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宁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文件
宁脱贫〔2020〕16 号

签发人：马利军

洛宁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呈报洛宁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
资金实施方案备案的报告
河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优化
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河南省财政
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贫困县统筹整合财
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编报工作的通知》
（豫财农综〔2020〕6 号）
文件精神和省、市交叉审核反馈意见，我县认真修改《洛宁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经洛宁县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研究通过，现予以呈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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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县扶贫项目和财政涉农资金情况，2020年洛宁县计
划整合各级各类资 金规模为33522.38万 元 ， 其 中中央资 金
11619.84万元，省级资金5326.96万元，市级资金3713.16万元，
县级资金 12862.42万元。 较上年增长4488. 06万元， 增长率
15.45% 。
整合资金计划用于280个 扶贫项目，其中7947.03万元用于
170个基础设施类项目，24355.16万元用于95个产业发展类项
目，682.74万元用于13个单位项目管理费，537.45万元用于2
个其他类项目。 产业类项目资金占比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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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使 用 方 案
为提高我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实现
全县脱贫目标，强化资金使用与脱贫规划的衔接，积极应对新冠
疫情，在确保我县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的前提下，继续支持贫困
群众发展产业，巩固脱贫成果，培育主导产业，增强县域经济。
根据《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 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管理、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的通知》
（财农〔2020〕4 号）、《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财政扶贫项目和资金管理有关
工作的通知》（豫扶贫办〔2020〕6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扶 贫 开 发 重 要 战 略 思 想 ，全 面 落
实 河 南 省 、洛 阳 市 脱 贫 攻 坚 决 策 部 署 ，紧 紧 围 绕 年 度 扶 贫
任 务 ， 力 争 将 疫 情 影 响 降 到 最 低 ， 确 保 实 现 2020 年 全 面
小 康 的 奋 斗 目 标 ，以 脱 贫 攻 坚 统 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局 ，坚
持 稳 中 求 进 工 作 总 基 调 ，坚 持 精 准 扶 贫 、精 准 脱 贫 基 本 方
略 ，严 守 现 行 扶 贫 标 准 ，在 农 业 生 产 发 展 和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建设范围内安排使用整合资金并优先用于贫困人口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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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的产业发展项目。持续提高脱贫群众稳定增收能力、
持 续 改 善 农 村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着 力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决
胜 全 面 小 康 、 建 设 “实 力 洛 宁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
二、基本原则
1．落实政策、统筹运作。严格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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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 2020 年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
等工作的通知》（财农〔2020〕4 号）等文件规定，严格按照现
行脱贫标准，在“因需而整”的前提下做到“应整尽整”。
2．精准发力，注重实效。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与脱
贫成效紧密挂钩，规划引领项目和投入，资金使用要精确瞄准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着力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改善贫困人
口生产生活条件。
3．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由县政府主导，相关部门通力协
作，项目乡镇全力推进，实现全县涉农资金统筹使用，形成促进
农业农村发展的工作合力。
4．规划引领，突出重点。涉农资金整合坚持以脱贫规划为
引领，以重点项目为平台，按规划确定项目，按项目统筹资金，
引导各类要素向规划区内集聚，优先支持重点领域、重点区域、
重点环节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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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贫目标
按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总要求，根据《洛宁县委洛宁
县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要求，围绕“五个
一批”等路径，通过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
升 118 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支
持贫困人口 25 户以上非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采用 2017 年底动
态调整后数据），适当扩大范围补齐非贫困村基础设施短板，继
续扶持 15497 户，58671 人发展产业，支持贫困群众发展“短平
快”特色种植项目，积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促进贫困群众就业，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500 名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四、整合资金来源及规模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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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河南
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开展贫困
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豫办
〔2018〕35 号）的要求进行筹集资金。对 2020 年下达我县的中
央、省、市、县级财政涉农资金财政安排的扶贫专项资金进行整
合。计划 2020 年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共 33522.38 万元，其中：
中央资金 11619.84 万元，省级资金 5326.96 万元，市级资金
3713.16 万 元， 县级 资金 12862.42 万 元。 计划 使用 专 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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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55.42 万元，整合其他部门资金 6866.96 万元。具体筹集资金
情况见附表。
五、具体建设任务与资金安排使用
（一）农村基础设施类项目，计划实施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170 个，资金规模 7947.03 万元。
1.1 2020 年洛宁县 5 个病损道路修复项目
（1）建设任务：马店镇虎庙村病损修补项目修补病损道路
525 平方米；小界乡风口村病损修补项目修补病损道路 280 平方
米；故县镇言里村病损修补项目修补病损道路 1680 平方米；故
县镇寻峪村病损修补项目修补病损道路 1600 平方米；东宋镇宅
延村病损修补项目修补病损道路 632.54 平方米。
（2）资金安排：总投资 23.6 万元，中央资金 23.6 万元。
（3）时间进度：5 个通组道路项目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全
部开工，全部为 10 万元以下项目不需招投标；计划于 2020 年 5
月完工，5 月 30 日完成验收。
（4）绩效目标：修复病损道路 4717.54 平方米。改善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破损道路通行条件，惠及 4547 人，其
中贫困户 413 人，工程使用年限≥10 年。
（5）责任单位：洛宁县交通运输局
1.2 2020 年洛宁县 19 个村入户道路项目
（1）建设任务：兴华镇窑子头村入户道路 1563 平方米，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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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厘米，C25 砼路；兴华镇沟口村入户道路 3786 平方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长水镇平峪村入户道路 5300 平方米，厚 10 厘
米，C25 砼路；长水镇孟峪村入户道路 4700 平方米，厚 10 厘米，
C25 砼路；马店镇太平庄村入户道路 5000 平方米，厚 10 厘米，
C25 砼路；故县镇竹园村入户道路 2443 平方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陈吴乡西寨子村入户道路 6455 平方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下峪镇下峪村入户道路 5000 平方米，宽 2 米，厚 10 厘米，
C25 砼路；下峪镇茅草洼村入户道路 2500 平方米，宽 2 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下峪镇杨楼村入户道路 2500 平方米，宽 2
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河底镇刘家沟村入户道路 1150 平方
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河底镇河底村入户道路 1000 平方米，
厚 10 厘米，C25 砼路；赵村镇赵村村入户道路 5000 平方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赵村镇凡西南村入户道路 3800 平方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赵村镇薛桥村入户道路 1200 平方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城郊乡余粮村入户道路 3000 平方米，厚 10 厘
米，C25 砼路；景阳镇西山底村入户道路 3500 平方米，厚 10 厘
米，C25 砼路；景阳镇彭洼村入户道路 600 平方米，厚 10 厘米，
C25 砼路；景阳镇孙洞村入户道路 2900 平方米，厚 10 厘米，C25
砼路。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84.2 万元，中央资金 184.2 万元。
（3）时间进度：全部为 60 万元以下项目不需招投标；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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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0 年 3 月 17 日前，完工时间 2020 年 5 月，完成验收时
间 2020 年 5 月底。
（4）绩效目标：新建入户道路 6.14 万平米，工程验收合格
率 100%，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工程使用年限≥10 年，建成后
将惠及 1747 户群众，入户道路实现硬化，进一步提高群众获得
感和满意度。
（5）责任单位：洛宁县交通运输局
1.3 2020 年洛宁县 61 个通组道路项目
（1）建设任务：河底镇刘家沟新建 0.6 公里通组道路，3.5
米宽，18 厘米厚水泥路；兴华镇袁洼村夏前头至詹家岭组 1.8 公
里、至张洼组 0.7 公里是唯一出路，共计 2.5 公里；马店镇伙子
村新建伙子村至岭东组、岭西组、弯凹组通组道路 3.2 公里，3.5
米宽，18 厘米厚；马店镇刘沟村新建刘沟村通组道路 1.5 公里，
3.5 米宽，18 厘米厚；河底镇段庄村新建通组道路 2 公里，3.5
米宽，18 厘米厚；河底镇南河村新建南河村通组道路 1 公里，
3.5 米宽，18 厘米厚；城郊乡崛西村新建长 3.5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东宋镇王岭村新建长 1.5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上戈镇庄子坪村新建长 0.6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上戈镇庙洼村新建长 1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上戈镇里石头村新建长 1.6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上戈镇刘坟村新建长 2.5 公里，宽 3.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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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上戈镇盘城村新建长 1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小界乡界村下沟新建长 1.6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河底镇河底村新建长 2.3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河底镇杨坡村新建长 0.5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河底镇侯坡村新建长 0.3 公里，宽 3.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兴华镇董寺村新建长 1.01 公里，宽 4.5 米，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马店镇前乔村新建长 6.815 公里，宽 3.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东宋镇祁家沟村新建长 10.017 公里，
宽 4.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河底镇茶房村新建长 4 公里，
宽 3.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兴华镇烟洞村通组道路新建长
0.2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兴华镇程窑村通组
道路新建长 1.8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景阳镇
西山底村新建长 0.15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景阳镇良泉沟村新建长 1.9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
路；景阳镇杨岭村新建长 0.65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分水
泥道路；下峪镇前上庄村新建长 0.8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
分水泥道路；下峪镇龙门店村新建长 1.1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故县镇岭南村新建长 3.65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故县镇隍城村新建长 1 公里，宽 4.5 米，厚 18 公
分水泥道路；陈吴乡陈吴村新建通组道路项目 0.6 公里，路面宽
3.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陈吴乡禄南村新建通组道路项目

— 10 —

0.6 公里，路面宽 3.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陈吴乡谷圭村新
建谷圭村至 2 组、3 组、5 组和 8 组通组道路项目，全长 0.8 公
里，路面宽 3.5 米，面板厚度 18 公分；城郊乡冀庄村新建长 4
公里，路面宽 3.5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上戈镇南丈村新建
通组道路项目，全长 1.3 公里，路面宽 3.5 米，垫层厚 15 厘米，
面板厚度 18 公分；马店镇坡根村改建坡跟 0.15 公里，4.5 米宽，
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赵村镇南头村改建 0.5 公里，4.5 米宽，
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长水镇长水村改建食品经营处-王金亭
家门口 0.7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河底镇杨
坡村改建 1.5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陈吴乡
中益村改建中益村-毛陈路 0.5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
化道路；陈吴乡观湾村改建观湾村-新村潘窑 1 公里，4.5 米宽，
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东宋镇照册村改建照册-王岭 2.7 公里，
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长水镇后湾村改建郑卢路后
湾党群服务中心 1.5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兴华镇沟口村改建沟门路口-沟口村 1.5 公里，4.5 米宽，0.18 米
厚水泥硬化道路；下峪镇下峪村改建庄头村 1.8 公里，4.5 米宽，
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下峪镇茅草洼村改建原上村入口-茅草
洼村部 1.9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马店镇焦
河村改建焦河 1.5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兴
华镇袁洼村改建夏前头-刘秀柏 1.7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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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硬化道路；东宋镇下河村改建下河-照册 3.5 公里，4.5 米宽，
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东宋镇下宋村改建下宋-洛三路 2.3 公
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兴华镇高洼坪改建沟口高洼坪村三组 3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下峪
镇杨楼村改建杨楼村-鹅洼 2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
道路；下峪镇原上村改建茅草洼村-原上梭洼 2 公里，4.5 米宽，
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河底镇麻延村改建刘家沟-麻延村 2.5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兴华镇沟门改建沟门
村-南村界 1.8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兴华镇
毛原村改建洞子-毛原村委 2.8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
化道路；马店镇伙子村改建田村（坡根）-伙子 2.8 公里，4.5 米
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兴华镇北岭村改建程家岭村-北岭
村 3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景阳镇杨岭村改
建杨岭村 4.6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东宋镇
王岭村改建西坞-王岭村 4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
路；长水镇梭洼村改建槐树园-后平 4 公里，4.5 米宽，0.18 米厚
水泥硬化道路；长水镇连山村改建长水桥头-连山 4 公里，4.5 米
宽，0.18 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2）资金安排：投资 4790.22 万元，中央资金 3571.33 万元，
省级资金 1017.09 万元，市级资金 201.8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完成招标时间 2020 年 5 月底；开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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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2020 年 3-5 月底，完工时间 2020 年 6 月，完成验收时间 2020
年 6 月。
（4）绩效目标：新建通组道路 90.84 公里，改善贫困地区
基础实施条件，达到建制村通硬化道路的要求，贫困发生率较高
地区山区贫困户 25 户以上行政村通硬化道路，惠及 45 个行政村
5087 人。
（5）责任单位：洛宁县交通运输局
1.4 2020 年洛宁县 84 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1）建设任务：涧口乡东陶峪村净供一体化设备 处理水量：
10m3/h1 套，配套管路 UPVC 1 套，电线电缆 1 套；陈吴乡上
西沟村净供一体化设备处理水量：5m3/h 1 套，配套管路 UPVC
1 套，电线电缆 1 套；河底镇下营村新建泉室（5m3）2 座，圆
形蓄水池（20m3）5 座，输水钢管 1826m，管理房 1 间（9m2），
铺设管道 13334m（其中 De50：1409m,De32:5325m,De20:6600m）,
低压电缆（YJV0.6/1KV-3*25+1*16mm2）1000m,潜水电泵 3 台
套，全自动配电控制柜 3 台套，入户工程 330 户；罗岭乡园子村
新打机井 1 眼，井深 400 米，新建 9 ㎡管理房 1 座，输水 76*4
钢管 970m，铺设 De63PE 饮水管道 250m，消毒设备 1 台，配套
控制柜 1 台；兴华镇夏前头村新打机井 1 眼，井深 350 米，新建
9 ㎡管理房 1 座，铺设 DN50*5mm 上水镀锌钢管 700m，铺设
De50PE 管道 550m，De32PE 管道 1500m，全自动配电控制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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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河底镇牛京村新建机井（300m）一眼，管理房（9m2）一间，
压力罐（5t)一配套，潜水电泵（200QJ10—372/24）一台套，低
压电缆（YJV0.6/1KV-3*25+1*16mm2）250m,及消毒设备 1 套等；
罗岭乡韩沟村新建 10m³水源池 1 座，20m³蓄水池 1 座，De32PE
管道 3978m，De50PE 管道 3815m，De20PE 管道 700m，入户 75
户；上戈镇池洼村大口井两座，新建 20m³蓄水池一座，新建 50m³
蓄水池一座，10t 压力罐一套，9 ㎡泵房三座，新增水泵 3 个，
消毒设备 3 套，铺设 DN50*5mm 上水镀锌钢管 2600 米，铺设
De25PE 管道 1300m，De32PE 管道 1515m，De40PE 管道 2340m，
工程覆盖柳家洼、李家沟、东小峪三个村民小组，入户 125 户；
上戈镇南丈村新建 30m³泉室 1 座，100m³蓄水池 1 座，管理房 1
间，水泵 1 台，铺设 De50PE 管道 940m，De90PE 管道 400m，
输水钢管 550m；河底镇牛头村新打机井一眼（300m），供水站
一座，管理房一间（9m2），铺设管网,20t 无塔供水器一座，电
缆 200m,控制柜一套，潜水泵一台，入户工程 180 户；底张乡东
南村新建拦河坝 1 座，20 方蓄水池 1 座，管网 8100 米等；上戈
镇肥洼村乱马池组 50 方蓄水池一座，铺设管网 3200 米，入户
42 户；长水镇三龙庙李子沟组、草市组、三壕组、三龙庙组、
锁洞沟组安全饮水维修，水管 25000 米，10 立方蓄水池 4 个；
上戈镇东岭村新建 50 方蓄水池 1 座，铺设管网 8900m，安装入
户 120 户等；河底镇南河村 1 组铺设管网 3800 米及入户 12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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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水塔，安装水泵级电缆，上水钢管等；上戈镇庙洼村铺设管
网 5000 米等；河底镇中村新打机井 2 眼，供水站 2 座，管理房
两间，铺设管网 18000 米,20t 无塔供水器 2 座，电缆 800m,控制
柜 2 套，潜水泵 2 台，入户工程等；兴华镇潘村 6、7、8 组饮水
工程老化进行维修，新建水源池、蓄水池，铺设管网 3000 米；
兴华镇高洼坪七组村内管网老化需更换 3000 米，新建蓄水池一
个，入户 35 户；兴华镇瓦庙村 2 组新建蓄水池 1 座，铺设管网
800 米；涧口乡院东村新建水源池一座，新增加水源管道，增加
50m³蓄水池一座、20m³蓄水池一座与原管网对接、引水管网
11400 米维修部分管网等；上戈镇上戈村铺设管网 22000 米，混
凝土路面拆除及恢复，安装入户 265 户等；河底镇杨岔村新打机
井 2 眼，供水站 2 座，管理房两间，铺设管网 11500 米,20t 无塔
供水器 2 座，电缆 650m,控制柜 2 套，潜水泵 2 台，入户工程等；
赵村镇上陈村新建水源池 1 座，铺设管网 3200 米等；东宋镇西
坞村蓄水池 1 座，水源池 1 座，铺设管网 12000 米及入户工程等；
城郊乡苍龙村新建管理房 1 间（10 ㎡）、供水站 1 处（12×10m)，
配套 175QJ15-56/4 型潜水泵 1 台套、30t 压力罐 1 台套、配套消
毒设备 1 套、电缆及配电柜，铺设管网 2800m,安装入户工程 142
户；底张乡庙沟村 1、2、3 组安装水质净化设备一套，4、5 新
建水源工程 1 处，购置水泵一台，管理房（9 平方米）一座，铺
设管网 1000 米等；东宋镇西村机井 1 眼，供水站 1 处，压力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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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毒设备 1 套铺设管网 9500 及入户工程等；东宋镇照册村尖
庄组铺设管网 3500 米，维修蓄水池及配套设施；小界乡竹园沟
村疙瘩组水泵 1 个（扬程 500 米），管网 500 米；小界乡卫洼沟
村更换水泵 1 台，更换电缆等；底张乡高村峪上高村、中高村、
下高村、大阳村、南安沟村维修管道 350 处，更换管网 3000 米，
维修水池 5 座等；陈吴乡中益村新购水泵一台，泵深 160 米，机
井深 282 米，加深甭管 20 米，控制阀 4 个、压力表 1 个，闸阀
井及阀门 6 个,电缆等配套设施；涧口乡涧口村过路 PE 管道漏水，
更换管道 500 米，上水钢管漏水更换垫片；涧口乡明珠村水源加
固，引水渠 30 米，管网 400 米，水泵 1 台；马店镇前乔村东沟
组铺设管网 2500 米，入户 6 户；上戈镇里石头村前洼组铺设管
网 2300 米；故县镇隍城村胜利口组、后沟组、瓦子坡组铺设管
网 3500 米，新建蓄水池 2 座，上水钢管 600 米等；河底镇新生
村机井增加 100 米；河底镇段庄村机井增加 150 米；马店镇关庙
村机井加深 90 米，增加压力罐彩钢棚 1 座；上戈镇肥凹村机井
1 眼 317 米，配套水泵，钢管电缆等；东宋镇下宋村机井井深增
加 96 米，电缆 20 米，泵管 20 米；景阳镇北村增加机井 1 眼深
430 米，配套水泵 1 台，电缆 450 米；赵村镇东寨村增加输水管
网、渠道 260 米；马店镇焦河村 184 米机井 1 眼，管网 1627 米，
电缆 85 米，入户 5 户；长水镇黄洼村新建 20m³蓄水池一座，铺
设 PE32 管网 1200 米，DN50 上水钢管 1100 米，安装泵管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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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安装电缆 180 米等；陈吴乡新村增加管道 1500 米，浆砌石
护砌 35m³；罗岭乡蛇沟村机井加深 130 米，主管网 3200 米，40PE
管网 600 米，32 管网 1860 米，25 管网 1200 米，安装 10m³水罐
一个，入户 25 户，水泵、电线一套；马店镇吕村新建 20m³水源
池 1 座，10m³蓄水池 1 座，铺设管道 4939 米，安装入户工程 27
户；马店镇伙子村变压器箱变安装，电杆安装、导线架设等；涧
口乡东村新增 240 米机井一眼，建供水站一处，安装 20 吨压力
罐一台，潜水泵一套；底张乡西磨头村新增 350 米机井一眼；下
峪镇下峪村 DE32 管道 965m，DE25 管道 2685m，阀门井 15 座，
混凝土路面破除 175.2 方，恢复 876 平方；罗岭乡前河村新建大
口井一座，50m³蓄水池一座，管理房一处，上水钢管 600 米，电
缆 1300 米；小界乡界村新建 20m³蓄水池一座，上水钢管 700 米；
小界乡李原村新建 1 眼机井，蓄水池维修，管网 3000 米，2 台
水泵；小界乡熬庄村更换 20 吨压力罐，彩钢房及人工机械费等；
小界乡官岭村水池一座，管网及配套设施；小界乡瓦村泉眼池，
管网及人工机械费；小界乡石窑村修建水池和蓄水池，管子 500
米及人工机械费；小界乡风口村更换无塔供水器，电缆 150 米及
人工机械费；东宋镇王岭村西岭组新建蓄水池 50m³一座，配套
水泵管网；东宋镇上宋村铺设管网 3500 米，入户 150 户，混凝
土拆除及恢复等；东宋镇柏原村铺设管网 3200 米，入户 60 户，
混凝土拆除及恢复等；马店镇刘沟村更换水泵(YQS150-92)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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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电缆 45 米、维修铺设管道 598 米，空压机洗井（297 米）
一次，维修水池，入户工程 6 处；河底镇杨坡村新建 100m³蓄水
池一座，供水站一处；陈吴乡下王召村安装水泵一台，更换泵管；
河底镇西原村更换水泵一台，更换低压补偿器；长水镇西寨村更
换水泵一台；赵村镇南赵村新增 DE63 管道 1500 米，蓄水池两
座；赵村镇土桥村新建 100m³蓄水池一座，供水站一处，水源池
一座，水泵和入户管网；兴华镇沟口村新建拦河坝一座，管道铺
设 2500 米；兴华镇旺洼村新增二组铺设管网 1500 米；陈吴乡禄
北村铺设饮水管网 8000 米（DE63 型号 3500 米、DE40 型号 2000
米，DE20 型号 2500 米）入户 324 户，砼路面拆除 800 立方米，
路面恢复 4000 平方米；故县镇寻峪村主管网 300 米，支管网 6000
米，入户管网 270 户；罗岭乡贾沟村新建 100m3 圆形蓄水池一
座，10m3 集水池 2 座，铺设无缝钢管 21.5m，铺设管网 14000m，
全自动电解食盐消毒设备（YG-Naclo-20）1 台套；上戈镇庄子
坪村村内管网老化需更换 4600 米，开挖、恢复水泥路面 900 米
涧口乡院东村新建水源池一座，新增加水源管道，增加 50m³蓄
水池一座、20m³蓄水池一座与原管网对接、引水管网 11400 米维
修部分管网等；河底镇郭头村新建水源池 1 座，与原有附近同时
饮水至沟底新建蓄水池一座（20m3），提水至西坡新建蓄水池 1
座 （ 20m3 ） ， 水 泵 （ QS20-50/3,5.5Kw ） 1 台 套 ， 低 压 电 缆
（YJV0.6/1KV-3*25+1*16mm2）300m 及配电柜，铺设管网 5185m

