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德县 2021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国
务 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
见》 相关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乡村全面振兴，根据《财政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意见〉实施方案》
（财办〔2021〕16 号）、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农〔2021〕19 号）
、财政部等 11
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
知》
（财农〔2021〕2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青海省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及《青海省乡村振兴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2021 年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青乡振组办函〔2021〕1 号）文的精神，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贵德县 2021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
用方案》
。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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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进一步完善优化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充分发挥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聚合效应，有效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二、工作目标
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集中优势资源，聚力做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进乡村振兴衔接重点工作。不断完善
“决策民主严谨、投向科学合理、监管规范严格、运行高效有效”
的涉农资金管理机制，有力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脱贫人
口稳定就业，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基本原则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使用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编制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年度
项目计划，将整合资金用于农牧业生产、水利发展、农田建设、
农村综合改革、农村道路建设、乡村旅游等项目。将支持产业发
展摆在优先位置，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含必要的产业配套基
础设施），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建立健
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协
调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统筹整合职责，夯实工作责任，加强沟
通协作，形成强有力的协调配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完善优化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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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及绩效考核机制，高标准、高
配置、高效率管理使用好统筹整合的涉农资金。
四、整合情况
2021 年年初纳入涉农整合资金总规模为 42695.3 万元，计
划整合 27822 万元。
五、整合资金使用方向及项目安排情况
（一）农业生产发展
农业产业发展
1、贵德县乡村产业车间提升工程项目
项目投资：210 万元
项目简介：河阴镇西家咀村藏家缘藏式雕刻厂购买木工雕刻机加
工设备一套；河西镇下刘屯青秀产业； 河东乡阿什贡村切什丹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修建 600 平方米的药材晾晒棚；新建
“星空帐篷”“民宿传统文化展览帐篷”（黑牦牛帐篷 2 顶）；常
牧镇斜马浪粉条厂提档升级项目，主要投资 5.9 万元购置微型货
车一辆、投资 44.1 万元购置马铃薯淀粉生产线设备；在鱼山村
低温保鲜库中，配套红笋、贡菜加工设备，利用新街规模种植红
笋优势，打造红笋酱菜、贡菜干等特色农产品；修建尕让乡向黄
河滩 200 平米加工和包装车间一座，并注册商标， 订做蔬菜包
装箱，同时修建地磅等设施.
受益情况：项目受益农户 435 户 1297 人，脱贫户 102 户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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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绩效目标：提升农畜产品深加工品质，解决产品卖难买难问
题，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家庭收
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12 月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贵德县油菜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140万元
项目简介：建设油菜制种基地1000亩；开展油菜菜肥两用试
验示范2000亩。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150户281人。
绩效目标：通过绿肥用油菜的推广建设，将我县川暖水浇地
地区的复种绿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进一步提高土壤的有
机质含量，增加培肥地力，减少肥料的施用良，减轻施肥的成本，
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10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3、贵德县示范乡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200万元
项目简介：以发展乡域主导产业为主，打造贡菜加工产业示
范基地一处,在王屯村修建700平方木的门式钢架厂房（包括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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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木生产车间及200平方木的交易大厅）；修建180平方米的消
防水池。
受益情况：受益情况：574户2365人
绩效目标：通过贡菜加工厂房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
集体经济，增加群众收入、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做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2022 年 6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河东乡人民政府
4、新型经营主体与合作社发展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285 万元
项目简介：扶持县级以上合作社 20 个（建设内容及规模：
购买运输车（1.8L、双排）5 辆、
（1.5L、双排）1 辆，厢式货车
（1.8L、单排）2 辆，轮式拖拉机（604）4 辆，皮卡（2.4L、两
驱）2 台、（2.0T、四驱、柴油）1 台，（2.0T、四驱、汽油）1
台、饲料混合机（2.2 立方）1 台、青贮锄草机 1 台（4KW）、三
轮摩托车 1 台（17kw）
、牛槽 50 个（400cm×70cm,深度 30cm.厚
度 2.3 毫米），叉车 1 台、100cm*100cm 的托盘 100 个，船外机
（40 匹、二冲程）2 台、水下无人机（4H 续航、1.5H 快充、带
工程箱）1 架、不锈钢灭菌锅（自动 24L、300mm×420mm）1 个、
电脑烤箱（电脑版二层，930mm×740mm×830mm）1 个, 电子汽
车衡（100T、16 米）1 台、445 翻转犁 1 台, 农用车（24 马力、
三轮）1 台,完成 20 家合作社 2021、2022 年财务建账工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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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宣传培训。投资预算：项目总投资 193.26 万元，其中，中
央财政支农资金 145 万元，自筹资金 48.26 万元。1、设备购置
146.86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农资金 125 万元，自筹资金 21.86
万元。2、宣传培训 20 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支农资金。3、其
他费用 26.4 万元，其中，招投标费用 2 万元、财务委托费用 24
万元、审计费用 0.4 万元，全部为自筹资金），省级示范社 1 个
（建设内容及规模：1、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线路 4km。2、设备
购置：（1）水泥漏粪板（3m×0.6m）480 个；
（2）风机 12 台：
其中，大风机 6 台；1260 小风机 6 台；
（3）刮粪机组（不锈钢）
3 套；
（4）定位栏（2.2m×0.65m）70 个；
（5）环境控制器 6 套；
（6）监控一套（20 个摄像头）
；投资预算：项目总投资 55.3 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农资金 40 万元，自筹资金 15.3 万元。1、
设备购置 20 万元，均为中央财政支农资金。2、基础设施 32 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农资金 20 万元，自筹资金 12 万元。3、
其他费用 3.3 万元，其中，招投标及审计费用 0.9 万元、财务委
托费用 2.4 万元，全部为自筹资金。）
，家庭农牧场 20 个（建设
内容及规模：购买运输车（1.5L、双排）3 辆、（1.8L、双排）
17 辆。完成 20 家家庭农牧场 2021 年财务建账工作。项目总投
资 129.6 万元，其中，设备购置 123.4 万元，中央财政支农资金
100 万元，自筹资金 23.4 万元。招投标费用 1.8 万元、财务委
