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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乡村振兴局文件

平振兴发〔2022〕9 号

平利县乡村振兴局
关于下达 2022 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

根据县政府专项问题办公会议纪要（2022 年第十四次）及

平利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的《关于下达 2022 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资金计划的

通知》（平巩固衔接办发〔2022〕13 号）文件要求，现将 2022

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下达项目规模。本次下达 2022 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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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7 个，投资总规模 2554.07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资金 1800

万元（省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800 万元，市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1000 万元），自筹资金 754.07 万元（具体项目及资金规模见附

表）。

二、加快项目建设。一是要细化项目实施方案，各镇要对照

下达的项目计划，进一步细化建设内容、奖补标准、投资规模、

带动机制、绩效目标等要素，科学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确保项目

实施有据可依。二是要迅速启动项目实施，严格按照财政衔接资

金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简化相关程序，确保项目尽快启动建设，

10 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三是要加强项目管理，项目计划下达

后，必须严格按照项目计划组织实施，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地

点和建设内容。四是要做好项目录入工作，及时将项目信息、资

金绩效、公告公示、资金拨付、项目验收审计等信息录入全国防

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和安康市“三级两账”项目资金监管平台。五

是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鼓励引导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就地就近

的原则，在确保工程质量和项目进度的前提下，优先吸纳脱贫对

象、监测对象和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尽最大可能

提供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群众增收。

三、加强资金管理。一方面要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做到“应

支尽支”、“能支尽支”，杜绝资金长期滞留，确保 6 月底前资

金支出进度达 60%以上、10 月底前资金支出进度达 100%。另一

方面要严格按照《平利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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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平利县涉农整合资金及衔接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工作导引》

等文件要求，加强资金绩效管理，落实公开公示，确保资金安全、

规范、高效使用，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监督检查。

附件：1.平利县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计划汇总表

2.平利县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计划明细表

平利县乡村振兴局

2022 年 4 月 24 日

抄送：县巩固衔接办、县财政局。

平利县乡村振兴局办公室 2022 年 4月 24 日印发



附件1

合计 省级资金 市级资金

1 城关镇 三里垭村 2 286 200 120 80 86

2 长安镇 高峰村 3 287.95 200 55 145 87.95

3 八仙镇 狮坪村 3 392.5 200 50.3 149.7 192.5

4 广佛镇 塘坊村 3 231.9 200 100.6 99.4 31.9

5 洛河镇 洛河街村 3 300 180 152.95 27.05 120

6 大贵镇 儒林堡村 2 278 200 24.39 175.61 78

7 三阳镇 牛角坝村 3 238.1 170 92.09 77.91 68.1

8 兴隆镇 蒙溪街村 2 189.12 150 26.27 123.73 39.12

9 西河镇 西坝村 3 186 150 128.4 21.6 36

10 正阳镇 张家坝村 3 164.5 150 50 100 14.5

27 2554.07 1800 800 1000 754.07合计

备注
自筹资金
（万元）

 平利县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计划汇总表

补助资金（万元）

其中

村序号 镇
实施项目

个数
资金总规模
（万元）



附件2

小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
户数
(户)

人数
（人）

合计 2554.07 1800 0 800 1000 0 754.07 1657 5410 20728

城关镇三里垭村乡村振
兴示范村产业发展项目

1.修复贡茶新村水毁产业路3处，总计460.5㎡
（含护坡挡墙160m³，砂石换填150m³，混凝土
边沟21m）;2.凉水沟种养殖产业路水毁修复3
处（长100米，挡墙300m³）新建集体经济大棚
10亩。

城关镇
三里垭

村
2022 111 85 85 26 30 108 1627

通过集体经济大棚建设，
通过租赁、土地流转、劳
务用工等形式增大集体经
济收入。

改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富
硒蔬菜、粮油种植能力，实现“稳粮
扩豆增”油目标。

城关镇三里垭村乡村振
兴示范村人居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

1.对道路沿线11户厕圈进行改造，拆除轮搭乱
建圈棚等496㎡；2.凉水沟老人洞安置区新建
20m³化粪池1处、铺设排污管道120米、新建洗
衣池5处；3.新建村域垃圾收集点3处；4.全村
公共设施维护及绿化补植1000平方米；5.农户
庭院菜园安装篱笆8100米（高1.5米长600米、
高1米长6500米、高0.6米长1000米）；6.三里
垭平旬路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提升改造及绿
化450㎡;7.安装太阳能路灯70盏（20盏路灯替
换村委会周边损毁路灯，50盏路灯替换凉水沟
内损毁路灯）。