— 18 —

（De50:2200m,De32:2435m,De20:550m),入户 47 户；马店镇虎庙
村安装水泵 1 台，铺设管网 4500 米，安装入户 234 户；马店镇
罗门村新建集水池 1 座、蓄水池 1 座，安装水泵铺设管网等；底
张乡北张洼村新建蓄水池，铺设管网及入户；赵村镇西方村新打
机井 1 眼，管理站 1 处，管网工程及入户等；陈吴乡庙上村拦河
坝硬化 20 米，蓄水池外，内加固；下峪镇前上庄村铺设 DE32
管道 1500m，DE25 管道 1300m，阀门井、混凝土路面破除等。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859.01 万元，中央资金 550.85
万元；省级资金 231.71 万元；市级资金 733.02 万元，县级资金
1343.43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完成招标时间 2020 年 4 月，招投标方
式：60 万元以下不需招投标，60 万元以上 400 万元以下项目采
取竞争性谈判方式招标，400 万元以上项目采取公开招标方式；
开工时间 2020 年 4 月，完工时间 2020 年 6 月，完成验收时间
2020 年 6 月。
（4）绩效目标：安装净水设备 15 台，蓄水池 40 座，机井
20 眼，供水站 9 个，电缆 3865 米，无塔供水器 9 个，水泵 20
个，管网 247251 米。工程建成后将使我县 9655 人，其中贫困人
口 721 人农村群众吃水条件、生产生活条件明显得到改善，同时
还可以有效的提高群众健康水平，有力的促进农业、牧业及家庭
副业的发展，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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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责任单位：洛宁县水利局
1.5 2020 年洛宁县危房改造项目
（1）建设任务：1、东宋镇实施危房改造 D 级 2 户，每户
补贴 1.5 万元。2、罗岭乡实施危房改造 D 级 2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3、长水镇实施危房改造 C 级 1 户每户补贴 0.5 万元，D
级 4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4、上戈镇实施危房改造 C 级 2 户
每户补贴 0.5 万元，D 级 2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5、小界乡实
施危房改造 D 级两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6、陈吴乡实施危房
改造 D 级 9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7、底张乡实施危房改造 D
级 1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8、故县镇实施危房改造 C 级 1 户
每户补贴 0.5 万元，D 级 5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9、赵村镇实
施危房改造 C 级 3 户每户补贴 0.5 万元，D 级 6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10、下峪镇实施危房改造 C 级 10 户每户补贴 0.5 万元，
D 级 7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11、马店镇实施危房改造 D 级 1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12、涧口乡实施危房改造 D 级 4 户，每
户补贴 1.5 万元。13、兴华镇实施危房改造 C 级 1 户每户补贴
0.5 万元，D 级 1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14、河底镇实施危房
改造 D 级 7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15、景阳镇实施危房改造 D
级 1 户，每户补贴 1.5 万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90 万元，中央资金 90 万元。
（3）时间进度：开工时间 2020 年 3 月，完工时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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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绩效目标：对 72 户贫困户新增危房进行改造，受益群
众 72 户 216 人，保障群众住房安全。
（5）责任单位：洛宁县住建局
（二）产业发展类项目。95 个产业发展类项目计划使用资
金 24355.16 万元。
2.1 产业扶贫政策落实类项目
2.1.1-2.1.3 2020 年洛宁县 “金果扶贫”苹果种植补贴资金项
目
（1）建设任务：
2020 年洛宁县 2018 年洛宁县“金果扶贫”苹果种植第三年补
贴资金项目：2020 年复验面积下峪镇 45 亩，罗岭乡 209 亩，河
底镇 24.3 亩，城郊乡 57 亩，小界乡 189.9 亩，兴华镇 194 亩，
赵村镇 26 亩，马店镇 37.5 亩，东宋镇 48 亩，长水镇 39.2 亩，
上戈镇 1517.82 亩，底张乡 245.5 亩，故县镇 82 亩。合计 2715.22
亩，每亩补贴资金 500 元。共 135.761 万元。亩均成率≥90%，苹
果亩种植棵树≥83 棵。
2020 年洛宁县 2019 年洛宁“金果扶贫”苹果种植第二年补贴
资金项目：2020 年复验面积下峪镇 80 亩，河底镇 8 亩，小界乡
252.2 亩，兴华镇 12 亩，赵村镇 18.6 亩，马店镇 85.7 亩，上戈
镇 2140.55 亩，底张乡 124 亩，罗岭乡 8.85 亩，合计 2729.9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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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补贴资金 500 元。共 136.495 万元。亩均成率≥90%，苹果亩
种植棵树≥83 棵。
2020 年洛宁县“金果扶贫”苹果种植补贴资金项目对发展苹
果种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具有带贫作用的种植大户的给予补
贴，2020 年计划种植苹果 4432.8 亩，其中下峪镇 200 亩，罗岭
乡 93 亩，河底镇 30 亩，小界乡 487.5 亩，兴华镇 125 亩，马店
镇 295 亩，东宋镇 100 亩，长水镇 132 亩，上戈镇 2970.3 亩。
每亩补贴资金 1000 元，亩均成率≥90%，苹果亩种植棵树≥83 棵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869.86 万元，中央资金
869.86 万元。
（3）时间进度：10 月完成验收并拨付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通过补贴鼓励贫困群众 1131 户 3683 人通
过直接种植或通过务工来增加收入，直接种植户 3 年后每亩可增
收 5000 元以上，务工贫困户年增收 5000 元以上。
（5）责任单位：洛宁县园艺局
2.1.4-2.1.6 2020 年洛宁县 “金果扶贫”金珠沙梨种植补贴资
金
（1）建设任务：
2018 年种植，2020 年复验面积罗岭乡 7.6 亩，城郊乡 70 亩，
小界乡 91.3 亩，兴华镇 76.5 亩，赵村镇 15 亩，马店镇 152.8 亩，
东宋镇 58.6 亩，长水镇 37.9 亩，底张乡 96 亩，景阳镇 12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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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17.7 亩，每亩补贴资金 200 元。共 12.354 万元。亩均成率
≥90%，沙梨亩种植棵树≥66 棵
2019 年种植，2020 年复验面积小界乡 29.4 亩，兴华镇 3.5
亩，马店镇 108 亩，上戈镇 116.8 亩，合计 257.7 亩，每亩补贴
资金 300 元。共 7.731 万元。亩均成率≥90%，沙梨亩种植棵树
≥66 棵；
对发展金珠沙梨种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具有带贫作用的
种植大户的给予补贴，2020 年计划种植金珠沙梨 1105.5 亩，其
中下峪镇 30 亩，罗岭乡 43 亩，河底镇 4 亩，小界乡 186.5 亩，
兴华镇 30 亩，马店镇 483 亩，东宋镇 200 亩，长水镇 31 亩，上
戈镇 98 亩。每亩补贴资金 500 元，亩均成率≥90%，沙梨亩种植
棵树≥66 棵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75.36 万元，中央资金
75.36 万元。
（3）时间进度：10 月完成验收并拨付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通过补贴鼓励贫困群众 209 户 478 人通过
直接种植或通过务工来增加收入，直接种植户 3 年后每亩可增收
5000 元以上，务工贫困户年增收 5000 元以上。
（5）责任单位：洛宁县园艺局
2.1.7 2020 年洛宁县特色种植扶贫西甜瓜、中药材和果品类
种植补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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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任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西甜瓜、果品类和
中药材给予奖补，亩收入达到 2000 元给予 400 元/亩补贴，亩收
入达到 3000 元给予 500 元/亩补贴。其中西甜瓜 3533.4 亩，包括
下峪镇 94.6 亩，罗岭乡 22 亩，河底镇 809 亩，小界乡 296 亩，
兴华镇 240.1 亩，马店镇 57 亩，东宋镇 826 亩， 上戈镇 1188.7
亩。果品类 1479.7 亩，罗岭乡 370 亩，河底镇 180.3 亩，上戈镇
929.4 亩。中药材 3674.5 亩，包括下峪镇 192 亩，罗岭乡 192 亩，
河底镇 516.4 亩，城郊乡 5 亩，小界乡 157.8 亩，兴华镇 172 亩，
赵村镇 5 亩，陈吴乡 9 亩，马店镇 783.3 亩，东宋镇 400 亩，长
水镇 514 亩，上戈镇 603 亩，底张乡 125 亩。
（2）资金安排：共计 417.32 万元，中央资金 417.32 万元。
（3）项目实施期限：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
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2023 户 8960 人通过种植西甜瓜、果品类
和中草药等“短平快”特色种植项目增加收入，年亩均收入 3000
元以上。
（5）责任部门：洛宁县园艺局
2.1.8

2020 年园艺产业扶贫中药材种植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对种植中药材集中连片建园面积 50 亩以上，
具有带贫作用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每
亩给予 200 元补贴，2020 年补贴中药材（丹参、柴胡、连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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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面积 2738 亩，包括兴华镇 1975 亩，上戈镇 113 亩，小
界乡 650 亩。
（2）资金安排：共计 54.76 万元，中央资金 54.76 万元。
（3）项目实施期限：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
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118 户 300 人通过中草药或参与务工增加
收入，年亩均收入 3000 元以上，务工年收入 3000 元以上。
（5）责任部门：洛宁县园艺局
2.1.9