托费用 4 万元、审计费用 0.4 万元，合计 6.2 万元，全部为自筹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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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情况：受益对象 20 户（脱贫 4 户）
。
绩效目标：规范合作社内部管理制度，财政资金平均量化到
每个成员，合作社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各合作社发展水平，
带动周边农户，增加收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5、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300 万元
项目简介：全县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完成托管面积
30000 亩，其中：全程托管服务 10000 亩，半程托管服务 20000
亩。
受益情况：受益对象 9121 户（脱贫 956 户）
。
绩效目标：可为农户节支增收 325 万元，减少田间作业工序、
缩短作业时间，提高机具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效率、
节约用工。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6、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投资：2000 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高档标准设施农业基地一处，包括大棚温室
及配套设施，新建占地 200 亩羊肚菌种植大棚温室及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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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情况：河东乡 15 个村收益，其中，脱贫村 4 个，受益
贫困户 428 户，项目收益脱贫人口 1304 人。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众
收入、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到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建设期限：2021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河东乡人民政府
7、贵德县新街乡农产品仓储冷链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400万元。
项目简介：1、新建冷库1200平方米，共4间，每间为300平
方米，长20米，宽15米。2、新建育苗棚2400平方米。3、新建防
雨棚1200平方米。4、新建站台长80米，宽5米，高1.2米。
受益情况：收益脱贫人口189户643人。
绩效目标：通过新建冷链仓储设施，实现特色农产品反季节
销售，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建立健全收益资金分配机制。
项目期限：2021年5月-2022年5月。
责任单位：新街乡人民政府
8、河东乡王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玉米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80 万元
项目简介：修建饲料加工车间 320 ㎡、农机车库 109 ㎡、
购置拖拉机 1 台、翻转犁 1 台、旋耕机 1 台、残膜收回机 1 台、
地膜覆盖播种机 1 台、中型青储打包机 1 台、秸秆打捆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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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情况：扶持受益 577 户 2247 人，脱贫户 29 户 80 人，
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绩效目标：年收入达 16.8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
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家庭收
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民宗局
（二）畜牧生产发展
畜牧产业发展
9、河西镇瓦家村种养殖小区设备购置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40万元
项目简介：购置轮式拖拉机 2 台、旋耕机 3 台、翻转犁 3
台、喷杆喷雾机 1 台、残膜回收机 1 台、撒肥机 1 台、捡拾压捆
机 1 台、点播机 1 台。
受益情况：项目扶持带动受益 340 户 1287 人，贫困户 27
户 69 人，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绩效目标：年收入 11.4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入，
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家庭收入，
实现贫困户持续增收，稳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12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民宗局
10、冷水鱼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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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70万元
项目简介：鲑鳟鱼良种补贴30万尾。安装鱼粪、残饵及死鱼
无害化收集设备40套。安装循环水养殖池20个，微滤机4台 。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10户20人。
绩效目标：提高水产养殖技术水平，生产出优质无污染的绿
色鱼产品，引导和推进我省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2022 年 8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畜牧基础设施建设
11、常牧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
项目投资：400 万元。
项目简介：兰角滩村饲料加工厂：整合乡村振兴资金 400
万元和农牧资金 100 万元，共 500 万元拟在常牧镇兰角滩村修建
饲料厂一座，建设内容及规模：饲料加工生产线设备，厂房一座，
原料库一座，成品库一座，场地平整硬化，业务用房一座，厂房
伸缩门，厂房围墙及绿化。
受益情况：通过发展饲料加工业、生猪养殖产业，壮大村集
体经济，增加群众收入，巩固脱贫成果，项目收益脱贫户 41 户
143 人。
绩效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能够节约水资源，节约劳动成
本，提高粮食作物产量，辐射带动贫困人口增加家庭收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4 月-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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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贵德县常牧镇人民政府
12、贵德县拉西瓦镇卫当口养殖场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400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乡村振兴高标准牦牛养殖基地1处。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牛舍、青贮窖、干草棚、隔离室、业务用房、地下污
水贮水池以及相关的配套基础工程。
受益情况：通过项目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效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带动收益农户 85 户 235 人，收益脱
贫人口 14 户 37 人。同时，对因病因灾因学和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
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等农户进行补
助。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牦牛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
成果
项目期限：2021年7月-2022年10月。
责任单位：拉西瓦镇人民政府
13、河西镇大户村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养殖场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60万元
项目简介：修建畜棚 407 ㎡、储草棚 206 ㎡、饲料加工车间
206 ㎡等。
受益情况：项目带动受益 177 户 743 人，脱贫户 21 户 35
人，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绩效目标：年收入达 15.12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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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加脱贫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家庭收
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产业增效，脱贫人口增收。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至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民宗局
14、拉西瓦镇仍果村标准化牦牛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70 万元
项目简介：修建门卫配电室：24 ㎡，仓储库：412 ㎡，道路
全长 950m，路基宽度 4m，路面宽 3.5m 等
受益情况：项目扶持 83 户 240 人，脱贫户 14 户 35 人，产
权归村集体所有。
绩效目标：年收入 77.45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入，
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家庭收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民宗局
15、河东村查达村牛羊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110 万元
