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德县2022年农牧业生产发展扶持资金（第二批）建设项目分配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实施地点
资金来源（万元）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合 计

中央   
资金

省级   
资金

自筹             
资金

农牧业生产发展资金建设项目共计15项 420 25 340 55

一、2022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建设项目11项 299 25 219 55

1
农作物有害生物专
业化统防统治建设

项目

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5.6万亩，其中：虫害防治3万亩、
病害防治2万亩、草害防治0.6万
亩；开展突发性病虫草害应急防

控，开展农作物病虫草害监测18万
亩。

全县范围 28.3 28.3

武  晓

贵德县农牧业综
合服务中心

任金科

2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检测建设项目

对县域内所采样品的采样费；补充
实验室仪器、耗材和试剂盒；制作
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彩页、纸杯、
抽纸等；规范使用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培训。

全县范围 12 12
贵德县农畜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
崔成刚

3
牦牛藏羊可追溯体

系建设项目

购置牦牛藏羊可追溯体系设备3台
（电脑2台、彩色打印机1台），县
级追溯平台及终端软件建设，物联
网设施、通讯网络运维费，信息录

入工作经费。

全县范围 25 25 辛多杰
贵德县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切  环

4
农村承包地经营纠
纷调解仲裁工作

选派3名仲裁员赴省外参加农业农
村部仲裁员师资培训，购置打印机
（扫描、复印二合一）1台，案件
调处工作经费（交通费用、案卷整
理、仲裁津贴、纸张、档案盒等）

。

全县范围 3 3 武  晓
贵德县农村牧区
合作经济经营服

务站
张宝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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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2022年农牧业生产发展扶持资金（第二批）建设项目分配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实施地点
资金来源（万元）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合 计

中央   
资金

省级   
资金

自筹             
资金

5
固定观察点建设项

目

加强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开发；开
展观察点村、65户观察户、10户优
秀观察户，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分别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个（贵德县易稼源农产品发展有
限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2个

（贵德县瑞顺种植专业合作社、贵
德县德成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2个（贵德县尕让乡千户村佐
明家庭牧场、贵德县河阴镇佳佳家
庭牧场）的常规调查；开展2名村
级辅助调查员和65户观察户的培训

。

河阴镇大史家村 12 12 杨海龙 县委办 李吉彬

6
水产良种补贴建设

项目

采购三倍体虹鳟鱼苗（5克以上）
55万尾，其中：贵德县黄河天峡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采购鱼苗45万尾
、贵德县海青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采购鱼苗10万尾。

河阴镇红柳滩村、拉西瓦水库 110 55 55

武晓

贵德县农牧业综
合服务中心

任金科
7

耕地质量监测点建
设项目

开展田间试验2个，其中：河东乡
王屯村1个、河阴镇杏花村1个；取
土化验样品2个，化验内容为常规
化验9项、中微量元素及重金属化
验13余项；开展田间调查、撰写监

测报告。

河东乡王屯村、河阴镇杏花村 1.8 1.8

8
农田残膜回收建设

项目

回收2022年全膜覆盖栽培技术推广
项目农膜供应区的农膜残膜12.6万

公斤。
全县范围 18.9 18.9

9 长江黄河禁捕工作

设立宣传牌（2m×1.5m）4块，印
制黄河禁捕宣传资料9000份，制作
宣传物品袋700个，抽纸1500盒，
纸杯10000个；开展黄河禁捕巡查

及相关办公耗材。

沿黄地区 3 3
贵德县农牧业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

祁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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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2022年农牧业生产发展扶持资金（第二批）建设项目分配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实施地点
资金来源（万元）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合 计

中央   
资金

省级   
资金

自筹             
资金

10
动物防疫补助建设

项目

采购动物防疫物资，改建疫苗冷藏
库及配套设备，印制动物防疫、检
疫、包虫病防治、布病、人畜共患
病等宣传资料、宣传抽纸、宣传

包，动物疫病强制扑杀和养殖、屠
宰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村级
动物防疫员意外伤害保险，动物防
疫、检疫交通费，县动控中心冬季
取暖费，各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冬
季取暖费，发放7名临聘人员生活
补助，举办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班

。

全县范围 60 60

辛多杰
贵德县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切  环

11
农业生产救灾建设

项目

对全县农牧民采购的1388.89吨储
备饲料进行补助，农牧民自购1吨
饲草料，饲草料调运按照180元/吨

进行补助。

全县范围 25 25

二、2022年省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建设项目1项 70 0 70 0

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维修建设项目

城西村改造D70渠道815米，维修改
造分水口4座；瓦家村改造D40渠道
217米；下兰角村维修渡槽1座；蓆
芨滩村改造D40渠道440米，维修改
造农口8座；王屯村维修渡槽1座，
更换闸门8个；杨家村改造矩形渠
210米、D50渠道285米、D45渠道62
米、D40渠道287米；建筑物：农口
8座、闸门12个、便桥2座、分水口

9座。

河阴镇城西村，河西镇瓦家村，河
东乡王屯村、杨家村，尕让乡蓆芨

滩村，常牧镇下兰角村
70 70 武  晓

贵德县农牧和科
技局项目办

贾国祥

三、2021年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1项 25 0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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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2022年农牧业生产发展扶持资金（第二批）建设项目分配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实施地点
资金来源（万元）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合 计

中央   
资金

省级   
资金

自筹             
资金

1
扶持玫瑰游憩园乡
村休闲基地建设项

目

购置玫瑰纯露精油提取设备1套，
容积为700L，材质为不锈钢304、
316，蒸馏形式为水蒸气蒸馏法；
购置玫瑰鲜花饼烘焙1套，包括三
层三盘烤炉（HM-503）1台，三层
九盘烤炉（HM-603）1台，一包粉
和面机（HM-50）1台，打蛋机

（HM-201）1台，起酥机（HM520）
1台，起酥机鲜花饼运送架（长
60cm、宽47cm、高200cm）4组。

青海瑰丽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西镇下马家村）

25 25 武  晓
贵德县农牧业综

合服务中心
任金科

四、2021年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建设项目2项 26 0 26 0

1
家犬登记管理建设

项目

举办家犬登记管理人员培训班，档
案资料整理，采购档案柜10组，家

犬登记管理交通费。
5 5

辛多杰
贵德县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切  环

2
犬驱虫工作建设项

目

发放148名村级动物防疫员犬驱虫
补助，13个寺院犬驱虫人员驱虫补

助，采购包虫病防治宣传册
2000册，采购包虫病防治宣传包

1300个。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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