2020 年洛宁县特色种植红薯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西甜瓜、果品类和
中药材给予奖补，亩收入达到 2000 元给予 400 元/亩补贴，亩收
入达到 3000 元给予 500 元/亩补贴。
在 13 个乡镇种植红薯 6929.7
亩，其中城郊乡 10 亩，马店镇 490 亩，长水镇 267 亩，罗岭乡
110.5 亩，上戈镇 225.5 亩，下峪镇 54 亩，兴华镇 392 亩，底张
乡 225 亩，景阳镇 156 亩，陈吴乡 125.5 亩，小界乡 945.3 亩，
河底镇 2728.9 亩，东宋镇 1200 亩。
（2）资金安排：共计 277.19 万元，中央资金 232 万元，省
级资金 45.19 万元。
（3）项目实施期限：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
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 6929.7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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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贫困户数 2292 户；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 400 元/亩。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红薯产业产值 1153 万元；社会效
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2292 户。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满意度 100%，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
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意度 100%。
（5）责任部门：洛宁农业农村局
2.1.10 2020 年洛宁县特色种植谷子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西甜瓜、果品类和
中药材给予奖补，亩收入达到 2000 元给予 400 元/亩补贴，亩收
入达到 3000 元给予 500 元/亩补贴。在 8 个乡镇种植谷子 1657.6
亩，其中城郊乡 5 亩，马店镇 297.5 亩，长水镇 48 亩，罗岭乡
39 亩，上戈镇 242 亩，陈吴乡 82.1 亩，小界乡 705 亩，河底镇
239 亩。
（2）资金安排：共计 66.30 万元，省级资金 66.30 万元。
（3）项目实施期限：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
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 1657.6 亩，
种植贫困户数 495 户；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 400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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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谷子产业产值 297 万元；社会效
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495 户。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满意度 100%，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
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意度 100%。
（5）责任部门：洛宁农业农村局
2.1.11 2020 年洛宁县特色种植蔬菜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西甜瓜、果品类和
中药材给予奖补，亩收入达到 2000 元给予 400 元/亩补贴，亩收
入达到 3000 元给予 500 元/亩补贴。
在 14 个乡镇种植蔬菜 2944.7
亩，其中，马店镇 88.9 亩，长水镇 68 亩，罗岭乡 13 亩，上戈
镇 1222.6 亩，故县镇 26 亩，下峪镇 27.5 亩，兴华镇 8 亩，底张
乡 3 亩，景阳镇 15 亩，赵村镇 12.5 亩，陈吴乡 12.5 亩，小界乡
54.5 亩，河底镇 1193.2 亩，东宋镇 200 亩。
（2）资金安排：计划投入 147.24 万元，省级资金 147.24
万元。
（3）时间进度：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
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 2944.7 亩，
种植贫困户数 912 户；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 500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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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蔬菜产业产值 1203.84 万元；社会
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912 户。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满意度 100%，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
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农业农村局
2.1.12 2020 年洛宁县特色种植油菜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西甜瓜、果品类和
中药材给予奖补，亩收入达到 2000 元给予 400 元/亩补贴，亩收
入达到 3000 元给予 500 元/亩补贴。在 4 个乡镇种植油菜 1214.9
亩，其中，上戈镇 517 亩，下峪镇 65.6 亩，景阳镇 1 亩，小界
乡 631.3 亩。
（2）资金安排：计划投入 24.3 万元，省级资金 24.3 万元。
（3）时间进度：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
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 1214.9 亩，
种植贫困户数 337 户；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 200 元/亩。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油菜产业产值 235.9 万元；社会效
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337 户；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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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100%，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
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农业农村局
2.1.13 2020 年洛宁县特色种植补贴油葵项目
（1）建设任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西甜瓜、果品类和
中药材给予奖补，亩收入达到 2000 元给予 400 元/亩补贴，亩收
入达到 3000 元给予 500 元/亩补贴。在上戈镇、下峪镇、兴华镇、
小界乡等 4 个乡镇种植油葵 2549.7 亩，其中上戈镇 2123.5 亩，
下峪镇 42.2 亩，兴华镇 200 亩，小界乡 184 亩。
（2）资金安排：计划投入 50.99 万元，省级资金 50.99 万元。
（3）时间进度：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资
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 2549.7 亩，
种植贫困户数 636 户；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 200 元/亩。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油葵产业产值 445.2 万元；社会效
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636 户。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满意度 100%，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
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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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2020 年洛宁县特色种植食用菌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西甜瓜、果品类和
中药材给予奖补，亩收入达到 2000 元给予 400 元/亩补贴，亩收
入达到 3000 元给予 500 元/亩补贴。在 7 个乡镇种植食用菌 95.3
万袋，其中长水镇 6 万袋，下峪镇 2 万袋，兴华镇 30 万袋，底
张乡 48.3 万袋，赵村镇 5 万袋，陈吴乡 2 万袋，河底镇 2 万袋。
（2）资金安排：计划投入 47.65 万元，省级资金 33.75 万元，
市级资金 13.9 万元。
（3）时间进度：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
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数量 95.3 万袋，
种植贫困户数 47 户；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补
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袋均补助成本 0.5 元/袋。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食用菌产业产值 611 万元；社会
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47 户。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满意度 100%，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
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2.1.15 2020 年洛宁县经济林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对种植花椒、樱桃、杏、桃树、核桃、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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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等 3000 亩，其中河底镇 538 亩，兴华镇 150 亩，下峪镇 210
亩、陈吴乡 14.5 亩、长水镇 340 亩、故县镇 15 亩、马店镇 400.5
亩、罗岭乡 143 亩、赵村镇 10 亩、上戈镇 615 亩、小界乡 214
亩、东宋镇 200 亩、底张 150 亩。种植标准为种植标准为花椒、
樱桃、杏、桃树等株行距 3 米*4 米，每亩 56 株，核桃 3 米*5 米，
每亩 45 株，成活率 85%以上。
（2）资金安排：计划投入 120 万元，中央资金 120 万元。
（3）时间进度：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
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造林规模 3000 亩，
贫困地区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数≥13 人次，在
贫困地区推广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数量≥2 项；质量指
标-贫困地区技术培训合格率≥100%，种植作物成活率 ≥85%；时
效指标-造林补贴发放及时率 100%；成本指标-亩均成本 ≤400
元，特色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120 万元。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特色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就业
人数≥1050 人；生态效益指标-新增林地面积 3000 亩。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100%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100% ；
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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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2020 年洛宁县东宋镇郭村村构树种植项目
（1）建设任务：种植构树 120 亩，带动贫困户 12 户，每亩
栽植 1000 株，成活率达到 85%。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8.4 万元，中央资金 8.4
万元。
（3）时间进度：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
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新兴特色种植业规模
≥120 亩；质量指标-贫困地区技术培训合格率≥98%；种植作物成
活率≥98%；时效指标-一年种植多年收益≥3 年；成本指标-亩均
成本≤2000 元。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产值≥12 万元；
特色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4.8 万元；社会效益指标-特色
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就业人数≥44 人；生态效益指标- 新增林
地面积≥120 亩。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98%；农业经营主体满意度≥98%；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
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98%。
（5）责任单位：洛宁县林业局
2.1.17 2020 年洛宁县构树种植 2019 年第二批资金项目
（1）建设任务：2019 年种植、2020 年复验构树 350.5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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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补贴 300 元/亩。其中，东宋镇郭村 85 亩，陈吴乡新村 50
亩，长水镇丰衣口村 165 亩，兴华镇西南村 50.5 亩。栽植标准：
每亩栽植 1000 株，成活率达到 85%。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10.515 万元，中央资金
10.515 万元。
（3）时间进度：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
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新兴特色种植业规模
≥350.5 亩；质量指标-贫困地区技术培训合格率≥98%，种植作物
成活率≥98%；时效指标-一年种植多年收益≥3 年；成本指标-亩
均成本≤2000 元。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产值≥28 万元，
特色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5.2 万元；社会效益指标-特色
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就业人数≥136 人。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98%，农业经营主体满意度≥98%，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
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98%。
（5）责任单位：洛宁县林业局
2.1.18 2020 年洛宁县森林抚育带贫项目
（1）建设任务：全宝山林场和国有吕村林场各抚育森林面
积 15000 亩，资金投资 600 万元，按照以工代赈方式实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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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 万元用于支付贫困户劳务费，计划吸纳贫困劳力 350 人，
人均增收 3500 元。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600 万元，中央资金 600
万元。
（3）时间进度：项目实施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10 日。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森林抚
育面积≥3 万亩，新增就业岗位数量≥800 个，参与森林抚育务工
人数≥800 人，其中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50 人;质量指标森林抚育务工员选聘方案制定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
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森林抚育务工人员补助标准 100 元
/天/人，森林抚育专业锯手补助标准 200 元/天/人。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120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安排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数量≥350 人，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人数≥350 人；生态效益指标-新增森林蓄积
量≥1.5 万立方米，项目区植被覆盖率≥53%。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森林抚育务工人员满意
度≥100%，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林业局
2.1.19 2020 年洛宁县疫情期间外出务工补贴
（1）建设任务：对全县符合条件（外出务工累计 6 个月以
上）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补贴,共补贴 3960 人,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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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300 万元，中央资金 300
万元。
（3）时间进度：项目实施 2020 年全年。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
务工享受补贴人数≥3960 人；质量指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
工享受补贴比率≥65%；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
成本指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工补贴标准（收入 2 万元以
上）=1000 元/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工补贴标准（收入
1.5 万元以上）=800 元/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工补贴标准
（收入 1 万元以上）=500 元/人。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增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收入
≥5600 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受益人数≥3960
人，政策宣传普及执行率≥98%，外出务工人员满意度≥98%，建
档立卡贫困户生活水平稳定提升。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98%。
（5）责任单位：洛宁县人力资源和保障局
2.1.20 2020 年洛宁县“金叶”扶贫烟叶种植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种植烟叶 12723.25 亩，每亩补贴 600 元。
其中，东宋镇 1058 亩，河底镇 1077 亩，小界乡 1521.75 亩，马
店镇 618 亩，长水镇 273 亩，罗岭乡 1548 亩，上戈镇 2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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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故县镇 1223 亩，下峪镇 1137 亩，兴华镇 1554 亩，底张乡
160.5 亩，景阳镇 345.75 亩。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763.4 万元，中央资金
763.4 万元。
（3）时间进度：9 月底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烟叶种植规模≥12500
亩，贫困地区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数≥1000 人
次；质量指标-贫困地区技术培训合格率≥97%，种植作物成活率
≥98%；时效指标-2020 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成本指标-亩均成本
≤1500 元。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地区烟叶种植亩产值≥2900
元，烟叶种植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3900 万元；社会效益指标
-烟叶种植可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1000 户。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98%，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97%。
（5）责任单位：洛宁县烟办
2.1.21 2020 年洛宁县“金叶”扶贫烟叶炕房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新建烟叶炕房 217 座，每座补贴 1.2 万元。
其中，东宋镇 13 座，故县镇 11 座，兴华镇 13 座，长水镇 6 座，
下峪镇 3 座，底张乡 10 座，罗岭乡 36 座，小界乡 44 座，河底
镇 27 座，马店镇 7 座，上戈镇 40 座，景阳镇 7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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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260.4 万元，中央资金
260.4 万元。
（3）时间进度：9 月底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新建烟叶炕房≥200 座；
质量指标-烟叶炕房使用率≥95%；时效指标-2020 年 9 月 30 日前
完成；成本指标-设备成本≤12000 元。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地区带动贫困户种植烟叶
≥4000 亩，烟叶种植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3900 万元；社会效
益指标-烟叶种植可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200 户。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95%。
（5）责任单位：洛宁县烟办
2.1.22 2020 年洛宁县小界乡苇山村、双桥村农家乐建设项目
（1）建设任务：苇山村改建农家乐 28 户 198 张床位；双桥
村改建农家乐 1 户 10 张床位。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118.2 万元，省级资金
118.2 万元。
（3）时间进度：6 月底完成验收并发放补贴资金。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 29 户群众发展
旅游产业，改建农家乐 29 户 208 张床位；质量指标-按照农家乐
验收标准验收合格；时效指标-2020 年 6 月前验收完毕，按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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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 100%；成本指标-农家乐补助标准 3 万元/户+0.15 万元/床。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乡村旅游农家乐带动增加贫困人
口收入≥1 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农家乐接待游客数量≥2000 人，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21 户，非建档立卡户 8 户，带动脱贫
144 人；生态效益指-旅游区垃圾处理率 100%。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农家乐经营主体满意度
100%，游客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1.23-2.1.44 2020 年 22 个扶贫产业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长水镇扶贫产业种植补贴项目大棚蔬菜种
植 8 户，其中长水村 6 户、孟峪村 1 户、连山村 1 户；长水镇扶
贫产业养殖补贴项目长水村养鸭 1 户 5000 只、丰衣口村养蜂 1
户 50 箱、岭西村养蜂 1 户 25 箱；长水镇到户产业扶贫购置农用
运输车项目购置农用运输车 126 户 126 辆，其中，长水村 4 户 4
辆、丰衣口村 1 户 1 辆、孟峪村 3 户 3 辆、平峪村 18 户 18 辆、
西长水村 3 户 3 辆、西寨村 7 户 7 辆、梭洼村 3 户 3 辆、后湾村
11 户 11 辆、黄洼村 11 户 11 辆、三龙庙村 35 户 35 辆、连山村
15 户 15 辆、岭西村 15 户 15 辆；上戈镇产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
车项目购置农用运输车 13 户 13 辆，其中盘城村 1 户 1 辆、南丈
村 1 户 1 辆、肥凹村 6 户 6 辆、杜河村 3 户 3 辆、上戈村 2 户 2
辆；罗岭乡产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项目购置农用运输车 16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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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辆，其中，沟沿村 1 户 1 辆、韩沟村 3 户 3 辆、贾村村 1 户 1
辆、贾沟村 1 户 1 辆、前河村 4 户 4 辆、蛇沟村 2 户 2 辆、皮坡
村 1 户 1 辆、窑沟村 1 户 1 辆、园子村 1 户 1 辆、核桃沟村 1 户
1 辆 ； 罗 岭 乡 产 业 扶 贫 户 用 光 伏 项 目 安 装 户 用 光 伏 26 户
91.26KW，其中，贾村村 1 户、罗岭村 1 户、路沟村 24 户；罗
岭乡产业扶贫养殖项目（养蜂）沟沿村养蜂 1 户 40 箱；故县镇
产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项目购置农用运输车 28 户 28 辆，其中，
隍城村 7 户 7 辆、焦子河村 16 户 16 辆、南原村 1 户 1 辆、岭南
村 1 户 1 辆、言里村 3 户 3 辆；涧口乡产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安
装户用光伏 34 户 119.34KW，其中，砚凹村 3 户、院西村 3 户、
西陶峪村 2 户、寺上村 1 户、西湾村 9 户、安坡村 3 户、东陶峪
村 9 户、草庄村 2 户、东村村 2 户；涧口乡产业扶贫购置农用运
输车项目院西村购置农用运输车 6 户 6 辆；涧口乡产业扶贫购置
轧草机项目院西村购置轧草机 1 户 1 台；涧口乡产业扶贫购置豆
腐加工设备项目院西村购置豆腐加工设备 1 户 1 台；陈吴乡产业
扶贫户用光伏项目安装户用光伏 16 户 56.16KW，其中，东原村
5 户、禄南村 3 户、上西沟 6 户、王阳村 2 户；陈吴乡产业扶贫
购置农用运输车项目下王召村购置农用运输车 1 户 1 辆；景阳镇
到户产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安装户用光伏 5 户 17.55KW，其中，
西山底村 3 户、良泉沟村 1 户、中方村 1 户；底张乡底张村产业
扶贫户用光伏项目底张村安装户用光伏 1 户 3.51KW；兴华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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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产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安装户用光伏 70 户 245.7KW，其中，
董寺村 6 户、兴华村 12 户、程窑村 3 户、杨峪河村 3 户、西南
村户 1、瓦庙村 2 户、高凹坪村 4 户、麦张沟村 3 户、北寨后村
5 户、烟洞村 2 户、西坡村 1 户、瑶子头村 1 户、潘村 1 户、袁
洼村 2 户、长命沟村 3 户、瓦寨庙村 9 户、新庄村 6 户、夏前头
村 5 户、旺洼村 1 户；马店镇产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项目购置
农用运输车 10 户 10 辆，其中，东仇村 4 户 4 辆、胡原村 1 户 1
辆、马东村 1 户 1 辆、张村村 1 户 1 辆、田村村 2 户 2 辆、伙子
村 1 户 1 辆；东宋镇郭村村产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项目郭村购
置农用运输车 1 户 1 辆；回族镇产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安装户用
光伏 2 户 7.02KW，其中，回族镇 1 组 1 户、回族镇 2 组 1 户；
故县镇产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焦子河村安装户用光伏 53 户
186.03KW；底张乡西磨头村产业扶贫三轮车项目西磨头村购置
三轮车 1 户 1 辆。补助标准：按照农户投资的 50%给予补贴，最
高补贴 1 万元，支持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发展运输、养殖、加工等
产业。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356 万元，省级资金 356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3 月开工，6 月底完成验收并拨付
资金。
（5）绩效目标：379 户每户补贴 5000-10000 万元，发展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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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种植、光伏和运输业，按照 50%给予补贴，增加收入。
（6）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2 产业扶贫龙头企业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2.2.1 2020 年洛宁县海越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樱桃、胡
萝卜、猕猴桃示范园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1）建设任务：项目总投资 1.0439 亿元，需涉农整合资金
3000 万元。建设 1700 亩高标准矮化密植现代樱桃示范园，500
亩水果胡萝卜种植基地，100 亩猕猴桃示范基地。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提供 50 个工作岗位，带动 10 个种植合作社，给于免费培训
并签订订单收购合同。按照吸纳贫困务工和购买贫困户农产品进
行奖补。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3000 万元，中央资金
645.04 万元，省级资金 872.16 万元，县级资金 1482.8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3 月开始，2020 年 8 月完工。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受益权量化到乡（镇）
数 16 个，享受直接分红贫困群众人数≥300 人；时效指标-项目按
时分配 100%；收益设置公益岗位≥150 人；收益村集体个数≥20
个；村集体增加收入≥1 万元。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 8%，参与就业
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3000 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数≥450 人，带动建档立卡脱贫数≥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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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2.2 2020 年洛宁县超越农业有限公司资产投资收益扶贫项
目
（1）建设任务：资金投资洛宁县超越农业有限公司用于建
设规模化现代苹果种植示范园和现代苹果加工示范园，每年保底
收益 8%。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50 个工作岗位。按照吸纳贫困
务工和购买贫困户农产品进行奖补。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3000 万元，省级资金
1000 万元，县级资金 2000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4 月开工，2020 年 6 月完工。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受益权量化到乡（镇）
数 16 个，享受直接分红贫困群众人数≥500 人；时效指标-项目收
益按时分配 100%。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 8%，参与就业
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3000 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数≥500 人，带动建档立卡脱贫数≥50 人。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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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020 年洛宁县长水信念蔬菜大棚扶贫项目
（1）建设任务：对长水镇 65 座大棚进行收购（其中长水村
39 座、后湾村 26 座，每座大棚收购资金需 20 万元，共计 1300
万），修复 55 座大棚（棚膜、棉被、水泥骨架、滴管设施需 150
万），硬化大棚基地道路 2 公里（需 150 万），新建冷库一座（冷
藏、冷冻需 400 万）。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600 万元，中央资金 600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8 月完工。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受益权量化到乡（镇）
数 16 个，享受直接分红贫困群众人数≥160 人；时效指标-项目收
益按时分配 100%。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 8%，参与就业
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3000 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数≥160 人，带动建档立卡脱贫数≥50 人。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2.4 2020 年洛宁县洛阳宁竹药业有限公司中药材加工资产
收益项目
（1）建设任务：项目投资 3000 万元，购置洛阳宁竹药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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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中药材加工设备及厂房，中药材加工设备及厂房由洛阳宁
竹药业有限公司代管；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3000 万元，县级资金
3000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5 月开始，2020 年 6 月完成。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
数 16 个；收益量化丧失劳动力、弱劳动力和残疾贫困户≥500 户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全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帮
扶资金 240 万元；可持续影响指标-增加贫困户收入；合同年限
≥10 年；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00 人，带动建档
立卡脱贫数≥50 人；提供建档立卡贫困岗位≥20 个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园艺局
2.2.5 2020 年洛宁县洛阳众森农业有限公司苹果采摘观光生
态园建设资产收益项目
（1）建设任务：以资金投资模式，财政资金投资 1000 万元，
作为流动资金，不形成固定资产，投入到洛阳众森农业有限公司
苹果采摘观光生态园建设项目；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750 万元，县级资金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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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5 月开始，2020 年 6 月完成。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
数 16 个；收益量化丧失劳动力、弱劳动力和残疾贫困户≥266 户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全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帮
扶资金 80 万元；可持续影响指标-增加贫困户收入；合同年限≥10
年；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66 户，带动建档
立卡脱贫数≥50 人；提供建档立卡贫困岗位≥10 个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园艺局
2.2.6 2020 年洛宁县三阳牧业有机肥厂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1）建设任务：以资金投资模式，按照“司法公证，资产抵
押”方式，用于扩大养殖规模和肉食品深加工项目，抵押资产属
扶贫资金委托县农投公司管理，年收益不低于财政投资的 8%。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2000 万元，县级资金
2000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5 月开始，2020 年 6 月完成。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
数 16 个；收益量化丧失劳动力、弱劳动力和残疾贫困户≥50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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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全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帮
扶资金 160 万元；可持续影响指标-增加贫困户收入；合同年限
≥10 年；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00 户，带动建档
立卡脱贫数≥10 人；提供建档立卡贫困岗位≥10 个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2.2.7 2020 年洛宁县鑫宁牧业资产投资收益扶贫项目
（1）建设任务：以资金投资模式，按照“司法公证，资产抵
押”方式，用于扩大养殖规模，抵押资产属扶贫资金委托县农投
公司管理，年收益不低于财政投资的 8%。三阳牧业提供 20 个就
业岗位，按照吸纳贫困务工和购买贫困户农产品进行奖补。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1066 万元，县级资金
1066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5 月开始，2020 年 6 月完成。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
数 16 个；收益量化丧失劳动力、弱劳动力和残疾贫困户≥500 户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全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帮
扶资金 160 万元；可持续影响指标-增加贫困户收入；合同年限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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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00 户，带动建档
立卡脱贫数≥10 人；提供建档立卡贫困岗位≥10 个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2.3 产业扶贫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2.3.1 2020 年农业农村局 26 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1）建设任务：城郊乡畜牧养殖扶贫项目新建猪舍 5 座，
建设标准长 85 米，宽 11.5 米，高 3.5 米，包含配套的种猪空怀、
妊娠、产房、保育舍等功能室，配套相关设施，预计投资 80 万
元/座；
涧口乡东陶峪村标准化牛舍建设项目建设 3000 平方米（长
100 米，宽 30 米，高度 3.5 米）标准化牛舍一座及相关配套设施，
修建采食通道 100 米；东宋镇官西村集体经济湖羊养殖项目建设
10 座湖羊养殖集装箱，出租给农户，并组织养殖农户和鑫宁牧
业签订羔羊育肥协议和回收协议，村委会收取养殖箱租金；东宋
镇丁寨村集体经济湖羊养殖项目建设 10 座湖羊养殖集装箱，出
租给农户，并组织养殖农户和鑫宁牧业签订羔羊育肥协议和回收
协议，村委会收取养殖箱租金；故县镇岭南村冷水鱼养殖产业扶
贫项目购买鱼池、通养殖场道路，抚育车间、其他附属设施；下
峪镇前上庄村花椒种植项目发展花椒种植 600 亩，总投资 70 万
元，其中自筹 20 万元，申请财政投资 50 万元；马店镇石门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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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种植基地项目在石门村建设 2000 亩花椒种植基地，配套基础
设施，购置相应生产设备；涧口乡寺上村大棚种植项目利用上级
扶持资金在涧神路东侧建设日光大棚 6 座，规格 12 米*60 米，
每座大棚成本 7 万元，共需 42 万元，完善灌溉、管网设施 8 万
元，种植优质果蔬，发展观光采摘，带动贫困户脱贫；长水镇后
湾村大棚葡萄种植项目盘活后湾村大棚项目，投资 140 万元，修
缮 26 个大棚棉被、薄膜等设施，引进龙头企业，发展大棚葡萄
产业；兴华镇沟门村豆制品加工项目在兴华镇沟门村建设 2500
平米豆制品加工标准厂房一座，购置生产设备；赵村镇西沟村羊
肚菌种植项目投资 24.68 万元，建设 15 个羊肚菌种植试验棚，5
个羊肚菌种植大棚，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下峪镇崇阳村香菇种
植基地项目在崇阳村建设规模化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种植大棚
20 个，养菌棚 5 个，管理房 6 间，炕房 100 平方米，烘干设备 1
套，种植食用菌 10 万袋，配套基础设施，购置相应生产设备，
总投资 139 万元，其中自筹 59 万元，申请财政资金 80 万元；底
张乡东磨头村香菇种植大棚规划占地面积 20 亩，扩大规模，新
建设香菇大棚 6 个，年种植香菇 12 万袋；底张乡西磨头村香菇
种植大棚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49.9 万元，建设标准化香菇种植
大棚 8 个（40 米*8 米）；赵村镇西陈宋村食用菌种植基地项目
建设标准化长 40 米*宽 8 米香菇种植大棚 15 个，长 40 米*宽 8
米香菇养菌大棚 10 个，长 45 米*宽 8.36 米羊肚菌种植大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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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冷库 100 吨，硬化道路 1800 平方，建设水渠 630 米，管理
房 12 间 300 平方米，场地地平 1000 平方米，烘干设备、水井及
配套设施、围网及其他设备费用；兴华镇董寺村食用菌种植基地
项目在董寺村建设一个规模化食用菌种植基地，种植大棚 20 个，
养菌棚 10 个，冷库 1 个，炕房 4 组，种植食用菌 20 万袋；涧口
乡东村村粮食烘干、面粉加工及农机具项目利用土地 5 亩，新建
厂房 300 平方，储备库 300 平方米，安装粮食烘干设备生产线一
条和全自动面粉加工设备生产一条；陈吴乡中益村小杂粮加工扶
贫项目新购日加工 30T 小麦生产线一套，日加工 10T 玉米生产
线一套，日加工小米生产线一套，1000 型石磨机一套，新建地
坪硬化 3000 ㎡，生产车间 1300 ㎡，仓库 1000 ㎡，办公室 100
㎡；陈吴乡观湾村小杂粮加工扶贫项目新购置拉糁、磨面、漏粉
条加工设备，冷库一层 500 立方米，砖混结构，储存能力 100 吨；
小界乡祝家园村豫健食品二期面粉加工项目建设日产 150 吨钢
磨面粉生产线一条，及相关配套设施；长水镇平峪村红薯粉条加
工厂项目总投资 49 万元，新建 200 平方米车间，20 平方米库容
建冷库 1 间，清洗池，粉碎池、过滤池、晾晒场等各类设施，粉
条加工设备一套；河底镇元村村红薯储藏扶贫项目新建 1000 吨
红薯储藏库 2 个，长 40 米，宽 30 米；河底镇新生村红薯储藏扶
贫项目新建 1000 吨红薯储藏库 2 个，长 40 米，宽 30 米；陈吴
乡观湾村冷水鱼养殖扶贫项目新建 100 个小型冷水养殖池,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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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总面积 6000 ㎡，池底及池壁硬化，配套增氧机，建设生
态环保池 500 ㎡，池深 1.5 米，配套过滤毛刷，占地面积 200 ㎡，
建设办公、仓库和管理用房，厂区道路，养殖区四周及中间铺设
3.5 米宽水泥路面，养殖配套设施，新建增氧管道 1500 米，排污
水渠 1300 米，引水水管道 PE100 型号 2500 米，新购智能养殖
系统一套，新建高压线路 1 公里，电线杆 28 根，100 安变压器
一台，厂区地下电缆若干米，其他拦河坝 1 个、备用地下水井 1
个、大门、围档、监控、电路等；长水镇谷特农产品分拣、包装、
展销项目利用原有盘活原有（许愿鸭蛋）扶贫车间厂房，投资
50 万元，改建农产品分拣、包装、仓储、展销产业链，通过消
费扶贫模式，销售产品；兴华镇西南村香菇深加工项目在西南村
建设 2500 平米香菇加工标准化厂房一座，配套基础设施，购置
相应生产设备。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3286.13 万元，中央资
金 759.9 万元，省级资金 50 万元，市级资金 2476.24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3 月开始，2020 年 6 月完工验收并
将资金拨付到位。
（4）绩效目标：实施 26 个资产投资收益项目，收益中村集
体分配比例 20%，项目收益中丧失劳动力、弱劳力和残疾贫困户
分配比例 80%，项目完成率 100%，贫困群众满意度≥98%，项目
实施可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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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责任单位：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2.3.2

2020 年林业局 2 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1）建设任务：景阳镇郭庄村竹产品加工项目总投资 32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10 万元，设备及安装工程 20 万元，其他
工程 2 万元；下峪镇前上庄村育苗基地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建设高
标准大棚两个（500 平方米），育苗 100 亩，其中育文玩核桃苗
50 亩，购买胸径不低于 8 公分的文玩核桃树 2500 颗，引进优质
椴树，榉树，育苗 35 亩，育银杏、白皮松、雪松、红叶南天竹
等树 15 亩。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82 万元，中央资金 82
万元。
（3）时间进度：开工时间 2020 年 3 月，完工时间 2020 年
6 月。
（4）绩效目标：资产投资收益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
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 80%，项目实施可带动 109 户
374 名贫困户增收，项目完成率 100%，验收合格率 100%，贫困
群众满意度≥98%。
（5）责任单位：洛宁县林业局
2.3.3

2020 年烟办 1 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1）建设任务：小界乡烟叶炕房改造项目对王村、卫洼、
祝家园、石窑 4 个村 300 个烟叶炕房进行钢构烟杆支架更换、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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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防水处理、电路改造、门窗翻新、墙壁内外整修、晾烟棚修缮、
安装安防设施、环境卫生整治等。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150 万元，中央资金 150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6 月全部完工并
验收拨付资金。
（4）绩效目标：采用收益+分红模式，将股权折股量化到贫
困户和村集体，保底收益 8%，对 99 户 328 人进行帮扶，其中无
劳动力、弱劳动和残疾贫困户进行直接帮扶，同时可扩大烟叶种
植面积。
（5）责任单位：洛宁县烟办
2.3.4

2020 年商科工局 1 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1）建设任务：小界乡田洼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建设 30
间砖混门面房，每间 25 平方左右，钢构大棚 6 个，每个 240 平
方，地坪及道路硬化 2000 平方米，每平方米按 100 元计，土地
平整、填方及部分路面铺垫砂石、围墙建设、厕所等配套设施。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180 万元，市级资金 180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3 月，2020 年 6 月完工，验收并拨
付资金。
（4）绩效目标：通过市场平台，引导贫困群众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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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加群众收入，带动贫困户巩固脱贫成效，
通过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帮扶村兜底贫困户。
（5）责任单位：洛宁县商科工局
2.3.5 2020 年文广旅局 5 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1）建设任务：故县镇窑瓦村窑洞民宿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完成 30 孔窑洞室内水电安装，建设围墙
1000 米，仿古院门 30 个、仿古窗户 60 扇，配套生活设施 30 套、
停车场 500 平方米、车位 60 个，包括旅游服务设施，景观设施，
接待中心；河底镇城村村研学游服务中心改建资产收益扶贫项
目：改造面积 1000 平方米，建设 10 个标准间，23 间集体宿舍，
可供 150 人同时入住包含可同时容纳上百人的广场，共计 200 万
元，包含内部配套设施；罗岭乡贾沟村印象春楸旅游扶贫资产托
管收益项目：投资 295 万元入股洛宁大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用于印象春楸生态园设施建设，每年按资金 8%收益，受益贫困
户 60 户 113 人；上戈镇众森游客接待中心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新建两层 1300 ㎡游客接待中心一处，包含主体建设和相关配套
设施；底张乡草庙岭村醉香园旅游接待中心项目：建设醉香园景
观大门，建设窑洞式酒窖 4 个，约 400 立方米，建设古法酿酒文
化展示园区，建设古法酿酒生产办公区两层，厂区道路硬化约
600 平方米，广场铺装及景观小品。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990 万元，中央资金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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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省级资金 958.2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3 月，2020 年 6 月完工，验收并拨
付资金。
（4）绩效目标：贫困地区旅游景点开发数量 5 个，乡村旅
游可带动 293 户 743 人贫困户增加收入，提高旅游产品销售收
入 。
（5）责任单位：洛宁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3.6 2020 年园艺局 3 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1）建设任务：景阳镇苹果苗木组培繁育中心扶贫项目：
以资金投资模式，财政资金投资 300 万元，作为流动资金，不形
成固定资产；马店镇樱桃种植示范园资产收益项目：以资金投资
模式，财政资金投资 390 万元，作为流动资金，不形成固定资产，
投入到洛宁县永丰现代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樱桃种植示范基
地建设项目；上戈镇苹果产业村集体经济资产收益项目：购置超
越公司 200 亩结果期苹果园。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890 万元，中央资金 890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3 月，2020 年 6 月完工，验收并拨
付资金。
（4）绩效目标：实施 3 个资产投资收益扶贫项目，可壮大
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项目，覆盖贫困户 764 户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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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5）责任单位：洛宁县园艺局
2.4 能力建设项目
2.4.1

2020 年洛宁县春季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对 1500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在校大、中
专学生进行补贴。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225 万元，中央资金
29.115 万元，省级资金 87.685 万元，市级资金 108.2 万元。
（3）时间进度：项目实施期限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8 月。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接受基础教育和职业
教育补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人数≥1500 人；质量指标-接受职
业教育补助的学生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占比≥100%，资助标准
达标率 100%；时效指标-资助经费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接受职业教育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子女生资助标准 1500 元/学
期。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全程全部接
受资助的比例≥100%。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助学生满意度
≥100%，受助学生家长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4.2 2020 年洛宁县 2019 年秋季第二批雨露计划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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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
（1）建设任务：对 655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在校大、中
专学生进行补贴（其中 1 人已补贴 500 元）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98.2 万元，省级资金 98.2
万元。
（3）时间进度：项目实施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4 月。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接受基础教育和职业
教育补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人数 655 人；质量指标-接受职
业教育补助的学生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占比 100%，资助标准
达标率 100%；时效指标-资助经费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接受职业教育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子女生资助标准 1500 元/学
期。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全程全部接
受资助的比例≥100%。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助学生满意度
≥100%，受助学生家长满意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4.3