项目简介：高标准畜棚 604 ㎡，管理用房 73 ㎡，修建草料
棚 214 ㎡，料槽 50 个、购置打捆机 1 台、粉碎机 1 台等。
受益情况：项目带动查达村 182 户 695 人，脱贫户 19 户 68
人，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绩效目标：年收入达 11.8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
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家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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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民宗局
16、河东乡边都村村集体合作社放牧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110 万元
项目简介：修建高标准牛羊畜棚 643 ㎡、草料棚 214 ㎡、管
理用房 74 ㎡、钢丝围栏 350m、钢制料槽 50 个、太阳能发电系
统 2 个等。
受益情况：带动农户 105 户 495 人，贫困户 23 户 94 人，产
权归村集体所有。
绩效目标：年收入达 10.2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
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收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民宗局
17、河东乡哇里村村集体合作社冬夏季放牧点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
项目投资：110 万元
项目简介：修建高标准牛羊畜棚 751 ㎡、草料棚 214 ㎡、管
理用房 73 ㎡、室外配套活动场地、运动护栏、钢丝围栏、铁艺
大门 1 个、钢制料槽 50 个、场地道路硬化 900 ㎡等。
受益情况：项目受益农户 87 户 387 人，脱贫户 37 户 112
人，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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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年收入达 10.59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
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家庭收
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民宗局
18、贵德县藏羊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200 万元
项目简介：①贵德东智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养殖场内净
污道硬化（C25 混凝土、厚 22cm）732.44 ㎡，旧棚改造 715.56
㎡，运动场护栏（镀锌钢管、直径 40mm）220m；购置 10m³ 自卸
车 1 辆，30 装载机 1 辆；引进良种藏系母羊 360 只（1.5 岁）
。
②贵德县百兴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青贮窖（长 17m×宽 12m×深
4.5m）1 座 918m³ ，饲料棚 200 ㎡（单层钢结构，长 25m×宽 8m），
挖方 1397.5m³ ，填方 235m³ ；购置 904 拖拉机 1 台、卡座翻转
犁（6 铧）1 台、旋耕机 1 台（轴数 1 个，耕幅 1800mm）、打捆
机 1 台（捡拾宽度 2210mm）；5m³ 撒料车 1 台；引进良种藏系母
羊 295 只（1.5 岁）
。建设 2 个藏羊标准化生态牧场，遴选 2 个
已经有省级认定并有搬迁重建能力的规模养殖场，开展标准化养
殖设施重建，粪污资源化利用配套、精准饲喂和环境控制等工艺
化提升改造以及疫病防控能力提升等建设。
受益情况：项目受益农户 35 户 127 人。
绩效目标：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贵德农牧业结构向特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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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发展。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12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19、贵德县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280万元
项目简介：贵德县德胜养殖有限公司（瓦家村） 贵德县王
屯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王屯村新建砖混结构畜棚2座768平方
米，（8米×48米）/座，前沿墙高3米。新建钢架结构的防雨棚
3055平方米。）新建育肥舍1栋1400㎡、生产区净道（含排水边
沟）700㎡、生产区污道（含排水边沟）700㎡。遴选2个已经有
省级认定并有搬迁重建能力的规模养殖场，开展标准化养殖设施
重建，粪污资源化利用配套、精准饲喂和环境控制等工艺化提升
改造以及疫病防控能力提升等建设；扶持1个万头牦牛养殖基地，
重点进行养殖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加工建设，建成循环利用
的产业链。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40户176人。
绩效目标：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贵德农牧业结构向特色化、
规模化、生态化发展。
建设期限：2021年5月-2022年12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20、尕让乡阿言麦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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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1.规模化牛羊养殖基地建设，新建 350 头肉牛生
态养殖场（西门塔尔奶牛）。2.建设大中型冷库和恒温库建设，
储存牛羊肉 20 吨。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171户632人。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
成果。
建设期限：2021年5月-2022年12月
责任单位：尕让乡人民政府
（三）农村综合改革
基础设施建设
21、贵德县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1800 万元
项目简介：实施河阴镇城北村；河西镇垃圾盖村、大户村；
河东乡麻巴村；常牧镇新建坪、卷木村、尕让乡洛乙海村、东果
堂村、新街乡新街村等 9 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新建墙体、
路面及村庄亮化、排污等。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 1498 户 5963 人，脱贫户 42 户 138 人。
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通过项目实施建设带动乡村振兴
发展建设，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提升 9 个高原美丽乡村人居环境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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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贵德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四）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
22、拉西瓦镇曲乃亥村温泉旅游综合体开发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
项目投资：170 万元
项目简介：修建道路铺装 4380 ㎡、地面铺装 600 ㎡、文化
广场铺装 850 ㎡、温泉广场铺装 510 ㎡、人行道铺装 1360 ㎡，
游步道 160M、 挡土墙 200m、绿化 500 ㎡、停车场铺装 1455 ㎡
等。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 338 户 1285 人，脱贫户 42 户 138 人。
绩效目标：年收入 67.5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入，
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家庭收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民宗局
23、贵德·河关印象-张家沟民俗美食体验基地项目
项目投资：1000 万元
项目简介：青石板路面铺装长 1637.9 米,宽 5 米。卵石铺装
长 248 米，宽 0.8 米；房屋外立面改造 286.3 平方米；墙体改造
1509 平方米，墙体造景 600 平方米、浮雕 150 平方米、文化墙
759 平方米；绿化 1800 平米等，打造民俗、美食体验基地。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 290 户 100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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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通过乡村旅游，实现收入二次分配，增加群众收
入，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11 月
责任单位：河阴镇人民政府
24、河西镇团结村乡村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1000 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乡村旅游综合服务中心（约 1000 平方）、乡
村民宿小院 5 栋（一栋约 80 平方），并配套相关服务设施，村庄
环境整治等。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 44 户 199 人。
绩效目标：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
果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11 月
责任单位：河西镇人民政府
25、贵德县新街乡森林生态旅游示范村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500 万元
项目简介：1、林间小道（1）原木汀步，长 2000 米（2）模
具小道，长 2000 米，宽 0.60 米。2、新建铁艺花架长廊长 118
米。3、景区人造雾（1）住宿区雾化带 400 米，雾化喷嘴 200 个，