城关镇
三里垭

村
2022 175 115 35 80 60 63 284 284

以奖代补形式对圈厕进行
改造及乱搭乱建和拆除；
解决老人洞安置点污水直
排问题，建设文明乡村，
美化居民院落、提升村容
村貌，提升村容村貌。

美化村居环境，提升美丽乡村水平

长安镇高峰村四组茶园
砂石产业路建设项目

新修高峰村四组茶园砂石产业路1.5公里、宽4
米

长安镇 高峰村 2022 23 23 23 7 19 63
改善产业基础设施条件、
受益脱贫户及群众增收

1、新增砂石道路里程≥1.5公里；2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3
、受益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数≥19人；
4、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95%。

长安镇高峰村二组污水
管网堰道治理及人居环
境整治建设项目

新修高峰村二组污水管网0.6公里、维护疏通
堰道0.32公里及人居环境整治建设。

长安镇 高峰村 2022 33.95 32 32 1.95 13 47 289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
生活质量

1、新增污水管网≥0.6公里；2、维
护疏通堰道≥0.32公里；3、项目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4、受益
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数≥47人；5、受
益脱贫人口满意度≥95%。

长安镇高峰村六组老旧
村庄改造及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

1.实施高峰村六组村庄连片老旧房屋拆除21户
及场地整理；2.道路硬化500米，宽6米、厚
0.16米；3.铺设排污管网700米；4.场地硬化
600平方米，配套完善路灯20盏，环境绿化提
升200米。

长安镇 高峰村 2022 231 145 145 86 21 78 160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升
人居环境

1、拆除老旧危房≥21户；2、新增硬
化道路≥500米；3、铺设排污管网≥
700米；4、新增硬化面积≥600平方
米；5、新增路灯≥20盏；6、新建绿
化提升≥200米；7、项目（工程）验
收合格率100%；8、受益建档立卡脱
贫人口数≥78人；9、受益脱贫人口
满意度≥95%。

八仙镇狮坪村乡村振兴
示范村产业建设项目

二组、四组新建茶园产业路1700平米。 八仙镇 狮坪村 2022 17.2 17.2 17.2 20 55 190
提升村级产业建设基础设
施水平，提高群众生产效
率。

带动60户群众，提高生产效率，稳固
增收。

八仙镇狮坪村乡村振兴
示范村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1.五组人口密集处新建路边防滑坡挡墙（毛石
混泥土225立方，浆砌石300余立方，基础开
挖）；2.一组、四组新建太阳能路灯8盏；3.
七组新建便民桥一座，10米长。

八仙镇 狮坪村 2022 33.1 33.1 33.1 80 350 1350
提升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解决群众出生问题。

带动350户群众，方便群众出行，显
著替身群众生活质量和村级基础设施
服务水平。

镇 村 合计

其中：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自筹
资金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直接受益
脱贫人口 受益总

人口
联农带农机制

平利县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计划明细表

项目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规划
年度

绩效目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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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
户数
(户)

人数
（人）

镇 村 合计

其中：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自筹
资金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直接受益
脱贫人口 受益总

人口
联农带农机制

平利县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计划明细表

项目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规划
年度

绩效目标 备注

八仙镇狮坪村乡村振兴
示范村人居环境整治项
目

1.国道沿线农户“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
建设1000米，涉及300余户；2.农户旧房改造
43户；3.一组猪圈改造6户；4.拆除断痕残壁
1000米，清理淤泥垃圾300平米。

八仙镇 狮坪村 2022 342.2 149.7 149.7 192.5 105 465 1450
提升核心区位村容村貌，
提高人居环境水平，提升
群众生活质量。

带动400户群众，极大提升核心区位
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水平，提升群众
生活质量。