2020 年洛宁县上半年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

（1）建设任务：对 400 名接受短期技能培训并获得技能证
书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补贴。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80 万元，省级资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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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3）时间进度：项目实施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家庭子女免费职
业培训人数≥400 人次；质量指标-职业培训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时效指标-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100%；补贴资金在
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 100%；成本指标-职业培训补贴人均标准
2000 元/人。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拓宽取得技能证书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就业渠道有效。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职业技能培训对象满意
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4.4 2020 年洛宁县下半年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
（1）建设任务：对 150 名接受短期技能培训并获得技能证
书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补贴。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30 万元，省级资金 30
万元。
（3）时间进度：项目实施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家庭子女免费职
业培训人数≥150 人次；质量指标-职业培训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时效指标-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100%；补贴资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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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 100%；成本指标-职业培训补贴人均标准
2000 元/人。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拓宽取得技能证书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就业渠道有效。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职业技能培训对象满意
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4.5 2020 年洛宁县 2019 年下半年第二批雨露计划短期技
能培训
（1）建设任务：对 300 名接受短期技能培训并获得技能证
书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补贴（其中 1 人为 c 类补贴 1500
元）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59.95 万元，省级资金
59.95 万元。
（3）时间进度：项目实施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4 月。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家庭子女免费职
业培训人数≥300 人次；质量指标-职业培训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时效指标-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100%；补贴资金在
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 100%；成本指标-职业培训补贴人均标准
2000 元/人。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拓宽取得技能证书建档立卡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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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就业渠道有效。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职业技能培训对象满意
度 ≥100%。
（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5 金融扶贫
2.5.1 2020 年洛宁县小额贷款贴息项目
（1）建设任务：按照金融系统统计户贷 6926 万元，给予贫
困户最高 5 万元不高于同期基准利率贴息。
（2）资金安排：项目计划投入资金 300 万元，中央资金 300
万元。
（3）时间进度：2020 年 12 月底完成，分批次验收拨款。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小额贷款贴息总户数
168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贷款总金额 6926 万元；质量指标
-小额贷款还款率达 100%，小额贷款贴息利率不高于同期基准利
率；时效指标-小额贷款贴息及时拨付率 100%；成本指标-小额
贷款金额标准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5 万元以下的信用贷款。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小额贷款贴息标准为贴息金额不
高于同期基准利率；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比
100%；可持续影响指标-小额贴息实行周期 1 年。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享受小额贴息项目贫困
人口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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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责任单位：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三）其他类项目。13 个其他类项目计划使用资金 682.74
万元。
3.1 2020 年洛宁县易地扶贫搬迁融资资金县级利息项目
（1）建设任务：长期贷款资金 1540 万元，专项基金 660
万元，县级应负担长期贷款利率按 1.3%测算，专项基金利率按
1.2%进行测算。
（2）资金安排：总投资 17.74 万元，县级资金 17.74 万元。
（3）时间进度：于 2020 年 3 月前将资金拨付到位。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建设 800 户 3066 人
易地搬迁安置点融资利息；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提高易地搬迁安置户生活便利程度，
饮水卫生方便，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可持续影响指标
-工程使用年限内≥50 年。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户贫困人口满意度
≥98%。
（5）责任单位：洛宁县发改委
3. 2-3.13 2020 年洛宁县扶贫项目设计费、监理费、管理费
（1）建设任务：扶贫项目管理费设计费和监理费
（2）资金安排：总投资 665 万元，县级资金 6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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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进度：实施期限至 2020 年 11 月。
（4）绩效目标：为交通项目设计、监理、检查验收、论证
提供资金保障。
（5）责任单位：洛宁县交通局、水利局、扶贫办、林业局、
农业农村局、人社局、商科工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烟叶生产
发展中心、住建局、园艺局
（四）疫情期间新增公益性岗位工资补贴
4.1

2020 年洛宁县疫情期间农村卫生保洁员工资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聘用卫生保洁员新增
疫情期间保洁员 787 人，工资按每月 500 元标准发放，疫情期间
1-6 月工资补贴。
（2）资金安排：总投资 435.75 万元，县级资金 435.75 万元。
（3）时间进度：实施期限至 2020 年 6 月。
（4）绩效目标：选聘建档立卡贫困户，疫情期间 1-6 月每
人可增收 3000 元。
（5）责任单位：洛宁县住建局
4.2

2020 年洛宁县光伏电站检测系统项目

（1）建设任务：全县 98 个 300kw 村级光伏电站和 71 个小
型光伏电站安装监控设备接入全国光伏检测系统，共需资金
101.7 万元。
（2）资金安排：总投资 101.7 万元，县级资金 10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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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进度：实施期限至 2020 年 6 月。
（4）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检测系统覆盖扶贫电
站贫困村个数 108 个，接入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管理系统电站个数
169 个，安装监控设备模块≥1000 个；质量指标-设备安装验收合
格率 100%；时效指标-厂商设备保质期≥5 年，设备设计使用寿
命≥10 年；成本指标-设备采购安装平均补助标准≤980 元/个。
效 益指 标 ： 经济 指 标-贫 困村 村 级 光伏 电 站发 电 总收 益
≥2692.8 个，带动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2.8 万元；可持续
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95%。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5）责任单位：洛宁县住建局
六、职责分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扶贫办、县发展改革委员会、县住建局、
县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
业局、县水利局等主管部门，负责本单位、本行业的项目库建设
工作。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负责年度项目库编制指南制定，指导审核
各单位编制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并确定全县年度项目实施计划，
对项目的具体实施与协调推进进行绩效考评。
扶贫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整合资金项目管理。
财政部门负责整合资金的预算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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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扶贫办负责车间扶贫、雨露计划、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和
县委、县政府安排的其他重要项目；县住建局负责危房改造；县
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县通组道路、入户路硬化和病损村组道路修补
项目；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特色种植和农业产业资产投资收益项
目；县林业局负责造林扶贫项目、艾草种植、构树扶贫和林业资
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县水利局负责安全饮水巩固项目；县
园艺局负责苹果、沙梨、中草药补贴项目和园艺资产收益扶贫项
目；县烟办负责烟叶种植补贴、烟叶炕房补贴项目和烟叶资产收
益扶贫集体经济项目；县旅游局负责旅游扶贫项目。各项目主管
部门按照本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工作安排编制年度项目库和项
目实施方案、监管、验收及资金使用管理工作。项目原则上由乡
镇政府组织实施。
县审计部门会同财政、扶贫、发展改革等部门，负责扶贫资
金监督审计工作。
七、操作流程
（一）统筹程序
各乡镇人民政府依据年度脱贫任务和发展规划结合实际情
况编制本辖区项目库，上报各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论证，论证通过
项目报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年度项目库；县级项目主管
部门依据县委县政府年度工作重点和脱贫攻坚任务编制实施方
案报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确定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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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拨付程序
县财政局在收到上级统筹整合资金文件后 1 个工作日内上
报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告知原资金主管部门。县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依据收到的统筹整合资金量在项目库中筛选需
要实施的项目，分批次项目实施计划。待资金确定后（基础设施
交通项目按照定额补贴标准确定项目资金、基础设施水利项目待
财政评审后确定项目资金规模、产业项目计划批复后下达资金计
划的 70%，待验收确定后根据验收结果确定资金规模）由项目主
管部门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报送资金计划，县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办公室审核后，下达通知，县财政局在收到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项目资金计划通知文件后，按照《洛宁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实施办法和洛宁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根据上级资金达到情
况分批次下达资金。
（三）报账程序
项目主管单位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实际进度，持预算评审报
告、政府采购、招投标手续、合同、验收报告、决算评审等资料，
到国库支付中心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将资金拨付至供应商或
施工方。涉及贫困人口个人的补助类资金通过财政“一卡通”系统
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
八、保障措施
（一）建立协调机制。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由洛宁县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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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扶贫办，负责组织协
调、责任落实、工作推进。县直相关单位、乡(镇）要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抓好工作协调和落实，形成全县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二）加强规划衔接。发改、扶贫部门要科学编制脱贫攻坚
规划，各有关部门按照脱贫攻坚要求及时调整完善相关专项规
划，实现脱贫攻坚规划与部门专项规划的有效衔接，保障按计划
完成脱贫任务。部门专项规划与脱贫攻坚规划不一致的，应以脱
贫攻坚规划为准。
（三）严格监督检查。相关部门要在政府门户网站和主要媒
体公开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
并实施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审计、监察、
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将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作为监
管重点。重点检查统筹整合和盘活存量情况、精准扶贫和精准脱
贫等落实情况、有关资金安排和项目绩效情况，以及不执行试点
政策、继续限定财政涉农资金具体用途或干扰统筹整合使用资
金，造成资金不能及时发挥效益的问题。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

附件：洛宁县 2020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
明细表

— 65 —

50元/㎡

50元/㎡

50元/㎡

修补病损道1680平方米。修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言
复费用16.8万元，县乡各承
里村病损修补项目
担一半费用

修补病损道1600平方米。修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寻
复费用16万元，县乡各承担
峪村病损修补项目
一半费用

修补病损道632.54平方米。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宅
修复费用县乡各承担一半费
延村病损修补项目
用

1.1.3

1.1.4

1.1.5

30元/㎡

30元/㎡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窑 1563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子头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沟 3786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口村入户道路项目

1.2.1

1.2.2

1.2 2020年洛宁19个村入户道路项目

50元/㎡

修补病损道280平方米。修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风
复费用2.8万元，县乡各承
口村病损修补项目
担一半费用

1.1.2

兴华镇

兴华镇

东宋镇

故县镇

故县镇

小界乡

马店镇

沟口村

窑子头村

宅延村

寻峪村

言里村

风口村

虎庙村

11.36

4.69

184.20

3.17

8.00

8.40

1.40

2.63

23.60

1.1 2020年洛宁县5个病损道路修复项目

50元/㎡

4419.98

7947.03

一、基础设施类项目合计

11.36

4.69

184.20

3.17

8.00

8.40

1.40

2.63

23.60

11619.84

33522.38

资金投入总计

村

中央资金

乡（镇）

建设地点
合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修补病损道路525平方米。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虎
修复费用5.25万元，县乡各
庙村病损修补项目
承担一半费用

项目名称

1.1.1

序号

项目内容

0.00

0.00

1248.80

5326.96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0.00

0.00

934.82

3713.16

市级资金

0.00

0.00

1343.43

12862.42

县级资金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面积或里程≥632.54平米；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
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项目补助标准5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率100%，受益村 2082人，其
居民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2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07人，全部受益人口
中贫困人口
107人
2082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
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3786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273人，其中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6人，全部受益人口
贫困人口56
273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人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面积或里程≥1600平米；
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
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项目补助标准5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率100%，受益村 960人，其中
居民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3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87人，全部受益人口 贫困人口187
960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人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面积或里程≥1680平米；
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
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项目补助标准5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率100%，受益村 654人，其中
居民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3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64人，全部受益人口
贫困人口64
654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人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1563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87人，其中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9人，全部受益人口87人； 贫困人口39
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人
。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面积或里程≥280平米；
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项目补助标准5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率100%，受益村 790人，其中
贫困人口36
居民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3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6人，全部受益人口
790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人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无需招投标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病损道路修补或重建面积或里程525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病损道路
修补或重建项目补助标准50元/㎡。
61人，其中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受益村居民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
贫困人口19
困人口数19人，全部受益人口61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
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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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孟 47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峪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太 50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平庄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竹 2443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园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西 6455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寨子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下 5000平方米，宽2米，厚10
厘米，C25砼路
峪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茅 2500平方米，宽2米，厚10
厘米，C25砼路
草洼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杨 2500平方米，宽2米，厚10
厘米，C25砼路
楼村入户道路项目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2.10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平 53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峪村入户道路项目

项目名称

1.2.3

序号

项目内容

下峪镇

下峪镇

下峪镇

陈吴乡

故县镇

马店镇

长水镇

长水镇

乡（镇）

杨楼村

茅草洼

下峪村

西寨子村

竹园村

太平庄村

孟峪村

平峪村

村

建设地点

7.50

7.50

15.00

19.37

7.33

15.00

14.10

15.90

合计

7.50

7.50

15.00

19.37

7.33

15.00

14.10

15.90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50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605人，其中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49人，全部受益人口
贫困人口149
605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人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2443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500人，其中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3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92人，全部受益人口
贫困人口92
500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人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6455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2007人，其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2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60人，全部受益人口
中贫困人口
60人
2007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
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147人，其
中贫困人口
193人

127人，其中
贫困人口71
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25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65人，其中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2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1人，全部受益人口
贫困人口51
65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人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50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2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93人，全部受益人口2147
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
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25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
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准
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2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71人，全部受益人口
127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度100%。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47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175人，其中
贫困人口28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2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8人，全部受益人口
175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人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无需招投标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53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552人，其中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2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93人，全部受益人口552 贫困人口293
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
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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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赵 50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村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凡 38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西南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薛 12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桥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城郊乡余 30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粮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西 35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山底村入户道路项目

6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彭
洼村入户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孙 29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洞村入户道路项目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19

1.3.1

30元/㎡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河 100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底村入户道路项目

1.2.12

2019年洛宁县河底镇刘 新建0.6公里通组道路，3.5
35万元/公里
米宽，18厘米厚水泥路。
家沟通组道路项目

1.3 2020年洛宁县61个通组通村道路项目

30元/㎡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刘 1150平方米，厚10厘米，
C25砼路
家沟村入户道路项目

项目名称

1.2.11

序号

项目内容

河底镇

景阳镇

景阳镇

景阳镇

城郊乡

赵村镇

赵村镇

赵村镇

河底镇

河底镇

乡（镇）

刘家沟村

中方村

彭洼村

西山底村

余粮村

薛桥村

凡西南村

赵村村

河底村

刘家沟村

村

建设地点

21.00

4790.22

8.70

1.80

10.50

9.00

3.60

11.40

15.00

3.00

3.45

合计

21.00

3571.33

8.70

1.80

10.50

9.00

3.60

11.40

15.00

3.00

3.45

中央资金

1017.09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201.80

市级资金

0.00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186人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0.6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131人，其中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贫困人口70
均缩短时间≥0.2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70人，全部受益人口131人；生态
人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75户

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30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
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无需招投标

142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12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
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480人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38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1256人，其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中贫困人口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
146人
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无需招投标

3639人，其
中贫困人口
168人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160人，其中
贫困人口18
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10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8人，全部受益人口
160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
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500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
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面积≥1150平米；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入户道路项目补助标
准3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入户道路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 88人，其中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0.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42人，全部受益人口88人； 贫困人口42
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人
。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 3 —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5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马店镇

河底镇

河底镇

城郊乡

东宋镇

上戈镇

上戈镇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刘 新建刘沟村通组道路1.5公
35万元/公里
里，3.5米宽，18厘米厚
沟村通组道路项目

35万元/公里

新建段庄村通组道路2公
里，3.5米宽，18厘米厚

新建南河村通组道路1公
里，3.5米宽，18厘米厚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段
庄村通组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南
河村通组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城郊乡崛 新 建 长 3.5 公 里 ， 宽 3.5
35万元/公里
西村通组道路项目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王 新 建 长 1.5 公 里 ， 宽 3.5
35万元/公里
岭村通组道路项目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庄 新建长0.6公里，宽3.5 米，
35万元/公里
子坪村通组道路项目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庙 新建长1公里，宽3.5 米，厚
35万元/公里
洼村通组道路项目 18 公分水泥道路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3.10

35万元/公里

马店镇

新建伙子村至岭东组、岭西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伙
组、弯凹组通组道路3.2公 35万元/公里
子村通组道路项目
里，3.5米宽，18厘米厚

1.3.3

乡（镇）

兴华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夏前头至詹家岭组1.8公里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袁
、至张洼组0.7公里是唯一 35万元/公里
洼村通组道路项目
出路，共计2.5公里。

项目名称

庙洼村

庄子坪

王岭村

崛西村

南河村

段庄村

刘沟村

伙子村

袁洼村

村

建设地点

1.3.2

序号

项目内容

35.00

21.00

52.50

122.50

35.00

70.00

52.50

112.00

87.50

合计

5.00

3.00

7.50

17.50

5.00

10.00

21.70

16.00

12.50

中央资金

30.00

18.00

45.00

105.00

30.00

60.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30.80

96.00

75.00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100户

133户

26户

26户

10户42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3.5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5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0.6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自
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日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日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自
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贫困户25户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0日
无需招投标

完成验收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5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181人，其中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贫困人口23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3人，全部受益人口181人；生态效益
人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完工时间

2020年6月30日

开工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3.2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375人，其中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贫困人口82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82人，全部受益人口375人；生态效益
日
人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2020年6月30日

绩效目标

时间进度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5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186人，其中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2020年3月23
贫困人口17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均缩短时间≥0.4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7人，全部受益人口186人；生态
日
人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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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备注

单位：万元

上戈镇

上戈镇

小界乡

河底镇

河底镇

河底镇

兴华镇

马店镇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刘 新 建 长 2.5 公 里 ， 宽 3.5
35万元/公里
坟村通组道路项目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盘 新建长1公里，宽 3.5 米，
35万元/公里
城村通组道路项目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界 新 建 长 1.6 公 里 ， 宽 3.5
35万元/公里
村下沟通组道路项目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河 新建长2.3公里，宽3.5 米，
35万元/公里
底村通组道路项目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杨 新 建 长 0.5 公 里 ， 宽 3.5
35万元/公里
坡村通组道路项目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后 新 建 长 0.3 公 里 ， 宽 3.5
35万元/公里
坡村通组道路项目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董 新 建 长 1.01 公 里 ， 宽
35万元/公里
寺村通组道路项目 4.5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前 新建长 6.815 公里，宽 3.5
35万元/公里
乔村通组道路项目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1.3.12

1.3.13

1.3.14

1.3.15

1.3.16

1.3.17

1.3.18

1.3.19

乡（镇）

上戈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里 新建长1.6公里，宽3.5 米，
35万元/公里
石头村通组道路项目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项目名称

前乔村

董寺村

后坡村

杨坡村

河底村

界村

盘城村

刘坟村

里石头

村

建设地点

1.3.11

序号

项目内容

238.53

35.35

10.50

17.50

80.50

56.00

35.00

87.50

56.00

合计

34.08

5.05

1.50

2.50

11.50

8.00

5.00

12.50

8.00

中央资金

204.45

30.30

9.00

15.00

69.00

48.00

30.00

75.00

48.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14户

22户57人

104户

57户

37户

38户

248人

97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5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自
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6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3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0.5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0.3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01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6.815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23户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6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组
（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3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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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河底镇

兴华镇

兴华镇

景阳镇

景阳镇

景阳镇

下峪镇

下峪镇

故县镇

故县镇

陈吴乡

陈吴乡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茶 新建长4公里，宽 3.5 米，
35万元/公里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房村通组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烟 新建长0.2公里，宽 4.5米，
35万元/公里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洞村通组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程 新建长1.8公里，宽 4.5米，
35万元/公里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窑村通组道路项目

新建长0.15公里，宽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西
35万元/公里
山底村通组道路项目 4.5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良 新建长1.9公里，宽 4.5米，
35万元/公里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泉沟村通组道路项目

新建长0.65公里，宽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杨
35万元/公里
4.5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岭村通组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前 新建长0.8公里，宽 4.5米，
35万元/公里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上庄村通组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龙 新建长1.1公里，宽 4.5米，
35万元/公里
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门店村通组道路项目

新建长3.65公里，宽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岭
35万元/公里
4.5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南村通组道路项目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隍 新建长1公里，宽 4.5米，厚
35万元/公里
18 公分水泥道路
城村通组道路项目

新建通组道路项目0.6公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陈
里，路面宽3.5米，厚18公 35万元/公里
吴村通组道路项目
分水泥道路

新建通组道路项目0.6公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禄
里，路面宽3.5米，厚18公 35万元/公里
南村通组道路项目
分水泥道路

1.3.21

1.3.22

1.3.23

1.3.24

1.3.25

1.3.26

1.3.27

1.3.28

1.3.29

1.3.30

1.3.31

1.3.32

乡（镇）

东宋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祁 新 建 长 10.017 公 里 ， 宽 4.5
35万元/公里
家沟村通村道路项目 米，厚 18 公分水泥道路

项目名称

禄南村

陈吴村

隍城村

岭南村

龙门店村

前上庄村

杨岭村

良泉沟村

西山底村

程窑村

烟洞村

茶坊村

祁家沟

村

建设地点

1.3.20

序号

项目内容

21.00

21.00

35.00

127.75

38.50

28.00

22.75

56.00

5.25

63.00

7.00

140.00

200.34

合计

21.00

21.00

35.00

127.75

38.50

28.00

22.75

56.00

5.25

63.00

7.00

140.00

中央资金

200.34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65人

98人

60人

65人

115人

65人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38户171人

238人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道路硬化里程≥0.6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
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71人，全部受益人口2113人；生
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9户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58户200人

100人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道路硬化里程≥0.6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
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00人，全部受益人口3041人；生
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66人

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100%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工程使用年限≥10年
满意度指标：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满意度100%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以工代赈方式 2020年4月22日 2020年6月15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以工代赈方式 2020年4月22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日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320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0.017公里；质量
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成本指标-行政村通
组（自然村）道路项目补助标准20万元/公里。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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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上戈镇

马店镇

河底镇

陈吴乡

陈吴乡

东宋镇

新建通组道路项目，全长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南 1.3公里，路面宽3.5米，垫
35万元/公里
丈村通组道路项目 层厚15厘米，面板厚度18公
分。

45万元/公里

45万元/公里

45万元/公里

45万元/公里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南 0.5公里，4.5米宽，0.18米
头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厚水泥硬化道路

食品经营处-王金亭家门口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长
0.7公里，4.5米宽，0.18米
水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厚水泥硬化道路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杨 1.5公里，4.5米宽，0.18米
坡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厚水泥硬化道路

中益村-毛陈路0.5公里，4.5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中
米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 45万元/公里
益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路

45万元/公里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坡 坡跟0.15公里，4.5米宽，
根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观湾村-新村潘窑1公里，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观
4.5米宽，0.18米厚水泥硬
湾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化道路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照 照册-王岭2.7公里，4.5米
45万元/公里
册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1.3.35

1.3.36

1.3.37

1.3.38

1.3.39

1.3.40

1.3.41

1.3.42

长水镇

赵村镇

城郊乡

新建长4公里，路面宽
2020年洛宁县城郊乡冀
35万元/公里
3.5米，厚18公分水泥道路
庄村通组道路项目

1.3.34

乡（镇）

陈吴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1.3.33

项目名称

照册村

观湾村

中益村

杨坡村

长水村

南头村

坡根村

南丈村

冀庄村

谷圭村

村

建设地点

新建谷圭村至2组、3组、5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谷 组和8组通组道路项目，全
35万元/公里
长0.8公里，路面宽3.5米，
圭村通组道路项目
面板厚度18公分。

序号

项目内容

121.50

45.00

22.50

67.50

31.50

22.50

6.75

45.50

140.00

28.00

合计

121.50

45.00

22.50

67.50

31.50

22.50

6.75

45.50

140.00

28.00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77户353人

8户37人

144人

526人

413人

193人

127人

360人

586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4公里；质量指标-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53人，全部受益人口2687人；生态效
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3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7人，全部受益人口73人；生态效益指
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0.15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44人，全部受益人口722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0.5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26人，全部受益人口1508人；生
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0.7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413人，全部受益人口2048人；生
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5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93人，全部受益人口3737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3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2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27人，全部受益人口869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60人，全部受益人口947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7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86人，全部受益人口2456人；生
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完工时间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5月10
2020年5月16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2户34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组（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0.8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4人，全部受益人口729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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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长水镇