耐高压管道 400 米。
（2）休闲区溪水周边雾化带 200 米，小溪两
边各 100 米，配置 50 个普通喷嘴，耐高压管道 210 米。4、住宅
区（1）新建树上木屋 20 个。
（2）成品购置网红泡泡屋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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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鸟笼木屋成品购置 20 个。5、休闲区、成品购置树洞转亭
15 个。6、聚会区（1）家具藤编户外凉亭成品购置 10 个。（5）
成品购置阳光房 20 个。7、田园风光、在树林南侧田野中放置田
园稻草人 4 处。8、游玩区（1）网红观光小火车。
（2）许愿吊篮
秋千。（3）人力过山车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 281 户 1085 人。
绩效目标：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
果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11 月
责任单位：新街乡人民政府
26、河东乡阿什贡村赤热.野奢生态旅游度假村项目
项目投资：1000 万元
项目简介：在阿什贡村打造赤热.野奢生态旅游度假村，主
要打造集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度假民宿建设、生态产品开发、旅
游村基础设施等配套建设.。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 80 户 382 人。
绩效目标：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
果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11 月
责任单位：河东乡人民政府
27、贵德县河阴镇红柳滩村旅游示范村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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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建设精品民宿 4 个，其中，新建 2 个，其中建设
民宿 800 平方米，翻建 2 个，改造面积 500 平方米，配备旅游配
套设施。
受益情况：受益农户 97 户 358 人。
绩效目标：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
果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11 月
责任单位：河阴镇人民政府
（五）水利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28、贵德县常牧镇德拉河防洪治理工程
项目投资：5485 万元
项目简介：治理沟道 1 条，长度为 20.275km。新建防洪堤
21.428km，新建格宾石笼护坡+混凝土护脚的断面型式堤防
11.136km，新建排洪渠 180m，潜坝 19 座，进水涵管 1 座，防护
栏 7km，警示牌 10 座。
受益情况：项目带动干果羊村、豆后漏村、周屯村农户 526
户 1800 人。
绩效目标：治理河长 20.27 公里，可使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
10 年一遇，从而使区域防洪能力大大增强。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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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贵德县拉西瓦镇叶后浪河（昨那沟）防洪治理工程
项目投资：3320 万元
项目简介：防护长度 13624m，支沟防护长度 3034m；新建潜
坝 14 座。
受益情况：项目带动豆后浪村、罗汉堂村农户 527 户 1646
人。
绩效目标：治理河长 14.7 公里，可使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
10 年一遇，从而使区域防洪能力大大增强。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水利局
30、贵德县 2021 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项目投资：400 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泉室 1 座、维修引水口 1 座、主干管改造 1
条、长 3600m，更换管道 50m，延伸主干管 1 条，长 200m、延伸
配水管 800m、新建引水口 1 座、阀门井 2 座。
受益情况：项目带动下岗查村、拉德村、切扎村、豆后漏村、
达隆村、岗查贡玛村、达尕羊村、斜马浪村、却加村、高红崖村、
新建坪村、加不查村、周屯村、上兰角村、下兰角村、王屯村、
都秀村、苟后扎村、吾隆村、团结村、江仓麻村、瓦家村、本科
村、木干村、西山湾村、加莫台村、加莫河滩村、加洛苏合村、
温泉村、多哇村、山坪村、园艺村、贺尔加村、拉芨盖村、才堂
村、甘家村、万株村、多勒仓村、尕让村、席芨滩村、阿什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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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言麦村、千户村、大滩村、俄加村、亦什扎村、松巴村、者麻
昂村、东果堂村、王屯村、西北村、沙柳湾村、查达村、哇里村、
河东阿什贡村、边都村、曲乃海村、曲卜藏村、多拉村、叶后浪
村、罗汉堂村、尼那村、豆后浪、仍果村、甘家村、杏花村、鱼
山村、上卡村、下卡村、新街村、藏盖村、陆切村、尕么塘村、
麻吾村、老虎口村等村农户 11200 户 47634 人。
绩效目标：该工程建成后，可进一步保障农村居民供水保证
率。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水利局
31、贵德县 2021 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二期）项目
项目投资：59 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泉室 1 座、维修引水口 1 座、主干管改造 1
条、长 3600m，更换管道 50m，延伸主干管 1 条，长 200m、延伸
配水管 800m、新建引水口 1 座、阀门井 2 座
受益情况：项目带动曲丹峪集镇、豆后浪村农户 346 户 1563
人农户 323 户 1564 人。
绩效目标：该工程建成后，可进一步保障农村居民供水保证
率。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水利局
32、贵德县河东乡查达村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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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585 万元
项目简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3.00 平方公里，固滨笼网箱
谷坊 21 座，固滨笼网箱潜坝 7 座，沟道生态护岸 1000 米，封
禁 1274.74 公顷。
受益情况：项目带动查达村农户155户684人。
绩效目标：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3.00 平方公里，生态环境将
大为改善，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大大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水利局
33、贵德县东河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项目投资：129 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 6 处水情监测站点，2 套闸门自动控制系
统，灌区面积复核，新建节止闸 6 座。
受益情况：项目带动加卜查村、周屯村、上兰角村、下兰角
村农户567户2372人。
绩效目标：健全科学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为核心，形成机 制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水利局
34、2021 年贵德县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70 万元
项目简介：安装计量水设施各 4 套；安装计量水尺 3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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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宣传。
受益情况：全县范围农牧民群众。
绩效目标：实施县域节水社会达标建设的县数 1 个.提高用
水效率，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合理用水。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水利局
（六）农田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35、贵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1721 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高标准农田 3 万亩。
受益情况：拉西瓦镇 3226 人（脱贫 293 人）
，河西镇 5421
人（脱贫 243 人）
。
绩效目标：完成高标准农田 3 万亩，提升耕地质量。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
（七）农村道路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36、常牧镇牧业 4 村及河西镇 3 村交通补短板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1867 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常牧镇达隆村“以工代赈”通村砂路工程，
路线全长 20.025Km,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 4.5m；常牧镇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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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麻村“以工代赈”通村砂路工程，路线全长 17.035Km,路基宽
度为 4.5m，路面 4.5m；常牧镇岗查贡麻村“以工代赈”道路硬
化工程，路线全长 12Km,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 3.5m；河西镇
加洛苏合等 3 村“以工代赈”通行政村公路工程，路线全长
11.615Km,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 3.5m。
受益情况：受益村数 4 个，受益农牧户 1154 户 4618 人