大贵镇儒林堡村基础设
施提升项目

实施村级破损主干道修复，清除、转运废渣
300米220平方米；水泥硬化长300米，宽4米，
厚0.18米。

大贵镇
儒林堡

村
2022 24.39 24.39 24.39 30 124 820

通过项目实施农户10人直
接参与建设带动增收，通
过改善出行环境，提升基
础质量，发展农旅经济，
增收。

1、修缮硬化村级道路长≥300米；2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3
、受益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数≥124
人；4、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95%。

大贵镇儒林堡村人居环
境整治项目

1.旧房改造9户，户均补助1.9万元；猪圈厕所
改造和修建化粪池共18个;2.房屋外墙粉刷改
造19500平方米；3.清除断垣残壁、乱建简易
房、清理搭建圈舍牛棚等1600平方米；4.村级
主干道周边菜园改造编筑竹篱笆3800米;5、儒
林堡村二组人口密集居住区修建围墙长115
米，村道内黄洋河大桥至村委会路口大三路两
边院落绿化220平方米;6.村级主干道路灯安装
100盏（大三路、一、二组道路）。

大贵镇
儒林堡

村
2022 253.61 175.61 175.61 78 67 167 2064

通过项目实施农户56人直
接参与建设带动增收，通
过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
住质量，发展农旅经济，
增收。

1、项目实施率100%；2、项目（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3、受益户数
≥546户；4、受益人口满意度≥95%
。

广佛镇塘坊村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1.村主干道和集中区道路安装路灯89盏；2.塘
坊村28户入户路，长650米、宽2.5米、厚0.15
米。

广佛镇 塘坊村 2022 52.6 47.6 47.6 5 26 80 455

主干道和集中区道路安装
路灯，方便群众夜间出
行；实施入户路硬化项
目，提升群众出行便捷程
度，提升群众满意度。

主干道和集中区道路安装路灯119
盏，方便周边110户农户的日常出
行；提高周边28户农户的出行便捷程
度，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提升群众
满意度。

广佛镇塘坊村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

1.村内环境提升3000平方米；2.省道沿线和集
中区域农户门前基本绿化700平方米；3.采购
垃圾桶200个；4.农户旧房改造11户；5.拆除
危旧土坯房12户；6.拆除改造圈厕22处；7.垃
圾清运、垃圾场运转费用补助。

广佛镇 塘坊村 2022 126.3 99.4 99.4 26.9 110 325 2068

实施环境提升3000平方
米，省道沿线和集中区域
农户门前花坛修缮，采购
垃圾桶，土坯房及感官不
良砖房房屋改造，拆除危
旧土坯房，拆除改造圈
厕，支付垃圾清运费、垃
圾场运转费用，改善农户
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群众
满意度。

实施塘坊村龙脖子至香河村交界、项
家坡、万秋山、河滨路以及六七组村
道周边环境提升3000平方米；省道沿
线和集中区域农户门前花坛修缮；采
购垃圾桶200个；土坯房及感官不良
砖房改造11户；拆除危旧土坯房12
户；拆除改造圈厕22处；支付垃圾清
运费、垃圾场运转费用，满足塘坊村
661户农户垃圾清运需求。

广佛镇塘坊村产业发展
项目

1.七组富硒水稻园区产业路硬化180米、宽3米
、厚0.15米;机耕路硬化120米、宽2.5米、厚
0.15米；新修水渠200米。2.磨沟富硒水稻园
区修复水渠1500米，修建拦水坝一座，长12米
、宽1.2米、高1.8米。3.食用菌园区内机耕路
1000米，厂房基础平整400平方米。

广佛镇 塘坊村 2022 53 53 53 0 30 82 350

通过补齐配套设施短板，
促进富硒粮油产业提质增
效，带动产业大户不断壮
大发展，同时带动周边农
户增收。

实施塘坊村七组富硒水稻园区产业路
硬化180米、宽3米、厚0.15米，机耕
路硬化120米、宽2.5米、厚0.15米；
新修水渠200米。磨沟园区修复水渠
1500米，修建拦水坝一座，长12米、
宽1.2米、高1.8米。塘坊村五组桃山
产业步道硬化铺砖500米、宽0.6米。
食用菌种植园区产业路硬化1000米、
宽2.5米、厚0.15米。保障富硒水稻
种植产业提质增效，增大富硒水稻种
植面积200亩，实现富硒水稻增产20
万斤，带动产业大户及周边农户通过
发展产业、就近就业、流转土地，实
现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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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
户数
(户)