兴华镇

下峪镇

马店镇

兴华镇

东宋镇

东宋镇

兴华镇

下峪镇

下峪镇

沟门路口-沟口村1.5公里，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沟
45万元/公里
4.5米宽，0.18米厚水泥硬
口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化道路

原上村入口-茅草洼村部1.9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茅
45万元/公里
公里，4.5米宽，0.18米厚
草洼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水泥硬化道路

45万元/公里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焦 焦河1.5公里，4.5米宽，
河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夏前头-刘秀柏1.7公里，4.5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袁
米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 45万元/公里
洼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路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下 下河-照册3.5公里，4.5米
45万元/公里
河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下 下宋-洛三路2.3公里，4.5米
45万元/公里
宋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沟口-高洼坪村三组3公里，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高
45万元/公里
4.5米宽，0.18米厚水泥硬
洼坪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化道路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杨 杨楼村-鹅洼2公里，4.5米
45万元/公里
楼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茅草洼村-原上梭洼2公里，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原
45万元/公里
4.5米宽，0.18米厚水泥硬
上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化道路

1.3.44

1.3.45

1.3.46

1.3.47

1.3.48

1.3.49

1.3.50

1.3.51

1.3.52

乡（镇）

45万元/公里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郑卢路后湾党群服务中心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后
1.5公里，4.5米宽，0.18米
湾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厚水泥硬化道路

项目名称

原上村

杨楼村

高洼坪

下宋村

下河村

袁洼村

焦河村

茅草洼

沟口村

后湾村

村

建设地点

1.3.43

序号

项目内容

90.00

90.00

135.00

103.50

157.50

76.50

67.50

85.50

67.50

67.50

合计

90.00

90.00

135.00

103.50

157.50

76.50

67.50

85.50

67.50

67.50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251人

476人

217人

59人

450人

303人

176人

385人

295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5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51人，全部受益人口1161人；生
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9公里；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476人，全部受益人口1019人；生态效
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5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17人，全部受益人口760人；生态效益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7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9人，全部受益人口729人；生态效益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3.5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450人，全部受益人口1331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3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03人，全部受益人口778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3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76人，全部受益人口1009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85人，全部受益人口666人；生态效
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公里；质量指标-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95人，全部受益人口655人；生态效益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404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5公里；质量指
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404人，全部受益人口1238人；生
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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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兴华镇

马店镇

兴华镇

景阳镇

东宋镇

长水镇

长水镇

洞子-毛原村委2.8公里，4.5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毛
米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 45万元/公里
原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路

45万元/公里

45万元/公里

田村（坡根）-伙子2.8公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伙
里，4.5米宽，0.18米厚水
子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泥硬化道路

程家岭村-北岭村3公里，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北
4.5米宽，0.18米厚水泥硬
岭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化道路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杨 杨岭村4.6公里，4.5米宽，
45万元/公里
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岭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王 西坞-王岭村4公里，4.5米
45万元/公里
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岭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梭 槐树园-后平4公里，4.5米
45万元/公里
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路
洼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连 长水桥头-连山4公里，4.5
米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 45万元/公里
山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一期工程）
路

1.3.55

1.3.56

1.3.57

1.3.58

1.3.59

1.3.60

1.3.61

1.4 2020年洛宁县84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兴华镇

沟门村-南村界1.8公里，4.5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沟
米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 45万元/公里
门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路

1.3.54

乡（镇）

河底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刘家沟-麻延村2.5公里，4.5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麻
米宽，0.18米厚水泥硬化道 45万元/公里
延村通村路改建工程
路

项目名称

连山村

梭洼村

王岭村

杨岭村

北岭村

伙子村

毛原村

沟门村

麻延村

村

建设地点

1.3.53

序号

项目内容

2859.01

180.00

180.00

180.00

207.00

135.00

126.00

126.00

81.00

112.50

合计

550.85

180.00

180.00

180.00

207.00

135.00

126.00

126.00

81.00

112.50

中央资金

231.71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733.02

市级资金

1343.43

县级资金

268人

200人

127人

111人

136人

126人

141人

123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8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1小时，全部受益人口442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
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8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2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00人，全部受益人口660人；生态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8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27人，全部受益人口655人；生态效益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3公里；质量指标-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11人，全部受益人口342人；生态效益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4公里；质量指标-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36人，全部受益人口1125人；生态效
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4.6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26人，全部受益人口1172人；生态效
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11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41人，全部受益人口961人；生态效益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4公里；质量指标-工
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1小时，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23人，全部受益人口688人；生态效益
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7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2020年6月10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250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行政村新建通村（自然村）道路硬化里程≥2.5公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全部受益人口690人；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
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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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县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涧口乡

陈吴乡

河底镇

罗岭乡

兴华镇

河底镇

净供一体化设备 处理水
量：10m3/h1套
配套管路 UPVC 1套
电线电缆 1套

净供一体化设备 处理水
量：5m3/h 1套
配套管路 UPVC 1套
电线电缆 1套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上
西沟村供水站5T/H水质
净化设备安装工程项目

新建泉室（5m3）2座，圆
形蓄水池（20m3）5座，输
水钢管1826m，管理房1间
（9m2），铺设管道
13334m（其中De50：
2020年河底镇下营村安
1409m,De32:5325m,De20:66
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项
00m）,低压电缆
目
（YJV0.6/1KV3*25+1*16mm2）1000m,潜
水电泵3台套，全自动配电
控制柜3台套，入户工程330
户。

新打机井1眼，井深400米；
新建9㎡管理房1座；输水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园
76*4钢管970m；铺设
子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De63PE饮水管道250m。消
工程项目
毒设备1台，配套控制柜1台
。

新打机井1眼，井深350米；
新建9㎡管理房1座；铺设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夏 DN50*5mm上水镀锌钢管
前头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700m；铺设De50PE管道
550m，De32PE管道
升工程项目
1500m，全自动配电控制柜
1台。

新建机井（300m）一眼，
管理房（9m2）一间，压力
罐（5t)一配套，潜水电泵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牛
（200QJ10—372/24）一台
京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套，低压电缆
工程项目
（YJV0.6/1KV3*25+1*16mm2）250m,及
消毒设备1套等。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乡（镇）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东
陶峪村供水站10T/H水
质净化设备安装工程项
目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项目名称

牛京村

夏前头村

园子村

下营村

上西沟村

东陶峪村

村

建设地点

序号

项目内容

56.90

71.70

63.00

69.70

5.89

6.76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52.86

市级资金

4.04

71.70

63.00

69.70

5.89

6.76

县级资金

完工时间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民小组个数2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82人，解决
饮水工程贫困户9户28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
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受益建档立卡人数9户28人；可持续影
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2020年6月30日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民小组个数4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666人，解决
饮水工程贫困户21户68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
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666人贫困户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68人
日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受益建档立卡人数21户68人；可持续
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382人

2020年6月30日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数
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民小组个数8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632人，解决饮
水工程贫困户21户74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
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632人贫困户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3.4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74人
日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5万元；社会效益-受益建档立卡人数21户74人；可持续
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85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1户44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850人贫困户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44人
日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民小组个数2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761人，解决
饮水工程贫困户27户93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
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761人贫困户
时效指标-项目竣工时间2020年5月，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93人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受益建档立卡人数27户93人；可持续
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无需招投标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民小组个数12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117人，解
决饮水工程贫困户17户37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
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竣工
2117人贫困
时间2020年5月，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户37人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受益建档立卡人数17户37人；可持续
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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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备注

单位：万元

上戈镇

上戈镇

河底镇

底张乡

上戈镇

长水镇

上戈镇

大口井两座，新建20m³蓄
水池一座，新建50m³蓄水
池一座，10t压力罐一套，9
㎡泵房三座。新增水泵
3个，消毒设备3套。铺设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池 DN50*5mm上水镀锌钢管
2600米，铺设De25PE管道
洼村饮水安全项目
1300m，De32PE管道
1515m，De40PE管道2340m
。工程覆盖柳家洼、李家沟
、东小峪三个村民小组，入
户125户。

新建30m³泉室1座；100m³
蓄水池1座，管理房1间，水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南
泵1台；铺设De50PE管道
丈村集中供水工程项目
940m，De90PE管道400m，
输水钢管550m。

新打机井一眼（300m），
供水站一座，管理房一间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牛
（9m2），铺设管网,20t无
头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塔供水器一座，电缆200m,
工程项目
控制柜一套，潜水泵一台，
入户工程180户。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东
新建拦河坝1座，20方蓄水
南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池1座，管网8100米等
工程项目

庄科组：新建50m3蓄水池
一座，铺设管网2940m，入
户工程22户；乱马池组：维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肥 修大口井一座，铺设管网
3170m，入户工程23户，水
洼村安全饮水项目
泵（150QJ10-305/18.5kw）
一台，配套电缆330m，钢
管300m，全自动电解食盐
消毒设备（YG-Naclo-20）1

李子沟组、草市组、三壕组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三
、三龙庙组、锁洞沟组安全
龙庙村安全饮水巩固提 饮水维修，水管25000米，
升工程
10立方蓄水池4个

东岭组：新建蓄水池一座
（50m3），铺设管网
1390m，入户工程26户;西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东
岭组：铺设管网2418m,入
岭村安全饮水项目
户工程18户；胡村组：铺设
管网4155m，入户工程35户
。

1.4.8

1.4.9

1.4.10

1.4.11

1.4.12

1.4.13

1.4.14

乡（镇）

罗岭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1.4.7

项目名称

东岭村

三龙庙

肥洼村

东南村

牛头村

南丈村

池洼村

韩沟村

村

建设地点

新建10m³水源池1座，20m³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韩 蓄水池1座；De32PE管道
3978m，De50PE管道
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3815m，De20PE管道
工程项目
700m；入户75户

序号

项目内容

25.84

45.08

83.15

33.60

62.96

31.96

82.61

28.43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25.84

45.08

83.15

33.60

62.96

31.96

82.61

28.43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完工时间

173人

406人

355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73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8户79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06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8户148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55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9户74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714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57户583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30日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70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8户33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700人，其中
和行业标准率100%；
2020年4月25
贫困人口8户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日
33人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714人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684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户9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684人贫困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9人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2020年5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5月2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民小组个数3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66人，解决
饮水工程贫困户17户7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
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466人贫困户 2020年3月23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6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75人
日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2万元；社会效益-受益建档立卡人数17户75人；可持续
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民小组个数3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69人，解决
饮水工程贫困户13户59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
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169人贫困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3.5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
59人
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6万元；社会效益-受益建档立卡人数13户59人；可持
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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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备注

单位：万元

兴华镇

兴华镇

兴华镇

上戈镇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潘 6、7、8组饮水工程老化进
村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行维修；新建水源池、蓄水
池，铺设管网3000米。
项目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高 七组村内管网老化需更换
洼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3000米，新建蓄水池一个，
入户35户。
升项目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瓦
2组新建蓄水池1座，铺设管
庙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网800米
项目

铺设管网11210m
（De90:260m，
De75:520m,De63:450m,De5
0:1050m,De40:420m，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上
De32:4150m,De25:4060m）
戈村安全饮水项目
，水龙头1个，镀锌钢管
DN20×2.8（2米），DN20
闸阀1个，入户工程280户

1.4.19

1.4.20

1.4.21

河底镇

1.4.18

1.4.17

新打井二眼（800m）,输水
钢管（Ø60*4）1320m，新
建管理房二间（9m2*2）,铺
设管网19480m（其中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中 De63:2105m,De50:2060m,D
村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e32:10155m,De20:5160m）,
潜水电泵（200QJ10工程
355/23）2台套，压力罐
（20T）1套，变压器及配
套设备2套，全自动配电柜2
套，全自动消毒设备1套，
入户工程430户。

上戈镇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庙 新建50m3蓄水池一座，维
洼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修20m3蓄水池一座，铺设
管网7400m。
新建工程

1.4.16

乡（镇）

河底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1.4.15

项目名称

上戈村

瓦庙村

高洼坪

潘村村

中村村

庙洼村

南河村

村

建设地点

蓄水池维修1座，钢制储水
罐1个，输水钢管800m,潜
水电泵（200QJ10-230/15）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南 一台套，铺设管网5670m
（其中
河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De63:225m,De50:65m,De40:
工程
560m,De32:1955m,De25:112
5m,De20:1740m），入户工
程105户。

序号

项目内容

75.27

12.30

29.44

14.87

224.02

29.58

32.93

合计

75.27

12.30

29.44

14.87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224.02

29.58

32.93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1668人

289人

277人

153人

1086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2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688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8户87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89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2户39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77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5户61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53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户6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086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67户257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90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9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5户23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完工时间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25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25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428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28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6户13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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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赵村镇

东宋镇

城郊乡

底张乡

东宋镇

东宋镇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上 新建泉池1座10m3，新建蓄
水池100m3，铺设管网
陈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665m(De50:665m）
工程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西 蓄水池1座，水源池1座，铺
坞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设管网12000米及入户工程
工程
等

新建管理房1间（10㎡）、
供水站1处（12×10m)，配
2020年洛宁县城郊乡苍 套175QJ15-56/4型潜水泵1
龙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台套、30t压力罐1台套、配
套消毒设备1套、电缆及配
工程
电柜，铺设管网2800m,安
装入户工程142户。

1、2、3组安装水质净化设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庙 备一套，4、5新建水源工程
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1处，购置水泵一台，管理
房（9平方米）一座，铺设
工程
管网1000米等。

新打井一眼（280m），新
建管理房一间（9m2），铺
设管网9148m（其中
De75:18m,De63:480m,De50:
615m,De32:5695m,De20:234
0m），低压电缆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西
（YJV0.6/1KV村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3*25+1*16mm2）0.03Km，
新建工程
潜水电泵（200QJ10279/18）一台套，输水钢管
（Ø60*4）30m，压力罐
（20T）一台套，入户工程
228户。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照
尖庄组铺设管网3500米，维
册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修蓄水池及配套设施
工程

1.4.24

1.4.25

1.4.26

1.4.27

1.4.28

乡（镇）

照册村

西村村

庙沟村

苍龙村

西坞村

上陈村

杨岔村

村

建设地点

1.4.23

补助标准

河底镇

（建设任务）

项目内容

1.4.22

项目名称

新打机井2眼（后岔420m，
鸡叫头480m），新建蓄水
池1处（20m3），新建供水
站（10×8m）两处，管理房
（9m2）2处，配套20t压力
罐2台套，配套水泵（后岔
自然村200QJ10-355/23，鸡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杨
叫头自然村200QJ10岔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396/26）2台套，电缆及配
工程项目
电柜，消毒设备2台套，低
压电缆（YJV0.6/1KV3*25+1*16mm2）80m，铺
设管网17861m
（
De50:7910m,De32:6915m,D
e20:3036m)，入户263户

序号

10.00

90.52

31.00

52.09

90.33

15.86

195.89

合计

195.89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10.00

90.52

31.00

52.09

90.33

15.86

县级资金

80人

882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882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5户3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8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8户27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445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45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7户22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007人

1414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414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4户47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007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0户32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2678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678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6户54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25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25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25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952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4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952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2户33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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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底张乡

陈吴乡

涧口乡

涧口乡

马店镇

上戈镇

上高村、中高村、下高村、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高 大阳村、南安沟村、底张村
村峪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维修管道350处，更换管网
3000米，维修水池5座，水
维护工程
源地防护及水源滤料等

新购水泵一台，泵深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中 160米，机井深282米；加
益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深甭管20米；控制阀4个、
压力表1个，闸阀井及阀门6
工程
个,电缆等配套设施。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涧 过路pe管道漏水，更换管道
口村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500米，上水钢管漏水更换
升工程
垫片。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明
水源加固，引水渠30米，管
珠村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网400米，水泵1台。
升工程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前
东沟组铺设管网2500米，入
乔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户6户
工程项目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里
石头村安全饮水巩固提
升拓展项目

1.4.31

1.4.32

1.4.33

1.4.34

1.4.35

1.4.36

前洼组铺设管网2300米

小界乡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卫
洼沟村安全饮水巩固提 更换水泵1台，更换电缆等
升工程

1.4.30

乡（镇）

小界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1.4.29

项目名称

里石头

前乔村

明珠村

涧口村

中益村

高村峪

卫洼沟

竹园沟

村

建设地点

维修水源池1座，维修蓄水
池1座，输水钢管650m,离
心泵（DG6-25*6、11KW）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竹
一台套，全自动配电柜一
园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套，低压电缆
升维护工程
（YJV0.6/1KV3*25+1*16mm2）150m，铺
设管网（De32）230m。

序号

项目内容

5.00

6.50

7.80

4.30

3.00

59.60

3.00

9.87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5.00

6.50

7.80

4.30

3.00

59.60

3.00

9.87

县级资金

1205人

5794人

883人

2332人

2281人

28人

110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205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8户133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6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5794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51户894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883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2户127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332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7户87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281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43户128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8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户9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1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4户13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完工时间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25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51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51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0户43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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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河底镇

马店镇

东宋镇

景阳镇

赵村镇

马店镇

长水镇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关
机井加深90米，增加压力罐
庙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彩钢棚1座。
工程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下
机井井深增加96米，电缆20
宋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米，泵管20米。
工程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北
增加机井1眼深430米，配套
村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水泵1台，电缆450米。
工程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东
增加输水管网、渠道260米
寨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
工程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焦
184米机井1眼，管网1627
河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米，电缆85米，入户5户。
工程

新建20m³蓄水池一座，铺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黄
设PE32管网1200米，DN50
洼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上水钢管1100米，安装泵管
工程
160米，安装电缆180米等

1.4.39

1.4.40

1.4.41

1.4.42

1.4.43

1.4.44

机井增加150米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段
庄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项目

1.4.38

乡（镇）

故县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胜利口组、后沟组、沟口组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隍
、当村组铺设管网2420米，
城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新建蓄水池2座，集水池
工程 项目
1座，上水钢管1300米等

项目名称

黄洼村

焦河村

东寨村

北村村

下宋村

关庙村

段庄村

隍城村

村

建设地点

1.4.37

序号

项目内容

11.58

12.00

5.00

72.00

11.00

9.12

9.90

35.00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11.58

12.00

5.00

72.00

11.00

9.12

9.90

35.00

县级资金

168人

44人

85人

152人

87人

45人

67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68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户1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567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9户44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778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5户8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708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5户152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89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5户87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87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8户4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71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1户67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326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26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7户66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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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马店镇

马店镇

涧口乡

底张乡

下峪镇

罗岭乡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吕 新建20m³水源池1座，10m³
村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蓄水池1座，铺设管道4939
米，安装入户工程27户。
工程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伙
变压器箱变安装，电杆安装
子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导线架设等
工程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东 新增240米机井一眼，建供
村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水站一处，安装20吨压力罐
工程
一台，潜水泵一套。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西
磨头村安全饮水巩固提
升工程

DE32管道965m，DE25管道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下
2685m，阀门井15座，混凝
峪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土路面破除175.2方；恢复
工程
876平方

新建大口井1眼(10m),新建
蓄水池1处（50m3），管理
房1间9m2，铺设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前
DN50*4.5mm上水镀锌钢管
河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1000m,水泵150QJ5工程
168/7.5kw,铺设管网
3115m(De50:1650m,De32:6
80m,De25:785m）

1.4.46

1.4.47

1.4.48

1.4.49

1.4.50

1.4.51

1.4.52

新增350米机井一眼

罗岭乡

机井加深130米，主管网
3200米，40PE管网600米，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蛇
32管网1860米，25管网
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1200米，安装10m³水罐一
工程
个，入户25户，水泵、电线
一套。

乡（镇）

陈吴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新
增加管道1500米，浆砌石护
村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砌35m³。
工程

项目名称

前河村

下峪村

西磨头

东村村

伙子村

吕村村

蛇沟村

新村村

村

建设地点

1.4.45

序号

项目内容

34.36

45.00

27.50

46.00

12.00

21.00

21.40

10.00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34.36

45.00

27.50

46.00

12.00

21.00

21.40

10.00

县级资金

47人

55人

86人

56人

38人

46人

34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533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1户47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93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8户5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655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4户86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513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8户56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89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5户38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5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5户46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98；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8户34人；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92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621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8户92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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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小界乡

小界乡

小界乡

小界乡

小界乡

小界乡

东宋镇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李
新建1眼机井，蓄水池维
原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修，管网3000米，2台水泵
工程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熬
更换20吨压力罐，彩钢房及
庄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人工机械费等
工程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官
水池一座，管网及配套设施
岭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
工程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瓦
村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泉眼池，管网及人工机械费
维护工程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石
修建水池和蓄水池，管子
窑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500米及人工机械费。
工程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风
更换无塔供水器，电缆150
口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米及人工机械费
工程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王
西岭组新建蓄水池50m³一
岭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座，配套水泵管网
维护工程

1.4.54

1.4.55

1.4.56

1.4.57

1.4.58

1.4.59

1.4.60

乡（镇）

小界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界
新建20m³蓄水池一座，上
村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水钢管700米
工程

项目名称

王岭村

风口村

石窑村

瓦村村

官岭村

熬庄村

李原村

界村村

村

建设地点

1.4.53

序号

项目内容

13.00

3.00

1.50

2.20

1.70

5.00

95.00

21.93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13.00

3.00

1.50

2.20

1.70

5.00

95.00

21.93

县级资金

85人

27人

7人

12人

25人

11人

9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85；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1户85人；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68；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8户27人；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68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户7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52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4户12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77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6户2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55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户11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7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户9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完工时间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25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23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85；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9户23人；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 17 —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河底镇

陈吴乡

河底镇

长水镇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杨
新建100m³蓄水池一座，供
坡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水站一处
工程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下
王召村安全饮水巩固提 安装水泵一台，更换泵管
升工程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西
更换水泵一台，更换低压补
原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偿器
工程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西
寨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工程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南
新增DE63管道1500米，蓄
赵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水池两座,
工程

1.4.63

1.4.64

1.4.65

1.4.66

1.4.67

1.4.68

赵村镇

马店镇

更换水泵(YQS150-92)一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刘 台，配套电缆45米、维修铺
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设管道598米，空压机洗井
（297米）一次，维修水
维护工程
池，入户工程6处。

更换水泵一台

东宋镇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柏
铺设管网3200米，入户60
原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户，混凝土拆除及恢复等
工程

1.4.62

乡（镇）

东宋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上
铺设管网3500米，入户150
宋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户，混凝土拆除及恢复等
工程