绩效目标：补齐发展短板，解决群众行路难问题。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2 年 9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交通运输局
37、上下卡村级养殖场道路硬化项目
项目投资：128 万元
项目简介：新建长 3.4km，宽 3.5m 养殖场道道路硬化。
受益情况：受益贫困村 2 个，扶持农户 385 户 1524 人。
绩效目标：解决养殖场物资运输难问题。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交通运输局
38、2021 年贵德县三河地区村级断头路（补短板）道路硬
化工程
项目投资：705 万元
项目简介：建设河阴镇、河西镇、河东乡村道断头路 14 公
里（包含路基路面、涵洞及防护工程）。
受益情况：受益村 6 个,1348 户 50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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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补齐发展短板，解决群众行路难问题
建设期限：2021 年 9 月-2022 年 8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交通运输局
（八）其它
39、贵德县 2021 年贫困大学生“雨露计划”补助及脱贫劳
动力短期技能培训、致富带头人培训项目
项目投资：68 万元（其中大学生补贴 58 万元、技能培训 10
万元）
项目简介：补贴脱贫家庭考入中职、高职院校“两后生”及
“十三五”期间入学的在校本科生、专科生；开展挖掘机、中式
面点、保洁等工种培训 155 名，致富带头人 22 名。
受益情况：全县脱贫家庭在读中职、高职院校“两后生”及
“十三五”期间入学的在校本科生、专科生；全县易地扶贫搬迁
剩余劳动力 155 名。
绩效目标：加大帮扶力度，落实“四不摘”要求，巩固脱贫
成果；通过技能提升，辐射带动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实现共
同富裕。
建设期限：2021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乡村振兴局
40、扶贫信贷资金贴息项目
项目投资：200 万元
项目简介：脱贫产业贷款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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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情况：带动脱贫人口增收的消费帮扶企业、小微企业、
专业合作社等。
绩效目标：扶持企业持续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2021 年 11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乡村振兴局
41、贵德县清洁能源电热炕示范村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650 万元。
项目简介：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推进四沟乡镇清洁能源示范
村 6 个，建设电热炕 1200 铺。
受益情况：1200 户 4800 人。
绩效目标：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推进乡村清洁能源。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
责任单位：贵德县乡村振兴局
六、保障措施及相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坚持县乡村
振兴领导小组对全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工作负总责，推进涉
农资金整合工作，提高工作统筹性、实效性、持续性。建立
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的联系机制，发挥总指挥和
统筹作用，打破部门利益条块分割的现状，把各部门涉农资
金整合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二）做好项目规划。项目规划要以全县“十四五”规
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为引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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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行业部门作为实施主体，负责编制本乡（镇）、
本部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清单，拟定年
度项目计划，报县乡村振兴局编入县级项目库。项目计划要
围绕支持重点，结合村实际，充分调研论证，尊重群众意愿，
积极推广群众民主议事决策机制。
（三）明确工作职责。根据资金实际投向，本着“谁花
钱，谁负责”的原则，确定相应的责任单位。责任单位加强
资金和项目管理，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
目、责任到项目，落实绩效管理各项要求。 一是县乡村振兴
工作领导小组对涉农资金整合负总责，负责财政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工作的协调，审议确定年度资金整合方案，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二是县乡
村振兴局负责建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
库，牵头组织全县项目申报，审定、 监管、协调、项目进度
督查、项目政策及信息公开工作。将全县所有整合资金项目，
全部纳入项目库管理，并细化到实施乡镇，完成情况（已完
成、正在实施、待实施），量化到具体项目情况（实施地点、
资金规模、建设任务、责任单位、受益人群等）。 三是县财
政局负责按资金政策文件、资金管理制度编制整合资金预算，
建立资金台账，负责项目资金的下达、审核、拨付与管理、
绩效评价，加强资金使用监管。 四是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
位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按时保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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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负责项目规划编制指导、汇总、 项目论证和项目库建设，
参与项目验收、绩效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负责收集、整
理、完善、管理项目基础资料，对提供的资料、凭证的完整
性、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要打通公示“最后一公
里”，将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
况公示到村，接受社会监督，实现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阳
光透明。 五是审计部门负责将财政涉农资金统筹、管理、使
用情况作为审计和监督管理的重点内容，进行跟踪监督检查。
六是纪委监委负责对项目安排、资金安排、项目实施、项目
结算、项目验收、工程支付以及项目公示等全程监督。
（四）提前谋划，及早动工。在项目安排上突出早准备，
早规划、早招标、早施工、早完成。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 高效益开发，强化领导，创新方法，周密部署，精
心组织，及早实施。一是早规划。立足实际、广听民意，吃
透实情，周密论证， 提前做好项目规划。二是早招标。项目
批复后，严格按照项目招标程序和要求，立即开展招标程序
和要求，立即开展招标工作。 三是早施工。项目招标完成后，
及时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按照施 工节点，合理安排，尽快施
工，及早发挥项目投资效益。
（五）推行公示公开。全面推行项目事前、事中、事后
公示公告制度，整合资金根 据“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
谁负责”的原则，及时将资金分配情况及项目实施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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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公告。（1）公告公示范围：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资金
分配和项目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项目资金来源和实施情况，
同时，公示到乡村两级，公告期不少于10天。（2）公告公示
内容：公告公示内容包含资金规模、 资金来源、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建设内容、质量要求、实施时限和责任人、实施
目标及成效等情况，同时做好公示公告资料的归档工作。
（六）严格绩效考评。按照“指标科学、操作简便、结
果公正” 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统筹整合资金绩效考评制度，
优化考评指标， 针对使用整合资金的部门、乡（镇）开展综
合绩效评价， 对资金的使用管理、项目效益、群众满意度等
情况进行全面考评， 将考评结果与部门、乡（镇）年度目标
考评挂钩，把群众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的满意度作为考评
的重要依据。
（七）建立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把纳入统筹整合使用
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作为监管重点，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
加强资金监管，一是财政、审计、纪委监委等部门要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成立检查组，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针对发现的 情况和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部
门和乡（镇）及时整改，并对监管职责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
效。二是通过引入第三方监管等方式，加强对扶贫项目实施
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构建多元化资金
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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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贵德县县级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
项目分类统计表