人数
（人）

镇 村 合计

其中：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自筹
资金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直接受益
脱贫人口 受益总

人口
联农带农机制

平利县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计划明细表

项目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规划
年度

绩效目标 备注

洛河镇洛河街村产业路
建设项目

七组新建茶园机耕路长120米，宽1.5米，厚
0.1米，其中3处钢筋路面12米。

洛河镇
洛河街

村
2022 10 5 5 5 12 40 56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农户
生产条件。

1、新修机耕路路120米；2、项目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3、受益
人口数≥56人；4、工程设计使用年
限≥5年；5、受益人口满意度≥95%
。

洛河镇洛河街村人居环
境整治项目

1.新修垃圾池1个、垃圾中转箱7个、配备垃圾
桶200个；2.排污管网120米（φ300）；3.实
施老旧房改造18户，户均补助1.905万元，拆
除残垣断壁及改造3处；4.村域内大广路、城
洛路沿线集中连片区域农户门前围栏200米，
便民桥护栏30米;5.村域内大广路、城洛路沿
线绿化1322㎡;6.安装路灯38盏。

洛河镇
洛河街

村
2022 176.2 98.2 71.15 27.05 78 134 350 1836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农户
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村容
村貌美化，提升村级文化
氛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
。

洛河镇洛河街村小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1.一、二、三、四、五、七组联户路共计1409
米(其中3米宽1264米，1.5米宽145米，厚0.15
米，过水路面1处4米，石坎15m）；2.新修2个
10m³水窖,管道3145米（φ32）。

洛河镇
洛河街

村
2022 113.8 76.8 76.8 37 102 306 1530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农户
生产条件。

1、新修连户路1409米和水窖2处；2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3
、受益人口数≥393人；4、工程设计
使用年限≥5年；5、受益人口满意度
≥95%。

三阳镇牛角坝村产业发
展项目

1.集中安置区至茶叶产业园人行步梯3处，每
处人行步梯长9米*1.8米；2.茶叶产业园堤路
防护栏1980米。

三阳镇
牛角坝

村
2022 75.4 75.4 75.4 15 45 67

带动21户群众实施产业增
收，每户增收300元

1、产业园人行步梯建设3处，每处9
米*1.8米；安装茶叶产业园防护栏
1980米；；2、项目（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3、受益人口数≥67人；4
、受益人口满意度≥95%。

三阳镇牛角坝村小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新建联户路550米长*2.5米宽。 三阳镇
牛角坝

村
2022 21.69 16.69 16.69 5 4 12 117

提升26户农户生产生活条
件，改善道路出行条件

1、新修连户路550米；2、项目（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3、受益人口
数≥117人；4、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5年；5、受益人口满意度≥95%。

三阳镇牛角坝村人居环
境整治建设项目

1.人口密集安置区绿化长300米；2.农户旧房
房屋修缮改造奖补39户（户均1.9万元）。

三阳镇
牛角坝

村
2022 141.01 77.91 77.91 63.1 90 242 430

提升农户生产生活便利，
提高村容村貌美化

1、人口密集安置区绿化长300米；2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3
、受益人口数≥430人；4、工程设计
使用年限≥5年；5、完善39户农户住
房修缮；6、受益人口满意度≥95%。

西河镇西坝村环境整治
项目

1.旧房改造8户，户均补助1.9万元；2.拆除清
理残垣断壁房屋、圈厕5处280平方米。

西河镇 西坝村 2022 45.6 21.6 21.6 24 67 234 300
提升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村容村貌美化。

完善8户农户住房修缮，拆除清理残
垣断壁房屋、圈厕5处280平方米；2
、受益人口数≥300人；3、项目（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4、工程设计
使用年限≥5年；美化村容村貌，提
高受益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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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自筹
资金

项目预算总投资（万元） 直接受益
脱贫人口 受益总

人口
联农带农机制

平利县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计划明细表

项目名称
项目摘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规划
年度

绩效目标 备注

西河镇西坝村基础设施
完善工程

1.新建1、2组村道沿线护坡浆砌石挡墙320立
方米；修复西坝集镇安置区排污管网50米；2.
集镇沿线道路铺装1400平方米，道沿石400
米；3.新建生态步道430米，宽3米及防护设施
520米（其中含集镇幼儿园附近90米简易防护
栏）。