项目名称

南赵村

西寨村

西原村

下王召

杨坡村

刘沟村

柏原村

上宋村

村

建设地点

1.4.61

序号

项目内容

58.00

0.68

1.50

3.60

18.00

27.50

15.00

23.00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58.00

0.68

1.50

3.60

18.00

27.50

15.00

23.00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189人

74人

16人

7人

22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56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3户74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435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5户16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5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户7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657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7户22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23人

7人

102人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737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60户189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596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29户102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7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户9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70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3户9人；质量指标-项
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
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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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兴华镇

兴华镇

陈吴乡

故县镇

罗岭乡

上戈镇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沟
新建拦河坝一座，管道铺设
口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2500米
工程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旺
洼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新增二组铺设管网1500米
工程

铺设饮水管网8000米
（DE63型号3500米、DE40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禄
型号2000米，DE20型号
北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2500米）入户324户，砼路
新建工程
面拆除800立方米，路面恢
复4000平方米。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寻
主管网300米，支管网6000
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米，入户管网270户.
新建工程

新建100m3圆形蓄水池一
座，10m3集水池2座，铺设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贾
无缝钢管21.5m，铺设管网
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14000m，全自动电解食盐
新建项目
消毒设备（YG-Naclo-20）1
台套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庄
村内管网老化需更换
子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4600米，开挖、恢复水泥路
面900米
升维护工程

1.4.70

1.4.71

1.4.72

1.4.73

1.4.74

1.4.75

乡（镇）

赵村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土 新建100m³蓄水池一座，供
桥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水站一处，水源池一座，水
工程
泵和入户管网

项目名称

庄子坪

贾沟村

寻峪村

禄北村

旺洼村

沟口村

土桥村

村

建设地点

1.4.69

序号

项目内容

15.00

74.44

90.00

58.64

4.50

7.50

48.00

合计

74.44

90.00

58.64

中央资金

15.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4.50

7.50

48.00

县级资金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79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79户356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356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79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79户356人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0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529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39户153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公开招投标时间2020年4月，投入使用
时间2020年6月。
39户153人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153人，
受益建档立卡户数≥39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
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34户92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168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34户92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92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34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0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日

30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89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8户30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完工时间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960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57户187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公开招投标时间2020年5月，投入使用
时间2020年6月。
57户187人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187人，
受益建档立卡户数≥57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
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25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15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0户2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35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687人；解决饮水问题贫困户12户3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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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河底镇

马店镇

马店镇

底张乡

赵村镇

新建水源池1座，与原有附
近同时饮水至沟底新建蓄水
池一座（20m3），提水至
西坡新建蓄水池1座
（20m3），水泵（QS20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郭
50/3,5.5Kw）1台套，低压
头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电缆（YJV0.6/1KV新建工程
3*25+1*16mm2）300m及配
电柜，铺设管网5185m
（
De50:2200m,De32:2435m,D
e20:550m),入户47户

安装水泵1台，铺设管网
4500米，安装入户234户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虎
庙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扩建工程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罗
新建集水池1座、蓄水池
门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1座，安装水泵铺设管网等
新建工程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北
新建蓄水池，铺设管网及入
张洼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户
升扩建工程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西
新打机井1眼，管理站1处，
方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管网工程及入户等
新建工程

1.4.77

1.4.78

1.4.79

1.4.80

1.4.81

乡（镇）

涧口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1.4.76

项目名称

西方村

北张洼村

罗门村

虎庙村

郭头村

院东村

村

建设地点

新建水源池一座，新增加水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院 源管道，增加50m³蓄水池
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一座、20m³蓄水池一座与
新建工程
原管网对接、引水管网
11400米维修部分管网等。

序号

项目内容

48.00

20.00

30.00

25.00

33.50

23.00

合计

中央资金

48.00

20.00

30.00

25.00

33.50

23.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4户14人

38人

61人

19人

5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行政村个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
835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13户38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
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2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2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38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13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行政村个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
156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16户61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2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减少
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2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61人，受益
建档立卡户数≥16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15
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行政村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33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6户19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5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5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19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6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行政村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245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3户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
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5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3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24户49人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95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4户14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14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4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民小组个数2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571人，解
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24户49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
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
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49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24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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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1.5.1

二、产业发展类项目合计

1、东宋镇实施危房改造D级
2户，每户补贴1.5万元。2、罗
岭乡实施危房改造D级2户，每
户补贴1.5万元。3、长水镇实施
危房改造C级1户每户补贴0.5万
元，D级4户，每户补贴1.5万元
。4、上戈镇实施危房改造C级2
户每户补贴0.5万元，D级2户，
每户补贴1.5万元。5、小界乡实
施危房改造D级两户，每户补贴
1.5万元。6、陈吴乡实施危房改
造D级9户，每户补贴1.5万元。7
、底张乡实施危房改造D级
1户，每户补贴1.5万元。8、故
县镇实施危房改造C级1户每户
C级修缮0.5
2020年洛宁县危房改造 补贴0.5万元，D级5户，每户补
万元，D级
贴1.5万元。9、赵村镇实施危房
项目
改造C级3户每户补贴0.5万元， 新建1.5万元
D级6户，每户补贴1.5万元。10
、下峪镇实施危房改造C级10户
每户补贴0.5万元，D级7户，每
户补贴1.5万元。11、马店镇实
施危房改造D级1户，每户补贴
1.5万元。12、涧口乡实施危房
改造D级4户，每户补贴1.5万元
。13、兴华镇实施危房改造C级
1户每户补贴0.5万元，D级1户，
每户补贴1.5万元。14、河底镇
实施危房改造D级7户，每户补
贴1.5万元。15、景阳镇实施危
房改造D级1户，每户补贴1.5万
元。

15个乡镇

下峪镇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前 铺设DE32管道1500m，
上庄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DE25管道1300m，阀门井
升维护工程
、混凝土路面破除等

1.4.84

1.5 2020年洛宁县危房改造项目

陈吴乡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庙
拦河坝硬化20米，蓄水池
上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外，内加固
维护工程

1.4.83

乡（镇）

故县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岭
集水池1个，蓄水池1个，主
南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管道600米，入户工程等
扩建工程

项目名称

前上庄村

庙上村

岭南村

村

建设地点

1.4.82

序号

项目内容

90.00

7199.86

24355.16

90.00

中央资金

90.00

90.00

7.71

3.50

26.00

合计

4078.16

0.00

7.71

3.50

26.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2778.34

0.00

市级资金

10298.80

0.00

县级资金

72人

19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46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5户19人；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规
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19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5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总数量=7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危
房改造数量=60户；拆除重建1-3人户面积=20-60平方米/户；拆除重建3人以上户人均
面积=13-18平方米/人；质量指标-改造后验收合格率100%；改造后房屋满足基本居
住功能需要比例=100%；时效指标-当年开工率100%；成本指标-危房改造户均补助
标准=C级修缮0.5万元，D级新建1.5万元。
2.效益指标-改造后房屋人畜分离、卫生厕所等基本卫生条件有基本保障；四类重点
对象危房改造受益人口数量=216人；拆除重建改造后房屋保证安全期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34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386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19户34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3.5万元，饮用水卫生方
便，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3.5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34
人，受益建档立卡户数≥19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
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67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解决农村饮水工程乡镇个数1个，解决农村饮水工程村委会个
数1个，解决饮水工程农村人口数152人，解决饮水工程贫困户数18户67人；质量指
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利设计
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饮水方便可节约劳动力成本≥10万元，饮用水卫生方便，
减少人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1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人数≥67人，受
益建档立卡户数≥18户；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达标，工程使用年限≥
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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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住建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25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2020年5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1000元/亩

对发展苹果种植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具有带贫作用的种
植大户的给予补贴，2020年
计划种植苹果4432.8亩，其
中下峪镇200亩，罗岭乡93
2020年洛宁县“金果扶 亩，河底镇30亩，小界乡
贫”苹果种植补贴资金 487.5亩，兴华镇125亩，马
店镇295亩，东宋镇
项目
100亩，长水镇132亩，上
戈镇2970.3亩。每亩补贴资
金1000元，亩均成率≥
90%，苹果亩种植棵树≥83
棵

2.1.2

2.1.3

2020年洛宁县2018年洛
宁县“金果扶贫”金珠沙
梨种植第三年补贴资金

2020年洛宁县2019年“
金果扶贫”金珠沙梨种
植第二年补贴资金项目

对发展金珠沙梨种植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和具有带贫作用
的种植大户的给予补贴，
2020年计划种植金珠沙梨
1105.5亩，其中下峪镇
2020年洛宁县“金果扶
30亩，罗岭乡43亩，河底镇
贫”金珠沙梨种植补贴
4亩，小界乡186.5亩，兴华
资金
镇30亩，马店镇483亩，东
宋镇200亩，长水镇31亩，
上戈镇98亩。每亩补贴资金
500元，亩均成率≥90%，沙
梨亩种植棵树≥66棵

2.1.4

2.1.5

2.1.6

500元/亩

300元/亩

200元/亩

500元/亩

2019年种植，2020年复验
面积下峪镇80亩，河底镇8
亩，小界乡252.2亩，兴华
镇12亩，赵村镇18.6亩，马
2020年洛宁县2019年洛
店镇85.7亩，上戈镇
宁“金果扶贫”苹果种植 2140.55亩，底张乡124亩，
第二年补贴资金项目 罗岭乡8.85亩，合计2729.9
亩，每亩补贴资金500元。
共136.495万元。亩均成率≥
90%，苹果亩种植棵树≥83
棵。

2018年种植，2020年复验
面积罗岭乡7.6亩，城郊乡
70亩，小界乡91.3亩，兴华
镇76.5亩，赵村镇15亩，马
店镇152.8亩，东宋镇58.6
亩，长水镇37.9亩，底张乡
96亩，景阳镇12亩，合计
617.7亩，每亩补贴资金200
元。共12.354万元。亩均成
率≥90%，沙梨亩种植棵树≥
66棵
2019年种植，2020年复验
面积小界乡29.4亩，兴华镇
3.5亩，马店镇108亩，上戈
镇116.8亩，合计257.7亩，
每亩补贴资金300元。共
7.731万元。亩均成率≥
90%，沙梨亩种植棵树≥66
棵

500元/亩

2.1 产业扶贫政策落实类项目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1.1

项目名称

2018年种植，2020年复验
面积下峪镇45亩，罗岭乡
209亩，河底镇24.3亩，城
郊乡57亩，小界乡
189.9亩，兴华镇194亩，赵
村镇26亩，马店镇37.5亩，
2020年洛宁县2018年洛
东宋镇48亩，长水镇
宁县“金果扶贫”苹果种
39.2亩，上戈镇
植第三年补贴资金项目
1517.82亩，底张乡
245.5亩，故县镇82亩。合
计2715.22亩，每亩补贴资
金500元。共135.761万元。
亩均成率≥90%，苹果亩种
植棵树≥83棵。

序号

项目内容

东宋镇、
下峪镇、
马店镇、
小界乡9个
有扶贫任
务的乡镇
55.28

7.73

上戈镇、
小界乡、
马店镇、
兴华镇

597.60

136.50

135.76

4567.88

合计

12.35

村

长水镇、
罗岭乡、
底张乡等
10个有扶
贫任务的
乡镇

上戈镇、
长水镇、
罗岭乡等9
个有扶贫
任务的乡
镇

上戈镇、
底张乡等9
个有扶贫
任务的乡
镇

上戈镇、
长水镇、
罗岭乡、
底张乡等
13个有扶
贫任务的
乡镇

乡（镇）

建设地点

55.28

7.73

12.35

597.60

136.50

135.76

3712.01

中央资金

841.97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13.90

市级资金

0.00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122户235人

29户83人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种植面积≥257.7亩；
质量指标-亩均成率≥90%，沙梨亩种植棵树≥66棵；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盛果期后亩收入≥5000元，带动增加种植人口收入≥0.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带动群众户数≥29户，带动群众人数≥83人。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种植面积≥1100亩；质量指标-亩均成率≥
90%，亩种植棵树≥66棵；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亩收入≥5000元，带动增加种植人口收入≥0.5万元；社
会效益指标-带动群众户数≥122户，带动群众人数≥235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58户160人

629户2241人

261户716人

241户726人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种植面积≥617.7亩；
质量指标-亩均成率≥90%，沙梨亩种植棵树≥66棵；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盛果期后亩收入≥5000元，带动增加种植人口收入≥0.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带动群众户数≥58户，带动群众人数≥160人。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种植面积≥5976亩；
质量指标-亩均成率≥90%，苹果亩种植棵树≥83棵；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盛果期后亩收入≥5000元，带动增加种植人口收入≥0.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带动群众户数≥629户，带动群众人数≥2241人。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种植面积≥2729.9亩；
质量指标-亩均成率≥90%，苹果亩种植棵树≥83棵；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亩收入≥5000元，带动增加种植人口收入≥0.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带动群众户数≥261户，带动群众人数≥716人。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种植面积≥2715.22亩；
质量指标-亩均成率≥90%，苹果亩种植棵树≥83棵；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盛果期后亩收入≥5000元，带动增加种植人口收入≥0.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带动群众户数≥241户，带动群众人数≥726人。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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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园艺局

县园艺局

县园艺局

县园艺局

县园艺局

县园艺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3月5日

开工时间

2020年10月10
日

2020年10月10
日

2020年10月10
日

2020年10月30
日

2020年10月30
日

2020年10月30
日

完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30日

2020年10月30日

2020年10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建设任务）

500元/亩

200元/亩

200元/亩

0.5元/袋

在14个乡镇种植蔬菜2944.7
亩，其中，马店镇88.9亩，
长水镇68亩，罗岭乡13亩，
上戈镇1222.6亩，故县镇26
2020年洛宁县特色种植 亩，下峪镇27.5亩，兴华镇
8亩，底张乡3亩，景阳镇15
蔬菜补贴项目
亩，赵村镇12.5亩，陈吴乡
12.5亩，小界乡54.5亩，河
底镇1193.2亩，东宋镇200
亩。

在4个乡镇种植油菜1214.9
2020年洛宁县特色种植 亩，其中，上戈镇517亩，
下峪镇65.6亩，景阳镇
油菜补贴项目
1亩，小界乡631.3亩。

在上戈镇、下峪镇、兴华镇
、小界乡等4个乡镇种植油
2020年洛宁县特色种植 葵2549.7亩，其中上戈镇
2123.5亩，下峪镇42.2亩，
补贴油葵项目
兴华镇200亩，小界乡184
亩

在7个乡镇种植食用菌95.3
万袋，其中长水镇6万袋，
2020年洛宁县特色种植 下峪镇2万袋，兴华镇30万
袋，底张乡48.3万袋，赵村
食用菌补贴项目
镇5万袋，陈吴乡2万袋，河
底镇2万袋。

2.1.11

2.1.12

2.1.13

2.1.14

7个乡镇

上戈镇、
下峪镇、
兴华镇、
小界乡

上戈镇、
下峪镇、
景阳镇、
小界乡

14个乡镇

8个乡镇

400元/亩

400元/亩

13个乡镇

200元/亩

上戈镇、
长水镇、
罗岭乡、
底张乡等
有扶贫任
务的乡镇

乡（镇）

村

建设地点

上戈镇、
兴华镇、
小界乡

补助标准

2.1.10

面积50亩以上，具有带贫作
用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2020年洛宁县园艺产业 、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每亩
扶贫中药材种植补贴项 给予200元补贴，2020年补
贴中药材（丹参、柴胡、连
目
翘、金银花）面积913亩，
包括兴华镇800亩，上戈镇
113亩。
在13个乡镇种植红薯6929.7
亩，其中城郊乡10亩，马店
镇490亩，长水镇267亩，
罗岭乡110.5亩，上戈镇
2020年洛宁县特色种植 225.5亩，下峪镇54亩，兴
华镇392亩，底张乡
红薯补贴项目
225亩，景阳镇156亩，陈
吴乡125.5亩，小界乡945.3
亩，河底镇2728.9亩，东宋
镇1200亩。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西甜
瓜、果品类和中药材给予奖
补，其中西甜瓜3533.4亩，
包括下峪镇94.6亩，罗岭乡
22亩，河底镇809亩，小界
乡296亩兴华镇240.1亩马店
镇57亩，东宋镇826亩， 上
戈镇1188.7亩。果品类
2020年洛宁县特色种植
1479.7亩，罗岭乡370亩，
扶贫西甜瓜、中药材和 河底镇180.3亩，上戈镇
果品类种植补贴项目
929.4亩。中药材
3674.5亩，包括下峪镇192
亩，罗岭乡192亩，河底镇
516.4亩，城郊乡5亩，小界
乡157.8亩，兴华镇172亩，
赵村镇5亩，陈吴乡9亩，马
店镇783.3亩，东宋镇
400亩，长水镇514亩， 上
戈镇603亩，底张乡125亩
对种植中药材集中连片建园

项目名称

在8个乡镇种植谷子1657.6
亩，其中城郊乡5亩，马店
镇297.5亩，长水镇48亩，
2020年洛宁县特色种植
罗岭乡39亩，上戈镇
谷子补贴项目
242亩，陈吴乡82.1亩，小
界乡705亩，河底镇239亩
。

2.1.9

2.1.8

2.1.7

序号

项目内容

47.65

50.99

24.30

147.24

66.30

277.19

54.76

417.32

合计

232.00

54.76

417.32

中央资金

33.75

50.99

24.30

147.24

66.30

45.19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13.90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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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1214.9亩，种植贫困户数337户；质量指标-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200元/亩
县农业农村 。
337户贫困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油菜产业产值235.9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
局
贫困人口数337户；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科技服务
、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2549.7亩，种植贫困户数636户；质量指标-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200元/亩
。
县农业农村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油葵产业产值445.2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
636户贫困户
局
贫困人口数636户；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科技服务
、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
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数量95.3万袋，种植贫困户数47户；质量指标-验收合格
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袋均补助成本0.5元/袋。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食用菌产业产值611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
县农业农村
贫困人口数47户；
47户贫困户
局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科技服务
、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
意度100%。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1657.6亩，种植贫困户数495户；质量指标-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400元/亩
。
县农业农村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谷子产业产值297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
495户贫困户
困人口数495户；
局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科技服务
、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
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2944.7亩，种植贫困户数912户；质量指标-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500元/亩
。
县农业农村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蔬菜产业产值1203.84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
912户贫困户
卡贫困人口数912户；
局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科技服务
、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
意度100%。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面积6929.7亩，种植贫困户数2292户；质量指标-验收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亩均补助成本400元/亩
。
县农业农村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红薯产业产值1153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 2292户贫困
困人口数2292户；
局
户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科技服务
、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
意度100%。

2023户8960
人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种植面积≥2738亩；质量指标-亩均成率≥
9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当年有收入≥3000元，带动增加种植人口收入≥0.3万
元；社会效益指标-带动群众户数≥118户，带动群众人数≥300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种植面积≥8687.6亩；质量指标-亩均成率≥
9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亩收入≥3000元，带动增加种植人口收入≥0.3万元；社
会效益指标-带动群众户数≥2023户，带动群众人数≥8000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绩效目标

118户300人

县园艺局

县园艺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10月10
日

2020年10月30
日

2020年10月30
日

2020年10月30
日

2020年10月10
日

2020年10月30
日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10月10
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5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30日

2020年10月30日

2020年10月3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除城关镇
、王范回
族镇外16
个乡镇

12个乡镇

全宝山林场和国有吕村林场
各抚育森林面积15000亩，
资金投资600万元，其中
2020年洛宁县森林抚育
20%120万元用于支付贫困
带贫项目
户劳务费，计划吸纳贫困劳
力350人，人均增收3500元
。

对全县符合条件（外出务工
2020年洛宁县疫情期间 累计6个月以上）建档立卡
贫困户给予补贴,共补贴
外出务工补贴
3960人,300万元。

种植烟叶12723.25亩，每亩
补贴600元。其中，东宋镇
1058亩，河底镇1077亩，
小界乡1521.75亩，马店镇
618亩，长水镇273亩，罗
2020年洛宁县“金叶”扶
岭乡1548亩，上戈镇
贫烟叶种植补贴项目
2207.25亩，故县镇
1223亩，下峪镇1137亩，
兴华镇1554亩，底张乡
160.5亩，景阳镇345.75亩
。

2.1.18

2.1.19

2.1.20

600元/亩

吕村、全 吕村、全
宝山2个国 宝山2个国
有林场
有林场

300元/亩

2.1.17

东宋镇、
陈吴乡、
长水镇、
兴华镇

郭村、新
村、丰衣
口村、西
南村

郭村村

2019年种植、2020年复验
构树350.5亩，第二年补贴
300元/亩。其中，东宋镇郭
2020年洛宁县构树种植 村85亩，陈吴乡新村50亩，
2019年第二批资金项目 长水镇丰衣口村165亩，兴
华镇西南村50.5亩。每亩栽
植1000株，成活率达到85%
。

东宋镇

700元/亩

种植构树120亩，带动贫困
户12户。每亩栽植
1000株，成活率达到85%。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郭
村村构树种植项目

125个村

村

2.1.16

13个乡镇

乡（镇）

400元/亩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1.15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栽植花椒、核桃等经济林
3000亩，其中河底镇
538亩，兴华镇150亩，下
峪镇210亩、陈吴乡14.5亩
、长水镇340亩、故县镇15
亩、马店镇400.5亩、罗岭
乡143亩、赵村镇10亩、上
2020年洛宁县经济林带
戈镇615亩、小界乡214亩
贫补贴项目
、东宋镇200亩、底张150
亩，种植标准:花椒、樱桃
、杏、桃树等株行距
3*4米，每亩56株，核桃、
杨树、楸树3*5米，每亩45
株刺槐、侧柏2*3米，每亩
111株。