好抄 送：档。
个贵德县财政局

2021 年 8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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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21年贵德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来源汇总统计表
金额：（万元）
序号

一

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第一批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的通知》（青财
农字[2020]2037
号）
关于下达2021年
第二批财政专项
扶贫（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的通知
《关于下达2021
年第三批财政专
项扶贫（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
关于下达2021年
第四批财政专项
扶贫（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的通知

二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
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
青财农字（2020）
2021年第三批水利发
展资金的通知青财农
字（2021）582号
2021年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财农字（2021）

三

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农业相关

纳入整合
规模数
（2019年基
数）

计划整合资
金数

16,447.92

13,668.00

16,447.92

8,146.00

1、扶贫发展。。。。。

5068

5068

5068

5068

5068

乡村振兴局

2、少数民族发展。。。。。

250

250

250

250

250

民宗局

3、以工代赈。。。。。

1867

1867

1867

1867

1867

交通局

690

690

690

690

690

乡村振兴局

2779.92

2779.92

4832

整合资金来源名称

财政专项扶贫及乡村振兴资金

.......

1、生态管护员补助

2779.92

当年预算或 其中：
已 实际到
中央财政
位数

省财政

州级

县级

8,301.92

0.00

0.00

实际到位资金
整合数（6
责任单位
月）
13,668.00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4832

4832

4832

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

461

461

461

461

461

乡村振兴局

2、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500

500

500

500

500

民宗局

水利发展资金

12,190.00

10,048.00

12,190.00

10,060.00

。。。。。。

9960

9818

9960

9960

。。。。。。

230

230

230

100

。。。。。。

2000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7,149.52

1、（农机购置补贴）

140

2、高素质农牧民培训

74.5

2000
2,306.00

2,130.00

4832

0.00

0.00

130

10,048.00

9818

水利局

230

水利局

2000

7,149.52

4,856.10

140

140

农牧科技局

74.5

74.5

农牧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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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00

水利局

928.42

0.00

2,306.00

2021年贵德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来源汇总统计表
金额：（万元）
序号

整合资金来源名称

关于提前下达
3、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与合作社发展
2021年农业相关
转移性支付资金 4、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青财农字
5、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2020）2273号
6、草原禁牧与草畜平衡奖补
9、高标准农田建设

《关于下达2021
年农牧业生产发
展（第二批）资
全膜覆盖栽培技术推广资金
金的通知》（青
《关于下达2021年农
业生产救灾资金的通 农业生产救灾
知》（南财农字
《关于提前下达 1、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2021年第四批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 2、农业资源保护利用金
资金的通知》 3、动物防疫
（青财农字
[2021]345号） 4、农田建设
《关于下达2021年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 。。。。。。
的通知》（南财农字
﹝2021﹞99号）
关 于 下达2021年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资 。。。。。。

纳入整合
规模数
（2019年基
数）

计划整合资
金数

285

285

285

285

285

农牧科技局

300

300

300

300

300

农牧科技局

110

110

110

农牧科技局

2505.6

2505.6

2505.6

农牧科技局

1441

1441

1441

1441

当年预算或 其中：
已 实际到
中央财政
位数

省财政

州级

县级

实际到位资金
整合数（6
责任单位
月）

1441

180

农牧科技局

180

180

农牧科技局

130

130

368

368

368

农牧科技局

29

29

29

农牧科技局

80

80

80

农牧科技局

210

210

210

农牧科技局

674.72

674.72

674.72

农牧科技局

123.7

123.7

123.7

农牧科技局

218

218

218

280

130

农牧科技局

金的通知》南财农
《关于下达2021年第
六批农业相关转移支 。。。。。。。
付资金的通知》（青
财农字[2021]466
关于下达2021年第七
批农业相关转移支付 。。。。。。。
资金的通知》（青财
农字[2021]539号）

四

林业改革资金

280

280

280

3,723.10

0.00

3,7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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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3.10

0.00

农牧科技局

280

0.00

0.00

0.00

农牧科技局

2021年贵德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来源汇总统计表
金额：（万元）
序号
《关于下达2021
年第一批中央林
业草原生态保护
恢复资金的通知
《关于下达2021
年第一批林业改
革发展资金（市
州、县级）的通
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水库
移民扶持基
（资）金（第一

整合资金来源名称

中央水库移民补助

五

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

六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农村综合 11个村集体经济
改革转移支付预
算的通知》（青 一事一议公益事业

八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资金

九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公路建
设项目资金

十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十一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

十二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十三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
级统筹部分）

十四

农业资源生态保护资金（对农民的直
接补贴除外）

十五

纳入整合
规模数
（2019年基
数）

计划整合资
金数

当年预算或 其中：
已 实际到
中央财政
位数

省财政

州级

县级

实际到位资金
整合数（6
责任单位
月）

1466

1466

1466

自然资源局

1957.7

1957.7

1957.7

自然资源局

299.4

299.4

299.4

自然资源局

868.00

768.00

550

550

550

318

318

218

868.00

0.00

服务业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现代流通
服务网络工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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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00

100.00

0.00
组织部

100

财政局

2021年贵德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来源汇总统计表
金额：（万元）
序号

整合资金来源名称

纳入整合
规模数
（2019年基
数）

计划整合资
金数

当年预算或 其中：
已 实际到
中央财政
位数

1,800.00

1,800.00

1,800.00

十六

旅游发展基金

十七

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部分资
金

十八

水资源

十九

森林植被恢复费

二十

供销社改革发展资金

二十一

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二十二

教育、文化涉农资金

二十三

医疗、卫生涉农资金

二十四

发达省区援青涉农资金

二十五

通过政府性融资平台取得的涉农贷款

二十六

其他涉农资金

516.76

总计

42,695.30

省财政

州级

县级

900.00

900.00

516.76
27,822.00

42,6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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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到位资金
整合数（6
责任单位
月）

1,800.00

516.76
27,553.20

11,796.92

1,828.42

1,516.76

27,822.00

住建局

附表二

2021年贵德县县级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分类统计表
金额：（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
金额

项目建设内容

受益情况及绩效目标

总计

27822

0

0

一

农业生产发展类

7820

（一）

产业发展

2490

1

贵德县乡村产业车间提升工程项目

210

2

贵德县油菜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140

3

贵德县示范乡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200

4

贵德县扶贫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

1355

`

5

新型经营主体与合作社发展建设项
目

285

扶持县级以上合作社20个，省级示范社1个，家庭农牧场20个

6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建设项目

300

（二）

基础设施建设

7

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
目(一期)

8

新街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

9

河东乡王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玉米
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二

畜牧生产

（一）

基础设施建设

序号

10

河西镇瓦家村种养殖小区设备购置
建设项目

11 冷水鱼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新建河阴镇西家嘴村藏家缘藏式雕刻厂；河西镇下刘屯青秀产业； 项目受益农户435户1297人，脱贫户102户469人。提升农畜产品深加工
河东乡阿什贡村切什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拉西瓦镇豆后浪村“星 品质，解决产品卖难买难问题，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
空营地”； 常牧镇斜马浪粉条厂；新街乡鱼山村、上下卡村种养殖 、脱贫弱劳力家庭收入。
车间；尕让乡黄河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露天蔬菜和蔬菜初加工产业
受益农户150户281人。通过绿肥用油菜的推广建设，将我县川暖水浇地
地区的复种绿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进一步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
建设油菜制种基地1000亩；开展油菜菜肥两用试验示范2000亩。
量，增加培肥地力，减少肥料的施用良，减轻施肥的成本，增加农民收
入，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项目受益农户574户2365人,通过特色产业建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以发展乡域主导产业为主打造贡菜加工产业示范基地一处。
增加群众收入、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到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建设
期限
0