西河镇 西坝村 2022 95.4 90.4 90.4 5 108 335 785
提升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改善道路出行安全

1、新修新修挡墙400立方米、新建集
镇公路铺装1400平方米，新建生态步
道430米，新建安全防护520米，修复
污水管网50米；2、受益人口数≥785
人；3、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4、工程设计使用年限≥5年；

西河镇西坝村产业建设
项目

1.2组习家梁富硒粮油产业路硬化长185米，宽
4米，厚0.18米；2.里湾及下坝、3组红梁子、
4组罗家院富硒粮油产业路硬化长600米，宽3
米，厚0.18米；3.新建2组习家梁小果园2300
平方米。

西河镇 西坝村 2022 45 38 38 7 40 135 194
提升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村容村貌美化。

1、产业路混凝土硬化长785米；2、
受益人口数≥194人；3、项目（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4、工程设计
使用年限≥5年；

兴隆镇蒙溪街村示范村
建设基础设施补短板项
目

1.硬化二组村道100米，宽4米，厚20CM，共计
81方；2.拆除破旧路面，修建一组连户路85
米，宽2.5米，厚0.15米；3.二组小安置点排
水、排污工程140米；4.零星硬化1、3、5、6
等组道路提升工程1000米；5.拆除路面90平方
米，硬化90平方米。

兴隆镇
蒙溪街

村
2022 27.47 26.27 26.27 1.2 120 420 868

1.解决排污问题，汛期水
毁问题，提高道路通行能
力，保障群众出行，加强
后期维护管理；

进一步美化人居环境，解决道路长期
积水问题，汛期排水不畅，损毁农作
物和农户住房安全问题，提升村组路
通达水平，便利蒙溪街村群众出行及
生产生活

兴隆镇蒙溪街村示范村
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1.蒙溪街村一、二、三、六组布置绿化配套建
设5处722平方米；2.蒙溪街村一组至八组院落
、路旁安装栅栏1000米；3.维修、更换太阳能
路灯96盏；4.实施民居改造提升工程35户，户
均补助1.2万元。其中农户庭院提升改造35
户，规范改造农户圈厕35户;5.清理拆除残垣
断壁、乱搭乱建23处,330平方米；6.建设垃圾
收集点13处。

兴隆镇
蒙溪街

村
2022 161.65 123.73 123.73 37.92 120 420 868

提供夜间照明，改善治安
条件；提升人居环境及村
级公共卫生水平打造精美
山水旅游村落，实现生态
宜居，建设美丽田园示范
村。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和村容村貌，便利群众生产生活，
优化村级人居卫生环境，提升美丽乡
村水平。

正阳镇张家坝村产业发
展项目

1.二组茶叶产业园产业路硬化250米，宽0.6米
、厚0.1米；2.一、二、三组茶叶产业园排洪
沟合计长600米，浆砌挡墙140立方米；3.二、
三组茶叶产业便民小桥2座，长20米，高5米，
宽1.2米。

正阳镇
张家坝

村
2022 52.5 38 38 14.5 51 137 669 支持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

正阳镇张家坝村小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1.三、四、五组村内道路改造加宽2处，长26
米，宽3.5米，厚0.15米；2.一组公路路肩硬
化300米，宽0.5米，厚0.15米；3.三组四组公
路浆砌挡墙长100米，高2.5米，宽1米。

正阳镇
张家坝

村
2022 12 12 12 96 275 919

支持农村道路建设、支持
公厕建设

完善优化基础设施，提升群众满意度
。

正阳镇张家坝村人居环
境整治项目

1.一、三组道路混凝土路沿500米及围栏安装
500米，二组围栏维修50米；2.安装（更换）
太阳能路灯40盏，移栽太阳能路灯40盏；3.全
村绿化20处；4.张家坝安置区场地维修改造
400平方米；5.排污管网水毁修复300米，直径
300mm波纹管，长300米；排污管网旁河堤修补
100米；6.新投放垃圾桶100个，维修垃圾池8
处；7.房屋改造提升3户，圈厕改建6户,房屋
外墙粉刷改造2000平方米；8.三组新建公厕一
处，20平方米。

正阳镇
张家坝

村
2022 100 100 100 96 275 919 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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