序号

项目内容

763.40

300.00

600.00

10.52

8.40

120.00

合计

763.40

300.00

600.00

10.52

8.40

120.00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烟叶种植规模≥12500亩，贫困地区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
业科技培训人数≥1000人次；质量指标-贫困地区技术培训合格率≥97%，种植作物成
活率≥98%；时效指标-2020年9月20日前完成；成本指标-亩均成本≤1500元。
1109户485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地区烟叶种植亩产值≥2900元，烟叶种植带动增加
人
贫困人口收入≥390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烟叶种植可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1000户。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科技服务、技术指
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97%。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3960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工享受补贴人数≥3960人；质量指
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工享受补贴比率≥65%；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成本指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工补贴标准（收入2万元以上）=1000元/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工补贴标准（收入1.5万元以上）=800元/人，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外出务工补贴标准（收入1万元以上）=500元/人。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增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收入≥5600万元；社会效益
指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受益人数≥3960人，政策宣传普及执行率≥98%，外出务工人
员满意度≥98%，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活水平稳定提升。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26户136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新增森林抚育面积≥3万亩，新增就业岗位数量≥800
个，参与森林抚育务工人数≥800人，其中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50人；质量指
标-森林抚育务工员选聘方案制定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
100%；成本指标-森林抚育务工人员补助标准100元/天/人，森林抚育专业锯手补助
标准200元/天/人；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120万元；
350户贫困户
社会效益指标-安排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数量≥350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人数≥350人；
生态效益指标-新增森林蓄积量≥1.5万立方米，项目区植被覆盖率≥53% 。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森林抚育务工人员满意度100%，受益群众满意
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新兴特色种植业规模≥350.5亩；质量指标-贫困地区技术培训
合格率≥98%，种植作物成活率≥98%； 时效指标-一年种植多年收益≥3年；成本指
标-亩均成本≤2000元。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产值≥28万元，特色产业带动增加贫
困人口收入≥5.2万元。社会效益指标-特色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就业人数≥136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农业经营主体满意
度≥98%，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12户44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新兴特色种植业规模≥120亩；质量指标-贫困地区技术培训合
格率≥98%，种植作物成活率≥98%；时效指标-一年种植多年收益≥3年；成本指标-亩
均成本≤200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产值≥12万元，特色产业带动增加贫困
人口收入≥4.8万元；社会效益指标-特色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就业人数≥44人；生
态效益指标-新增林地面积≥120亩。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农业经营主体满
意度≥98%，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98%。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不需招投标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造林规模3000亩，贫困地区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
培训人数≥13人次在贫困地区推广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数量≥2项；质量指标
-贫困地区技术培训合格率 100%，种植作物成活率 ≥85%。
2.效益指标：时效指标-造林补贴发放及时率100%；成本指标-亩均成本 ≤400元，特
色产业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120万元 ；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特色产业带动增 350户1050人
加贫困人口就业人数≥1050人；生态效益指标-新增林地面积3000亩。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科技服务、技术指
导和农业科技培训人员满意度100%，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农户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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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办

人社局

林业局

林业局

林业局

林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12月10
日

2020年12月10
日

2020年10月10
日

2020年10月10
日

2020年10月30
日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5日 2020年9月20日

2020年1月1日

2020年3月1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5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10日

2020年12月1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长水镇

长水镇

长水镇

上戈镇

长水村养鸭1户5000只、丰
衣口村养蜂1户50箱、岭西
0.5万元-1万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产
村养蜂1户25箱，按照群众
元/户
业扶贫养殖项目
投资50%给予补贴，最高不
超过1万元。

购置农用运输车126户126
辆，发展运输业，其中，长
水村4户4辆、丰衣口村1户1
辆、孟峪村3户3辆、平峪村
18户18辆、西长水村3户3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产
辆、西寨村7户7辆、梭洼村 0.5万元-1万
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
3户3辆、后湾村11户11辆
元/户
项目
、黄洼村11户11辆、三龙庙
村35户35辆、连山村15户
15辆、岭西村15户15辆，
按照群众投资50%给予补
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购置农用运输车13户13辆，
其中盘城村1户1辆、南丈村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产 1户1辆、肥凹村6户6辆、杜
0.5万元-1万
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 河村3户3辆、上戈村2户
元/户
2辆，按照群众投资50%给
项目
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

2.1.23

2.1.24

2.1.25

2.1.26

小界乡

大棚蔬菜种植8户，其中长
水村6户、孟峪村1户、连山
0.5万元-1万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产
村1户，按照群众投资50%
元/户
业扶贫种植项目
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
元。

3万元/户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苇 苇山村改建农家乐28户198
山村、双桥村农家乐建 张床位；双桥村改建农家乐
1户10张床位。
设项目

12个乡镇

乡（镇）

2.1.22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1.21

项目名称

盘城村、
南丈村、
肥凹村、
杜河村、
上戈村

长水村、
丰衣口村
、孟峪村
、平峪村
、西长水
村、西寨
村、梭洼
村、后湾
村、黄洼
村、三龙
庙村、连
山村、岭
西村

长水村、
丰衣口村
、岭西村

长水村、
孟峪村、
连山村

苇山村、
双桥村

村

建设地点

新建烟叶炕房217座，每座
补贴1.2万元。其中，东宋
镇13座，故县镇11座，兴华
2020年洛宁县“金叶”扶 镇13座，长水镇6座，下峪
1.2万元/座
贫烟叶炕房补贴项目 镇3座，底张乡10座，罗岭
乡36座，小界乡44座，河底
镇27座，马店镇7座，上戈
镇40座，景阳镇7座。

序号

项目内容

13.00

64.50

2.50

8.00

118.20

260.40

合计

260.40

中央资金

13.00

64.50

2.50

8.00

118.2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8户26人

3户17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种植蔬菜大棚标准1个/户；质量指标-种植成活率100%；时效
指标-种植完成率100%；成本指标-种植补助标准10000元/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发展种植增加贫困群众收入≥1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6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26人；可持续影响指标发展种植年限≥3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养殖3户；质量指标-养殖成活率100%；
时效指标-养殖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养殖补助标准10000元/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发展养殖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5-1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
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7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17人；可持续影响指
标-发展养殖年限≥3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置三轮车数量13辆；质量指标-购置三轮车合格率100%；时
效指标-购置运输设备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置三轮车补助标准5000-10000元/辆
。
2.效益指标：经济指标指标-购置三轮车补助标准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3万元；社会
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47人；可持续影响指标-运输设备使用年限≥12
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3户47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买三轮车126辆；质量指标-购置三轮车合格率100%；时效
指标-购置运输设备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置三轮车补助标准：5000-10000元/户
。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4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 126户498人
卡贫困人口数≥498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498人；可持续影响指标-运输
设备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29户144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29户群众发展旅游产业；改建农家乐29户208张床位；
质量指标：按照农家乐验收标准验收合格；时效指标：2020年6月前验收完毕。按期
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农家乐补助标准3万元/户+0.15万元/床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乡村旅游农家乐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1万元；社会
效益指标-农家乐接待游客数量≥2000人；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1户非建档立卡
户8户；带动脱贫144人；生态效益指标-旅游区垃圾处理率100%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农家乐经营主体满意度100%；游客满意度
100%。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217户贫困户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新建烟叶炕房≥200座；质量指标-烟叶炕房使用率≥95%；时
效指标-2020年9月30日前完成；成本指标-设备成本≤12000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地区带动贫困户种植烟叶≥4000亩，烟叶种植带动
增加贫困人口收入≥3900万元；社会效益指标-烟叶种植可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200
户。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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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文广旅局

烟办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9月3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罗岭乡

罗岭乡

故县镇

涧口乡

涧口乡

涧口乡

涧口乡

安装户用光伏26户
91.26KW，年收益20002500元，其中，贾村村1户
0.5万元-1万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产
、罗岭村1户、路沟村
元/户
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
24户，按照群众投资50%给
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
元。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产 沟沿村养蜂1户40箱，按照
0.5万元-1万
业扶贫养殖项目（养 群众投资50%给予补贴，最
元/户
高不超过1万元。
蜂）

购置农用运输车28户28辆，
发展运输业。其中，隍城村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产 7户7辆、焦子河村16户16
0.5万元-1万
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 辆、南原村1户1辆、岭南村
元/户
1户1辆、言里村3户3辆，按
项目
照群众投资50%给予补贴，
最高不超过1万元。

安装户用光伏34户
119.34KW，年收益20002500元，其中，砚凹村3户
、院西村3户、西陶峪村2户
0.5万元-1万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产
、寺上村1户、西湾村9户、
元/户
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
安坡村3户、东陶峪村9户、
草庄村2户、东村村2户，按
照群众投资50%给予补贴，
最高不超过1万元。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产 院西村购置农用运输车6户6
0.5万元-1万
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 辆，按照群众投资50%给予
元/户
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项目

院西村购置轧草机1户1台，
0.5万元-1万
按照群众投资50%给予补
元/户
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产
业扶贫购置轧草机项目

院西村购置豆腐加工设备1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产
户1台，发展加工业。按照 0.5万元-1万
业扶贫购置豆腐加工设
群众投资50%给予补贴，最
元/户
备项目
高不超过1万元。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乡（镇）

罗岭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1.27

项目名称

院西村

院西村

院西村

砚凹村、
院西村、
西陶峪村
、寺上村
、西湾村
、安坡村
、东陶峪
村、草庄
村、东村

隍城村、
焦子河村
、南原村
、岭南村
、言里村

沟沿村

1.00

1.00

6.00

34.00

28.00

1.00

26.00

16.00

沟沿村、
韩沟村、
贾村、贾
沟村、前
河村、蛇
沟村、皮
坡村、窑
沟村、园
子村、核
桃沟村

贾村、罗
岭村、路
沟村

合计

村

建设地点

购置农用运输车16户16辆，
其中，沟沿村1户1辆、韩沟
村3户3辆、贾村村1户1辆、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产 贾沟村1户1辆、前河村4户4
0.5万元-1万
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 辆、蛇沟村2户2辆、皮坡村
元/户
1户1辆、窑沟村1户1辆、园
项目
子村1户1辆、核桃沟村1户1
辆，按照群众投资50%给予
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序号

项目内容
中央资金

1.00

1.00

6.00

34.00

28.00

1.00

26.00

16.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6户31人

1户2人

1户4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6辆；质量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补助标准
5000-10000元/辆。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户购买农用设备收益≥0.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1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31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运输设备使用年限≥12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置轧草机1台；质量指标-购置轧草机合格率100%；
时效指标-购置轧草机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置轧草机补助标准5000-10000元/辆
。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户购买农用设备收益≥0.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2人；可
持续影响指标-轧草机使用年限≥12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置豆腐加工设备1台；质量指标-购置豆腐加工设备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购置豆腐加工设备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置豆腐加工设备补助
标准5000-10000元/台。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户购买农用设备收益≥0.5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4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4人；可持续影响指标-豆
腐加工设备使用年限≥12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38户165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置三轮车数量38辆；质量指标-购置三轮车合格率100%；
时效指标-购置运输设备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置三轮车补助标准5000-10000元/
辆。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购置三轮车补助标准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3万元，受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65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162人；可持续影响指
标-运输设备使用年限≥12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34户99人

1户2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养蜂40箱1户；质量指标-养蜂项目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
标-养蜂项目及时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养蜂补助标准0.5-1万元/户。
2.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受益贫困户1户2人，户均增收金额3000元以上。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贫困户34户，安装119.34kw屋顶光伏；质量指标-安装户
用光伏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10000元/户。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贫困户屋顶光伏发电总收益≥25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99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26户88人

16户58人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安装户用光伏26户91.26KW，户用光伏电站年总发电量15.6
万千瓦时；质量指标-光伏扶贫项目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户用光伏扶贫电站
并网发电及时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光伏项目贫困户补助标准1万元/户。
2.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受益贫困户26户88人，户均增收金额1000元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光伏使用年限≥2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买农用三轮车16户16辆；质量指标-农用三轮车使用率
100%；时效指标-购买农用三轮车及时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买农用三轮车补助
标准0.5-1万元/户。
2.社会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受益贫困户16户58人，户均增收金额3000元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运输设备使用年限≥12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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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陈吴乡

景阳镇

底张乡

兴华镇

马店镇

东宋镇

回族镇

下王召村购置农用运输车1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产
户1辆，发展运输业，按照 0.5万元-1万
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
群众投资50%给予补贴，最
元/户
项目
高不超过1万元。

安装户用光伏5户
17.55KW，年收益2000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产 2500元，其中，西山底村3 0.5万元-1万
元/户
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 户、良泉沟村1户、中方村1
户，按照群众投资50%给予
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底张村安装户用光伏1户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底
3.51KW，年收益2000-2500 0.5万元-1万
张村产业扶贫户用光伏
元，按照群众投资50%给予
元/户
项目
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安装户用光伏70户
245.7KW，年收益20002500元，其中，董寺村6户
、兴华村12户、程窑村3户
、杨峪河村3户、西南村户1
、瓦庙村2户、高凹坪村4户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产 、麦张沟村3户、北寨后村5 0.5万元-1万
元/户
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 户、烟洞村2户、西坡村1户
、瑶子头村1户、潘村1户、
袁洼村2户、长命沟村3户、
瓦寨庙村9户、新庄村6户、
夏前头村5户、旺洼村1户，
按照群众投资50%给予补
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购置农用运输车10户10辆，
其中，东仇村4户4辆、胡原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产 村1户1辆、马东村1户1辆、
0.5万元-1万
业扶贫购置农用运输车 张村村1户1辆、田村村2户2
元/户
辆、伙子村1户1辆，按照群
项目
众投资50%给予补贴，最高
不超过1万元。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郭 郭村购置农用运输车1户
0.5万元-1万
村村产业扶贫购置农用 1辆，按照群众投资50%给
元/户
运输车项目
予补贴

安装户用光伏2户7.02KW，
年收益2000-2500元，其
2020年洛宁县回族镇产 中，回族镇1组1户、回族镇 0.5万元-1万
元/户
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 2组1户，按照群众投资50%
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
元。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乡（镇）

陈吴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1.35

项目名称

郭村

2.00

1.00

5.50

70.00

董寺村、
兴华村、
程窑村、
杨峪河村
、西南村
、瓦庙村
、高凹坪
村、麦张
沟村、北
寨后村、
烟洞村、
西坡村、
瑶子头村
、潘村、
袁洼村、
长命沟、
瓦寨庙、
新庄、夏

东仇村、
胡原村、
马东村、
张村、田
村、伙子
村

1.00

5.00

0.50

16.00

合计

底张村

西山底村
、良泉沟
村、中方
村

下王召村

东原村、
禄南村、
上西沟村
、王阳村

村

建设地点

安装户用光伏16户
56.16KW，年收益其中，东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产 原村5户、禄南村3户、上西 0.5万元-1万
元/户
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 沟6户、王阳村2户，每年收
益按照群众投资50%给予补
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

序号

项目内容
中央资金

2.00

1.00

5.50

70.00

1.00

5.00

0.50

16.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10户42人

1户1人

2户3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置三轮车数量10辆；质量指标-购置三轮车合格率100%；
时效指标-购置运输设备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置三轮车补助标准5000-10000元/
辆。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购置三轮车补助标准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5万元；社会
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42人；可持续影响指标-运输设备使用年限≥10
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1辆，涉及贫困户1户；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户均补助成本10000元/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户每年增收2000元以上；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数1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安装户用光伏2户7.02KW；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
效指标-安装户用光伏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10000元/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1724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3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光伏设备使用年限≥2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户2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建设户用光伏扶贫电站贫困村个数1个，户用光伏电站年总发
电量3510千瓦时；质量指标-光伏扶贫项目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户用光伏扶
贫电站并网发电及时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贫困户补助标准1万元/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户用光伏电站发电总收益≥20万元，参与户用光伏扶贫的
贫困户收益1724元/户；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人，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脱贫数≥2人；可持续影响指标-光伏扶贫电站持续运营年限≥2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70户159人

5户17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安装户用光伏5户17.55KW；质量指标-合格率100%；时效指
标-安装户用光伏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10000元/户。
2.效益指标：经济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2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7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17人；可持续影响指标-光伏设备使用年限≥2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安装户用光伏数量70座245.7KW；质量指标-安装户用光伏合
格率100%；时效指标-安装户用光伏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
10000元/座。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1724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59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159
人；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备使用年限≥2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户5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1户1辆；质量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购置农用运输车补助标准
5000元/辆。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购置三轮车补助标准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3万元，受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5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运输设备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不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6户78人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安装户用光伏16户56.16KW；质量指标-安装户用光伏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安装户用光伏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
10000元/户。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增加贫困群众收入≥0.2万元，受
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78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78人；可持续影响指
标-光伏使用年限≥2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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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5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上戈镇、
景阳镇

长水镇

陈吴乡

上戈镇

资金投资洛宁县超越农业有
限公司用于建设规模化现代
苹果种植示范园和现代苹果
2020年洛宁县超越农业
加工示范园，每年保底收益
有限公司资产投资收益
8%。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
扶贫项目
供50个工作岗位。按照吸纳
贫困务工和购买贫困户农产
品进行奖补。

对长水镇65座大棚进行收购
（其中长水村39座、后湾村
26座，每座大棚收购资金需
20万元，共计1300万），
2020年洛宁县长水信念 修复55座大棚（棚膜、棉被
蔬菜大棚扶贫项目
、水泥骨架、滴管设施需
150万），硬化大棚基地道
路2公里（需150万），新建
冷库一座（冷藏、冷冻需
400万）。

项目投资3000万元，购置洛
阳宁竹药业有限公司中药材
加工设备及厂房，中药材加
工设备及厂房由县农投公司
2020年洛宁县洛阳宁竹 代持，并监管资金使用，宁
药业有限公司中药材加 竹药业有限公司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供50个就业岗位，
工资产收益项目
并对全县贫困户种植的中草
药进行保底收购。按照吸纳
贫困务工和购买贫困户农产
品进行奖补。

以资金投资模式，财政资金
投资1000万元，作为流动资
金，不形成固定资产，投入
到洛阳众森农业有限公司苹
果采摘观光生态园建设项目
。

2020年洛宁县海越现代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樱
桃、胡萝卜、猕猴桃示
范园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2.2.1

2.2.2

2.2.3

2.2.4

2.2.5

2020年洛宁县洛阳众森
农业有限公司苹果采摘
观光生态园建设资产收
益项目

马店镇

项目总投资1.0439亿元，需
涉农整合资金3000万元。建
设1700亩高标准矮化密植现
代樱桃示范园，500亩水果
胡萝卜种植基地，100亩猕
猴桃示范基地。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供50个工作岗位，
带动10个种植合作社，给于
免费培训并签订订单收购合
同。按照吸纳贫困务工和购
买贫困户农产品进行奖补。

长水村、
后湾村

杜河村

明村村

750.00

3000.00

600.00

3000.00

3000.00

1.00

53.00

合计

13416.00

2.1.44

村

2.2 产业扶贫龙头企业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底张乡

西磨头村购置三轮车1户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西
1辆，给予购买三轮车总价 0.5万元-1万
磨头村产业扶贫三轮车
元/户
50%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
项目
元。

乡（镇）

故县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1.43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焦子河村安装户用光伏53户
186.03KW，年收益20000.5万元-1万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产
2500元，按照群众投资50%
元/户
业扶贫户用光伏项目
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
元。

序号

项目内容

600.00

645.04

1245.04

中央资金

1000.00

872.16

1872.16

1.00

53.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0.00

市级资金

750.00

3000.00

2000.00

1482.80

10298.80

县级资金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数16个；收益量化丧失劳动力、弱劳动
力和残疾贫困户≥266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全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帮扶资金80万元；可持
续影响指标-增加贫困户收入；合同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数16个；收益量化丧失劳动力、弱劳动
力和残疾贫困户≥800人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全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帮扶资金240万元；可持
续影响指标-增加贫困户收入；合同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受益权量化到乡（镇）数16个，享受直接分红贫困群众人数≥
160人；时效指标-项目收益按时分配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参与就业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
3000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60人，带动建档立卡脱贫数≥50
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受益权量化到乡（镇）数16个，享受直接分红贫困群众人数≥
500人；时效指标-项目收益按时分配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参与就业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
3000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500人，带动建档立卡脱贫数≥50
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受益权量化到乡（镇）数16个，享受直接分红贫困群众人数≥
300人；时效指标-项目按时分配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参与就业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
3000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00人，带动建档立卡脱贫数≥50
人。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100%。

266户973人

500户

460

500

860

无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1户3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购买三轮车贫困村个数1个，购买三轮车1辆；质量指标-购买
三轮车项目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购买三轮车完成率100%；成本指标-贫困户
补助标准1万元/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购买三轮车贫困户收益≥0.3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3人；可持续影响指标-购买
三轮车运营年限≥2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不需招投标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贫困户53户，安装186.03kw屋顶光伏；质量指标-安装户
用光伏完成率100%；成本指标-安装户用光伏补助标准10000元/户。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贫困户屋顶光伏发电总收益≥1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 53户202人
困人口202人；可持续影响指标,光伏使用年限≥2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发展到户产业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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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局

园艺局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6月3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城郊乡

涧口乡

东宋镇

东宋镇

故县镇

新建猪舍5座，建设标准长
85米，宽11.5米，高
2020年洛宁县城郊乡畜 3.5米，包含配套的种猪空
牧养殖扶贫项目
怀、妊娠、产房、保育舍等
功能室，配套相关设施，预
计投资80万元/座。

建设3000平方米（长
100米，宽30米，高度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东
陶峪村标准化牛舍建设 3.5米）标准化牛舍一座及
项目
相关配套设施，修建采食通
道100米。

建设10座湖羊养殖集装箱，
出租给农户，并组织养殖农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官
户和鑫宁牧业签订羔羊育肥
西村集体经济湖羊养殖
协议和回收协议。村委会收
项目
取养殖箱租金。申请财政扶
贫补助20万元。

建设10座湖羊养殖集装箱，
出租给农户，并组织养殖农
2020年洛宁县东宋镇丁
户和鑫宁牧业签订羔羊育肥
寨村集体经济湖羊养殖
协议和回收协议。村委会收
项目
取养殖箱租金。申请财政扶
贫补助20万元。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岭
购买鱼池、通养殖场道路，
南村冷水鱼养殖产业扶
抚育车间、其他附属设施
贫项目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岭南村

丁寨村

官西村

东陶峪村

余庄村

180.00

20.00

20.00

198.00

240.00

3286.13

1066.00

2.3.1 2020年农业农村局26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官庄村

2000.00

合计

5578.13

2.2.7

郭头村

村

2.3 产业扶贫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东宋镇

以资金投资模式，按照“司
法公正，资产抵押”方式，
用于扩大养殖规模，抵押资
产属扶贫资金委托县农投公
2020年洛宁县鑫宁牧业
司管理，年收益不低于财政
资产投资收益扶贫项目
投资的8%。三阳牧业提供
20个就业岗位，按照吸纳贫
困务工和购买贫困户农产品
进行奖补。

乡（镇）

河底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2.6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以资金投资模式，按照“司
法公正，资产抵押”方式，
用于扩大养殖规模和肉食品
深加工项目，抵押资产属扶
2020年洛宁县三阳牧业
贫资金委托县农投公司管
有机肥厂资产收益扶贫
理，年收益不低于财政投资
项目
的8%。三阳牧业提供20个
就业岗位，按照吸纳贫困务
工和购买贫困户农产品进行
奖补。