责任单位
0

2年

各乡镇人民政府

2年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2年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带动易地扶贫搬迁进城安置户290户1001人。通过车间建设，实现进城
安置劳动力转岗转业，持续增加收入，巩固易地脱贫成果

1年

贵德县乡村振兴
局

受益对象20户（脱贫4户），规范合作社内部管理制度，财政资金平均
量化到每个成员，合作社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各合作社发展水平，
带动周边农户，增加收入。

1年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受益对象9121户（脱贫956户）。可为农户节支增收325万元，减少田间
全县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完成托管面积30000亩，其中：全程托
作业工序、缩短作业时间，提高机具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效
管服务10000亩，半程托管服务20000亩。
率、节约用工。

1年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2480
新建高档标准设施农业基地一处，包括大棚温室及配套设施，新建
2000
占地200亩羊肚菌种植大棚温室及配套设施。

400 新建新街回族乡农产品冷链仓储基地1处。

80 修建厂房、购置904拖拉机、904翻转犁、504四轮拖拉机等

河东乡15个村收益，其中，脱贫村4个，受益贫困户428户，项目收益脱
贫人口1304人。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众收入、
2年
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河东乡人
民政府

收益脱贫人口189户643人。通过新建冷链仓储设施，实现特色农产品反
2年
季节销售，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建立健全收益资金分配机制。

新街乡人民政府

扶持受益577户2247人，脱贫户29户80人。年收入达16.8万元，实现村
集体经济组织有收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 1年
劳力家庭收入

贵德县民宗局

项目扶持带动受益340户1287人，贫困户27户69人。年收入11.4万元，
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 1年
脱贫弱劳力家庭收入，实现贫困户持续增收，稳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贵德县民宗局

受益农户10户20人，提高水产养殖技术水平，生产出优质无污染的绿色
2年
鱼产品，引导和推进我省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2850

40 购置东方红MF704轮式拖拉机、180旋耕机、327翻转犁等

70

鲑鳟鱼良种补贴30万尾。安装鱼粪、残饵及死鱼无害化收集设备40
套。安装循环水养殖池20个，微滤机4台

支付
备注
资金

2021年贵德县县级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分类统计表

附表二

金额：（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年

常牧镇人民政府

13

拉西瓦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

400 新建乡村振兴千头高标准牦牛养殖基地1处

收益脱贫人口14户37人，通过发展牦牛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
2年
贫成果

拉西瓦镇人民政
府

14

河西镇大户村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养
殖场建设项目

15

拉西瓦镇仍果村标准化牦牛养殖基
地建设项目

16

河东村查达村牛羊养殖基地建设项
目

17

河东乡边都村村集体合作社放牧点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18

河东乡哇里村村集体合作社冬夏季
放牧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尕让乡阿言麦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项目

农业综合改革
贵德县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其中
整合资金1800万元

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带动受益177户743人，脱贫户21户35人，年收入达15.12万元，实
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入，增加脱贫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
贫弱劳力家庭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产业增效，脱贫人口增收
修建门卫配电室：24㎡，仓储库：675㎡，道路全长950m，路基宽度 项目扶持83户240人，脱贫户14户35人。年收入77.45万元，实现村集体
70
经济组织有收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力
4m，路面宽3.5m。
家庭收入
项目带动查达村182户695人，脱贫户19户68人。年收入达11.8万元，实
110 修建草料棚、铁皮槽、高标准畜棚，购置打捆机、粉碎机等。
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收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
贫弱劳力家庭收入。
带动农户105户495人，贫困户23户94人。年收入达10.2万元，实现村集
110 修建高标准草料棚、牛羊畜棚等。
体经济组织有收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收入。
60 修建畜棚、储草棚、饲料加工车间等

1年

贵德县民宗局

1年

贵德县民宗局

1年

贵德县民宗局

1年

贵德县民宗局

带动农户87户387人，脱贫户37户112人。。年收入达10.3万元，实现村
1年
集体经济组织有收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收入。

贵德县民宗局

项目受益农户35户127人。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贵德农牧业结构向特色
化、规模化发展。

2年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受益农户40户176人：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贵德农牧业结构向特色化、
规模化、生态化发展。

2年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受益农户171户632人。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
2年
成果。

尕让乡人民政府

受益农户1498户5963人，脱贫户42户138人。通过项目实施，通过项目
实施建设带动乡村振兴发展建设，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1年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提升9个高原美丽乡村人居环境

贵德县住房与城
乡建设局

受益农户338户1285人，脱贫户42户138人。年收入67.5万元，实现村集
体经济组织有收入，增加贫困家庭、低收入户、脱贫边缘户、脱贫弱劳 1年
力家庭收入

贵德县民宗局

受益农户290户1001人。通过乡村旅游，实现收入二次分配，增加群众
收入，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2年

河阴镇人民政府

新建乡村旅游综合服务中心（约1000平方）、乡村民宿小院5栋（一 受益农户44户199人。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
栋约80平方），并配套相关服务设施，村庄环境整治等。
果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2年

河西镇人民政府

2年

新街乡人民政府

2年

河东乡人民政府

2年

河阴镇人民政府

110 修建高标准草料棚、牛羊畜棚等。
建设2个藏羊标准化生态牧场，遴选2个已经有省级认定并有搬迁重
200 建能力的规模养殖场，开展标准化养殖设施重建，粪污资源化利用
配套、精准饲喂和环境控制等工艺化提升改造以及疫病防控能力提
遴选2个已经有省级认定并有搬迁重建能力的规模养殖场，开展标准
280 化养殖设施重建，粪污资源化利用配套、精准饲喂和环境控制等工
艺化提升改造以及疫病防控能力提升等建设；扶持1个万头牦牛养殖
1.规模化牛羊养殖基地建设，新建350头肉牛生态养殖场（西门塔尔
1000
奶牛）。2.建设大中型冷库和恒温库建设，储存牛羊肉20吨。

1800
1800
实施河阴镇城北村；河西镇垃圾盖村、大户村；河东乡麻巴村；常
1800 牧镇新建坪、卷木村、尕让乡洛乙海村、东果堂村、新街乡新街村
等9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4170
4170

