月项目验

收。 

7860.00  1377.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2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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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白桥镇龙江养殖基

地建设 
白桥镇龙江村 

标准化改扩建明星兔场、权

容兔场、高明猪场、龙江沃

猪场。 

明星兔场建沉淀池、扩

建圈舍等；权容兔场建

贮液池、围墙等设施；

高明猪场建围墙等设

施；龙江沃猪场维修。 

3月制定实施方案；4—10

月项目实施；12月项目验

收。 

84.00  5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6   

生猪肉牛羊良繁体

系建设 

陵江镇等39个乡

镇 

引进种公猪 50头、良种母牛

100 头、良种母羊 200 只，

犊牛繁殖补助 500 头        

引进种公猪业主为人工

授精站，引种站存栏种

公猪 3头以上（含引进

的种公猪）。 

3月制定引种方案；4—10

月项目实施；12月项目验

收。 

100.00  10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3  56   

水产品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石门乡等39个乡

镇 

新建或改造提升池塘水产养

殖 2000 亩、稻渔综合种养

2000 亩，培育国家级健康养

殖示范场 5家. 

省市相关标准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340.00  34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20  200   

中土镇罗家沟生态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基地建设项目 

中土镇贯山村 

新建标准化池塘 120 亩，新

建泥结石进场路 1000 米，硬

化作业道 500 米，检测室、

兽医室 150 平方米，追溯监

控系统 1套，快速检测设施

设备 1套，健康养殖规章制

度 1套，注册商标 1个。 

省市相关标准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49.00  49.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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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项目计划投资（万元） 扶贫成效 

项目类别和名称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进度计划 总投资 
其中：整合 

涉农资金投入 
整合涉农资金来源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惠  及

贫困村

（个） 

惠  及 

贫困户

（户） 

备注 

苍溪鳖特色水产发

展项目 
陵江镇等39个村 

培育壮大苍溪鳖养殖户 300

户，带动产业发展。养殖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个体

经营及公司 10家。发展苍溪

鳖养殖场户 300 户。制作苍

溪鳖地理标志产品宣传资

料，统一设计制作地理产品

标牌，包装物等。 新发展线

上销售门店 2家。 

省市相关标准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100.00  100.00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县农业农村局 18  185   

三、其他     1634.05  1634.05    51  2179   

1、雨露计划 全县 39个乡镇 
贫困家庭中、高职在校就读

学生 
3000/学年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第

三季度完工 
650.00  650.0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扶贫开发局  2166   

2、危房改造 全县 30个乡镇 

D级危房改造拆旧建新 3.5

万元/户；C级危房改造维修

加固 0.85 万元/户 

C 级危改必须进行排危

加固，确保住房安全；D

级危改按图施工，拆旧

建新。 

2019 年第二季度开工，第

四季度完工 
984.05  984.05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县住建局 51  13   

 
 
 审核人：吴   勇    任   斌                                          填表人：杨林芳   杜文术                               联系电话：522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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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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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财政局，市扶贫开发局。 

苍溪县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30 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