23

拉西瓦镇曲乃亥村温泉旅游综合体
开发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4

河阴镇张家沟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项目

美食街出入口形象门或精神堡垒建设，并配合项目主题进行街道两
1000 侧墙体美化建设，同时对美食街地面水系建设及地面美化建设，打
造张家沟民俗、美食体验基地。

25

河西镇团结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项目

1000

27
28

责任单位

通过发展饲料加工业、生猪养殖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众收
入，巩固脱贫成果，项目收益脱贫户41户143人。

基础设施建设

26

建设
期限

400 新建常牧镇乡村振兴生猪养殖基地、兰角滩村饲料加工厂。

21

三

受益情况及绩效目标

常牧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

20 贵德县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22

项目建设内容

12

19 贵德县藏羊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三

项目
金额

新街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
河东乡阿贡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项目
贵德县乡村振兴河阴镇红柳滩村旅
游示范村建设项目

170

修建配套基础设施（地坪、道路硬化、土暖、栈道、六角亭），中
型桥梁1座等。

500 建设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1000

以阿什贡新农村建设为依托，新建牧家乐6户，亮化、绿化村内环
境，发展乡村旅游

500 建设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受益农户281户1085人。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
成果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受益农户80户382人。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
果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受益农户97户358人。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
果有效实现同频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支付
备注
资金

2021年贵德县县级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分类统计表

附表二

金额：（万元）
序号
四
（一）

项目名称
水利发展

10048

基础设施建设

10048

29 贵德县常牧镇德拉河防洪治理工程
30

贵德县拉西瓦镇叶后浪河（昨那
沟）防洪治理工程

31

贵德县2021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
护项目

32

贵德县2021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
护（二期）项目

33

贵德县河东乡查达村小流域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工程

34

贵德县东河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项目

35

2021年贵德县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项目

五

项目
金额

项目建设内容

受益情况及绩效目标

治理沟道1条，长度为20.275km。新建防洪堤21.428km，新建格宾石 项目带动干果羊村、豆后漏村、周屯村农户526户1800人。
5485 笼护坡+混凝土护脚的断面型式堤防11.136km，新建排洪渠180m，潜 治理河长20.27公里，可使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10年一遇，从而使区域
坝19座，进水涵管1座，防护栏7km，警示牌10座。
防洪能力大大增强。
项目带动豆后浪村、罗汉堂村农户527户1646人。治理河长14.7公里，
3320 防护长度13624m，支沟防护长度3034m；新建潜坝14座。
可使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10年一遇，从而使区域防洪能力大大增强。
新建泉室1座、维修引水口1座、主干管改造1条、长3600m，更换管 项目带动下岗查村、拉德村、切扎村等75个村农户11200户47634人。进
400 道50m，延伸主干管1条，长200m、延伸配水管800m、新建引水口1座
一步保障农村居民供水保证率。
、阀门井2座。
新建泉室1座、维修引水口1座、主干管改造1条、长3600m，更换管 项目带动曲丹峪集镇、豆后浪村农户346户1563人农户323户1564人。该
59 道50m，延伸主干管1条，长200m、延伸配水管800m、新建引水口1座
工程建成后，可进一步保障农村居民供水保证率。
、阀门井2座。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00 km2，固滨笼网箱谷坊21座，固滨笼网箱潜 项目带动查达村农户155户684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00平方公里，
585
生态环境将大为改善，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大大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频
坝7座，沟道生态护岸1000 m，封禁1274.74 hm2。
率
新建 6 处水情监测站点，2 套闸门自动控制系统，灌区面积复核， 项目带动加卜查村、周屯村、上兰角村、下兰角村农户567户2372人。
129
健全科学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为核心，形成机 制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
新建节止闸6座。
用.
全县范围农牧民群众。实施县域节水社会达标建设的县数1个.提高用水
70 安装计量水设施各4套；安装计量水尺31套，节水宣传
效率，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合理用水。

建设
期限

责任单位

1年

贵德县水利局

1年

贵德县水利局

1年

贵德县水利局

1年

贵德县水利局

1年

贵德县水利局

1年

贵德县水利局

1年

贵德县水利局

农田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36 贵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六

37

1995

基础设施建设

1995

贵德县2021年以工代赈专项扶贫资
金项目

其它
贵德县2021年贫困大学生“雨露计
39 划”补助及脱贫劳动力短期技能培
训致富带头人培训项目
40

1721 新建高标准农田3万亩。

农村道路建设

38 上下卡村级养殖场道路硬化项目
七

1721

贵德县2021年贫困劳动力短期技能
培训项目

41 扶贫信贷资金贴息项目

拉西瓦镇3226人（脱贫293人），河西镇5421人（脱贫243人）。完成高
标准农田3万亩，提升耕地质量。

新建常牧镇达隆村“以工代赈”通村砂路工程，路线全长20.025Km,
路基宽度为4.5m，路面4.5m；常牧镇岗查贡麻村“以工代赈”通村
砂路工程，路线全长17.035Km,路基宽度为4.5m，路面4.5m；常牧镇 受益村数4个，受益农牧户1154户4618人，补齐发展短板，解决群众行
1867
岗查贡麻村“以工代赈”道路硬化工程，路线全长12Km,路基宽度为 路难问题。
4.5m，路面3.5m；河西镇加洛苏合等3村“以工代赈”通行政村公路
工程，路线全长11.615Km,路基宽度为4.5m，路面3.5m。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

2年

贵德县交通运输
局

受益贫困村2个，扶持农户385户1524人。解决养殖场物资运输难问题。 1年

贵德县交通运输
局

补贴脱贫家庭考入中职、高职院校“两后生”及“十三五”期间入
58 学的在校本科生、专科生；开展挖掘机、中式面点、保洁等工种培
训155名，致富带头人22名。

全县脱贫家庭在读中职、高职院校“两后生”及“十三五”期间入学的
在校本科生、专科生。加大帮扶力度，落实“四不摘”要求，巩固脱贫 1年
成果。

贵德县乡村振兴
局

10 开展挖掘机、中式面点、保洁等工种培训。

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剩余劳动力155名。

1年

带动脱贫人口增收的消费帮扶企业、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社等

1年

128 新建长3.4km，宽3.5m养殖场道道路硬化。
268

200 脱贫产业贷款贴息。

贵德县乡村振兴
局
贵德县乡村振兴
局

支付
备注
资金

附表一

2021年贵德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际整合支出汇总统计表
金额：（万元）
其中：
序号

整合资金来源名称

实际整合资金数

支出金额
中央财政

省财政

县财政

州级

支出率

责任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