序号

项目内容

180.00

20.00

20.00

198.00

240.00

759.90

1913.70

中央资金

50.00

1008.2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2476.24

2656.24

市级资金

0.00

0.00

1066.00

2000.00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贫困户86户
182人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 2117人，
参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182人，目前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182人，项目收益中村
集体分配比例45%，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55%，项目运行资金周转率100%。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7.24万元，参与就业的贫
困人口人均年收入1000元，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年收入1000元，受益建档
农业农村局
立卡贫困人口数182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182人，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
人数182人。
三、满意度指标
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100%，无劳动能力贫
困户满意度100%。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完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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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38户99人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 1628人，
参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99人，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32人，项目收益中村集体
分配比例29%，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71%，项目运行资金周转率100%。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4.14万元，参与就业的贫
农业农村局 困人口人均年收入2700元，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年收入2700元，受益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数99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99人，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
数32人。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不需招投标

不需招投标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一、产出指标：1、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21人；
2、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30%；二、效益指标：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2700元；
贫困户10户
农业农村局 三
21人
满意度指标：1、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2、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
100%。

一、产出指标：1、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19人；
2、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30%；二、效益指标：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2700元；
贫困户8户19
农业农村局 三
人
满意度指标：1、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2、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
100%。

余庄村、庄
上村坞南村
、张坡村村
级集体经济
组织及46户
46人贫困户

500户

500户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一、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新建猪舍5座，建设面积4888平方米。2、质量指标：
猪舍建设质量达标率100%。3、时效指标：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率100%。
二、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增加8个行政村集体收入0.8万元/村，贫困人口收
农业农村局 入2560元/年/户。2、社会效益：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00户218人。3、可持续影响指
标：基础设施持续使用年限30年以上。
三、满意度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经营主体满意度100%。2、参与项目贫
困群众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数1个；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果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
100%；
农业农村局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全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帮扶资金12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数1个；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果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
100%；
农业农村局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全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帮扶资金160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马店镇

涧口乡

长水镇

兴华镇

赵村镇

下峪镇

底张乡

在石门村建设2000亩花椒种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石
植基地，配套基础设施，购
门村花椒种植基地项目
置相应生产设备

利用上级扶持资金在涧神路
东侧建设日光大棚6座，规
格12米*60米，每座大棚成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寺
本7万元，共需42万元，完
上村大棚种植项目
善灌溉、管网设施8万元。
种植优质果蔬，发展观光采
摘，带动贫困户脱贫。

盘活后湾村大棚项目，投资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后 140万元，修缮26个大棚棉
湾村大棚葡萄种植项目 被、薄膜等设施，引进龙头
企业，发展大棚葡萄产业

在兴华镇沟门村建设2500平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沟
米豆制品加工标准厂房一
门村豆制品加工项目
座，购置生产设备

投资24.68万元，建设15个
羊肚菌种植试验棚，5个羊
肚菌种植大棚，发展壮大非
贫困村西沟村村集体经济收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西
入，补齐非贫困村集体经济
沟村羊肚菌种植项目
薄弱的短板，发展食用菌种
植产业，可兜底保障3户特
殊困难户，促进贫困户就近
务工。

在崇阳村建设规模化食用菌
种植基地，建设种植大棚20
个，养菌棚5个，管理房
6间，炕房100平方米，烘干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崇
设备1套，种植食用菌10万
阳村香菇种植基地项目
袋，配套基础设施，购置相
应生产设备，总投资139万
元，其中自筹59万元，申请
财政资金80万元。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东 规划占地面积20亩，扩大规
磨头村香菇种植大棚建 模，新建设香菇大棚6个，
年种植香菇12万袋。
设项目

2.3.1.7

2.3.1.8

2.3.1.9

2.3.1.10

2.3.1.11

2.3.1.12

2.3.1.13

乡（镇）

下峪镇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3.1.6

项目名称

东磨头村

崇阳村

西沟村

沟门村

后湾村

寺上村

石门村

前上庄村

村

建设地点

发展花椒种植600亩，总投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前
资70万元，其中自筹20万
上庄村花椒种植项目
元，申请财政投资50万元。

序号

项目内容

49.60

80.00

24.68

200.00

140.00

50.00

200.00

50.00

合计

101.90

中央资金

50.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49.60

80.00

24.68

200.00

140.00

50.00

98.11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15户23人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 1870人，
参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23人，目前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23人，项目收益中村集
体分配比例25%，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75%，项目运行资金周转率100%。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万元，参与就业的贫困
农业农村局 人口人均年收入2000元，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年收入2000元，受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数23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23人，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
23人。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 30 —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无需招投标

一、产出指标：1、新建香菇大棚个数6个；2、新建香菇大棚质量合格率100%；3、
新建香菇大棚按时完成率100%；4、新建香菇大棚建设成本49.6万元；二、效益指
贫困户8户34
农业农村局 标：1、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2.48万元；2、带动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3000元；三、
人
社会效益
指标：1、受益贫困户户数8户；2、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4人。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25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1个；带动贫困户21户74人；质量指标-项目收
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
贫困户21户
农业农村局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村集体经济收入1.28万元，带动无劳动力贫困户年收入2438元
74人
。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一、产出指标：1、新建24个羊肚菌种植大棚，14个香菇种植大棚，10个香菇养菌大
棚；2、新建大棚质量合格率100%；3、新建大棚按时完成率100%；4、新建大棚建
设成本399.8万元；
二、效益指标：1、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19.99-31.98万元；2、带动贫困户每户每年
西沟村村委
农业农村局
及3户兜底户
增收1.2-1.8元；3、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年增收1000元；
三、社会效益
指标：1、受益贫困人口394人；2、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315人；3、带动无劳动
力贫困人口233人。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1.产出指标：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1个；带动贫困户28户64人；质量指标-项目收
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2万元；贫困户每年增收≥8.4万
农业农村局
元，户均增收≥3000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2020年6月30日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328人，参
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45人，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32人，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 岭西、连山
配比例3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70%，项目运行资金周转率100%。
、梭洼三个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农业农村局
村贫困户108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1.2万元，
日
户328人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沟门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
沟门村、兴
华村共28户
贫困户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完成验收时间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石门村集体
和石门村52
户贫困户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开工时间

1.产出指标：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1个；带动贫困户52户244人；质量指标-项目
收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6万元；贫困户每年增收≥12.8万
农业农村局
元，户均增收≥2300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无需招投标

绩效目标

时间进度

1.产出指标：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1个；带动贫困户14户41人；质量指标-项目收
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
贫困户14户
农业农村局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村集体经济收入0.8万元，带动无劳动力贫困户年收入2000元
41人
。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备注

单位：万元

赵村镇

兴华镇

涧口乡

陈吴乡

陈吴乡

1、建设标准化香菇种植大
棚15个，香菇养菌大棚
10个，羊肚菌种植大棚
24个，计总投资305万元，
具体标准为香菇种植大棚长
40米*宽8米，香菇养菌大棚
长 40米*宽8米，羊肚菌种
植大棚长45米*宽8.36米；
2、冷库100吨，总投资19.5
万元；
2020年洛宁县赵村镇西
3、硬化道路1800平方，总
陈宋村食用菌种植基地
投资18万元；
项目
4、建设水渠630米，总投资
6.3万元；
5、管理房12间300平方
米，总投资30万元；
6、场地地平1000平方米，
总投资10万元；
7、烘干设备5万元，水井及
配套设施1.5万元；围网及
其他设备费用4.5万元；总
投资11万元。

在董寺村建设一个规模化食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董 用菌种植基地，种植大棚20
个，养菌棚10个，冷库
寺村食用菌种植基地项
1个，炕房4组，种植食用菌
目
20万袋

利用土地5亩，新建厂房300
2020年洛宁县涧口乡东 平方，储备库300平方米，
村村粮食烘干、面粉加 安装粮食烘干设备生产线一
工及农机具项目
条和全自动面粉加工设备生
产一条。

新购日加工30T小麦生产线
一套，日加工10T玉米生产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中 线一套，日加工小米生产线
益村小杂粮加工扶贫项 一套，1000型石磨机一套；
新建地坪硬化3000㎡，生产
目
车间1300㎡，仓库
1000㎡，办公室100㎡。

新购置拉糁、磨面、漏粉条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观
加工设备，冷库一层500立
湾村小杂粮加工扶贫项
方米，砖混结构，储存能力
目
100吨。

2.3.1.15

2.3.1.16

2.3.1.17

2.3.1.18

2.3.1.19

乡（镇）

底张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西 项目总投资49.9万元。建设
磨头村香菇种植大棚建 标准化香菇种植大棚8个
（40米*8米），
设项目

项目名称

观湾村

中益村

东村村

董寺村

西陈宋村

西磨头村

村

建设地点

2.3.1.14

序号

项目内容

49.00

177.00

79.15

100.00

399.80

49.90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49.00

177.00

79.15

100.00

399.80

49.90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 1700人，
参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17人，目前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17人，项目收益中村集
体分配比例48%，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52%，项目运行资金周转率100%。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032万元，参与就业的贫
农业农村局 困人口人均年收入3000元，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年收入3000元，受益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数17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17人，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
数17人。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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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368人，资
产入股贫困人口总数23人，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
配比例80%，项目建设进度按时，收益按时分配。
贫困户5户23
农业农村局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0.784万元，参与就业的贫
人
困人口人均年收入6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3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数23人。：三、满意度指标
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100%。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126人，资
产入股贫困人口总数68人，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
配比例80%，项目建设进度按时，收益按时分配。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2.832万元，参与就业的贫 贫困户17户
农业农村局
困人口人均年收入6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68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8人
脱贫数68人。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11户17人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完工时间

1.产出指标：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1个；带动贫困户14户37人；质量指标-项目收
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
董寺村集体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6万元；贫困户每年增收≥4.2万
经济组织和
农业农村局
董寺村共14
元，户均增收≥3000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5年；
户贫困户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无需招投标

开工时间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16户48人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时间进度

一、产出指标：1、新建羊肚菌种植试验棚24个，羊肚菌种植大棚5个；2、新建羊肚
菌大棚质量合格率100%；3、新建羊肚菌大棚按时完成率100%；4、新建羊肚菌大
棚建设成本24.68万元；
20个非贫困
二、效益指标：1、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1万元；2、带动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1.3-1.8 村村集体经
农业农村局
万元；
济及88户兜
三、社会效益
底脱贫
指标：1、受益贫困户27人；2、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14人；3、带动无劳动力贫
困人口9人。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1235人，
参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48人，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41人，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
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项目运行资金周转率100%。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99万元，参与就业的贫
农业农村局 困人口人均年收入1500元，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年收入1500元，受益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数48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15人，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
数41人。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长水镇

兴华镇

新建100个小型冷水养殖池,单
个60㎡，总面积6000㎡，池底
及池壁硬化，配套增氧机；建
设生态环保池500㎡，池深1.5
米，配套过滤毛刷；占地面积
200㎡，建设办公、仓库和管
理用房；厂区道路，养殖区四
周及中间铺设3.5米宽水泥路
2020年洛宁县陈吴乡观
面；养殖配套设施，新建增氧
湾村冷水鱼养殖扶贫项
管道1500米，排污水渠
目
1300米，引水水管道PE100型
号2500米；新购智能养殖系统
一套；新建高压线路1公里，
电线杆28根，100安变压器一
台，厂区地下电缆若干米；其
他拦河坝1个、备用地下水井1
个、大门、围档、监控、电路
等。

利用原有盘活原有（许愿鸭
蛋）扶贫车间厂房，投资50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谷
万元，改建农产品分拣、包
特农产品分拣、包装、
装、仓储、展销产业链，通
展销项目
过消费扶贫模式，销售产品
。

在西南村建设2500平米香菇
2020年洛宁县兴华镇西 加工标准化厂房一座，配套
南村香菇深加工项目
基础设施，购置相应生产设
备

2.3.1.23

2.3.1.24

2.3.1.25

2.3.1.26

2.3.2.1

陈吴乡

新建1000吨红薯储藏库
2个，长40米，宽30米。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新
生村红薯储藏扶贫项目

2.3.1.22

项目总投资32万元，其中，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郭 建筑工程10万元，设备及安
庄村竹产品加工项目 装工程20万元，其他工程2
万元。

2.3.2 2020年林业局2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河底镇

新建1000吨红薯储藏库
2个，长40米，宽30米。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元
村村红薯储藏扶贫项目

2.3.1.21

景阳镇

河底镇

长水镇

项目总投资49万元，其中，
新建200平方米车间，20平
2020年洛宁县长水镇平
方米库容建冷库1间，清洗
峪村红薯粉条加工厂项
池，粉碎池、过滤池、晾晒
目
场等各类设施，粉条加工设
备一套

乡（镇）

小界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祝 建设日产150吨钢磨面粉生
家园村豫健食品二期面 产线一条，及相关配套设施
粉加工项目
。

项目名称

郭庄村

西南村

长水镇长
兴专业园
区

陈吴乡观
湾村

新生村

元村

平峪村

祝家园

村

建设地点

2.3.1.20

序号

项目内容

32.00

82.00

200.00

50.00

200.00

140.00

140.00

49.00

200.00

合计

32.00

82.00

中央资金

0.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0.00

200.00

50.00

200.00

140.00

140.00

49.00

200.00

市级资金

0.00

县级资金

一、产出指标：新建储藏库面积2400㎡；二、效益目标：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2.24
万元；三、群众满意度指标：100%

一、产出指标：新建储藏库面积1200㎡；二、效益目标：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2.24
万元；三、群众满意度指标：100%

贫困户35户
125人

贫困户64户
2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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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局

22户57人

西南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
西南村、沟
门村、沟口
村共28户贫
困户

1.产出指标：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1个；带动贫困户28户93人；质量指标-项目收
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2万元；贫困户每年增收≥8.4万
农业农村局
元，户均增收≥3000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22户57人;
参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22户57人;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6户7人.质量指标-项
目收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时效指标-项目建
设进度是否按时：是，收益是否按时分配：成本指标-固定资产小于32万元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0.512万元，贫困人口年资产收益
2.408万元；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年收入 ：930元。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22户57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22户57人；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6户7人；可持续影响指标-可持续经营大于5年
以上。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
卡贫困户满意度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44户150人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150人，参
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8人，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3人，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配
比例3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70%，项目运行资金周转率100%。
农业农村局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4万元，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368人，资
产入股贫困人口总数70人，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
配比例80%，项目建设进度按时，收益按时分配。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2万元，参与就业的贫困 贫困户20户
农业农村局
人口人均年收入6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70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
70人
贫数70人。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

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70户293人

一、产出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293人，参
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30人，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25人，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
配比例3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70%，项目运行资金周转率100%。
农业农村局
二、效益指标：资产股权年收益率8%，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92万元，
三、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
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无需招投标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10日
日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祝家园64户
贫困户及村
级集体经济

绩效目标

农业农村局 增强祝家园64户贫困户脱贫成效，村集体经济年增收8万元，促进集体经济发展.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故县镇

河底镇

将城村小学改建为城村村研
学游服务中心，改造面积
1000平方米，建设10个标
2020年洛宁县河底镇城
准间，23间集体宿舍，可供
村村研学游服务中心改
150人同时入住，可同时容
建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纳上百人的广场，共计200
万元。包含内部装修和水、
电配套设施。

2.3.5.2

小界乡

2.3.5.1

2.3.5 2020年文广旅局5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总投资230万元，其中财政
资金180万元。
1、30间砖混门面房，每间
25平方左右，投资3万元，
合计90万。
2、钢构大棚6个，每个240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田 平方投资10万元，合计投资
60万。
洼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
3、地坪及道路硬化2000平
方米，每平方米按100元
计，合计20万。
4、土地平整、填方及部分
路面铺垫砂石、围墙建设、
厕所等配套设施60万。

小界乡

下峪镇

乡（镇）

2.3.4 2020年商科工局1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对王村、卫洼、祝家园、石
窑4个村300个烟叶炕房进行
钢构烟杆支架更换、炕房防
2020年洛宁县小界乡烟
水处理、电路改造、门窗翻
叶炕房改造项目
新、墙壁内外整修、晾烟棚
修缮、安装安防设施、环境
卫生整治等。

2.3.3 2020年烟办1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建设高标准大棚两个（500
平方米）。育苗100亩，其
中育文玩核桃苗50亩，购买
2020年洛宁县下峪镇前
胸径不低于8公分的文玩核
上庄村育苗基地资产收
桃树2500颗；引进优质椴
益扶贫项目
树，榉树，育苗35亩；育银
杏、白皮松、雪松、红叶南
天竹等树15亩

项目名称

城村

窑瓦村

田洼村

前上庄村

村

建设地点

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完成
30孔窑洞室内水电安装，建
设围墙1000米，仿古院门
30个、仿古窗户60扇，室内
2020年洛宁县故县镇窑 地板铺设900平方米，窑室
瓦村窑洞民宿资产收益 墙体装饰2300平方米，购置
扶贫项目
电器、床、柜子、卫浴、灯
具等生活设施30套、停车场
500平方米、车位60个，包
括旅游服务设施，景观设
施，接待中心。

2.3.4.1

2.3.3.1

2.3.2.2

序号

项目内容

200.00

150.00

990.00

180.00

180.00

150.00

150.00

50.00

合计

31.80

0.00

150.00

150.00

50.00

中央资金

200.00

150.00

958.20

0.00

0.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0.00

180.00

180.00

0.00

市级资金

0.00

0.00

0.00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6月10日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无需招投标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32户120人

56户84人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数量≥1个，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面积≥1000平方米，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示范建设数≥1个，贫困地区旅游景点开发数
量≥1个；
质量指标-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质量达标率100%；
时效指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按期完成率100%。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乡村旅游带动增加贫困村收入≥3.2万元，乡村旅游带动增加贫困人口
收入≥1.25万元，旅游产品收入比上年增长率100%；
社会效益指标-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景点接待游客数量≥10000人，受益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数≥56户84人；
生态效益指标-旅游区垃圾处理率≥90%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旅游基础设施持续使用年限≥25年，开发乡村旅游景点正常运营年
限≥25年。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旅游行业经营主体满意度100%，参与旅游扶贫项目贫困群众
满意度100%，旅游区居民满意度100%，游客满意度100%。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田洼村及周
边上村、南
坡、姜阳、
李原等5个村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群众近1万
日
人，其中贫
困户73户226
人。

受益人2560
人，其中99
户328人

35户115人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数量1个，贫困地区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面积1500平方米，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示范建设数1个，贫困地区旅游景
点开发数量1个；质量指标-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质量达标率100%；时效指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按期完成率100%；成本指标-每孔窑洞补助标准5万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乡村旅游带动增加贫困村收入2.4万元，乡村旅游带动增
加贫困人口收入9.6万元，旅游产品收入比上年增长率100%；社会效益指标-贫困地
区乡村旅游开发景点接待游客数量≥18000人，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2户，带动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120人；生态效益指标-旅游区垃圾处理率≥90%；可持续影
响指标-旅游基础设施持续使用年限≥25年，开发乡村旅游景点正常运营年限≥2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旅游行业经营主体满意度100%，参与旅游扶贫
项目贫困群众满意度100%，旅游区居民满意度100%，游客满意度100%。

一、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1、30间砖混门面房，每间25平方左右，投资3万元，
合计90万；钢构大棚6个，每个240平方投资10万元，合计投资60万；地坪及道路硬
化2000平方米，每平方米按100元计，合计20万；土地平整、填方及部分路面铺垫砂
石、围墙建设、厕所等配套设施60万。2.质量指标：项目收益中村集体经济分配比
例20%，贫困户分配比例80%。3.时效指标：2020年11月底竣工，按期完成率100%
。
二、效益指标。1.经济指标：可吸纳固定商户30户、解决临时摊位100个；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12万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收入≥9万元。2.效益指标-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73户；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26人。 三、满意度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街道群众及商户满意度100%、田洼村村贫困人员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改造烟叶炕房≥300座，贫困地区科技服务、技术指导和农业
科技培训人数≥200人次；质量指标-烟叶炕房使用率≥95%；时效指标-2020年6月30
日前完成。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烟叶种植可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99户。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项目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核桃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人
数35户115人;参与扶贫项目贫困人数30户100人;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5户15
人.
质量指标-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20%，项目收益中贫困户分配比例80%；
时效指标-项目建设进度是否按时：是，收益是否按时分配：是
成本指标-固定资产大于等于502万元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0.8万元，贫困人口年资
产收益3.2万元；项目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年收入 ：4000元。
社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5户115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数30户100人；带动无劳动能力贫困人数5户15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可持续经营
大于5年以上。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资产入股贫困人口满意度100%；收
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100%；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满意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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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旅局

文广旅局

商科工局

烟办

林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底张乡

1、建设醉香园景观大门2、
建设窑洞式酒窖4个，约400
立方米，3、建设古法酿酒
2020年洛宁县底张乡草
文化展示园区，4、建设古
庙岭村醉香园旅游接待
法酿酒生产办公区两层，5
中心项目
、厂区道路硬化约600平方
米，6、广场铺装及景观小
品。

2.3.5.5

景阳镇

马店镇

2020年洛宁县景阳镇苹 以资金投资模式，财政资金
果苗木组培繁育中心扶 投资300万元，作为流动资
贫项目
金，不形成固定资产

以资金投资模式，财政资金
投资390万元，作为流动资
2020年洛宁县马店镇樱
金，不形成固定资产，投入
桃种植示范园资产收益
到洛宁县永丰现代农业投资
项目
开发有限公司樱桃种植示范
基地建设项目。

2.3.6.1

2.3.6.2

2.3.6 2020年园艺局3个资产投资收益集体经济项目

上戈镇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众 新建两层1300㎡游客接待中
森游客接待中心资产收 心一处，包含主体建设、内
益扶贫项目
部装修和水、电配套设施。

2.3.5.4

乡（镇）

罗岭乡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3.5.3

项目名称

草庙岭村

杜河村

贾沟村

村

建设地点

投资295万元入股洛宁大地
2020年洛宁县罗岭乡贾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
沟村印象春楸旅游扶贫 印象春楸生态园设施建设，
每年按资金8%收益，受益
资产托管收益项目
贫困户60户113人。

序号

项目内容

390.00

300.00

890.00

150.00

195.00

295.00

合计

390.00

300.00

890.00

31.80

中央资金

0.00

118.20

195.00

295.00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0.00

市级资金

0.00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30户65人

一、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建设醉香园景观大门；建设窑洞式酒窖4个，约400立
方米；建设古法酿酒文化展示园区；建设古法酿酒生产办公区两层；厂区道路硬化
约600平方米；广场铺装及景观小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积5000平方米。旅游
扶贫示范建设数1个，旅游景点开发数量1个。2、质量指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质量
达标率100%。3、时效指标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按期完成率100%。4、成本指
标：建设标准150万元。
二、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可带动我乡6个村每年集体经济增收。旅游产品
收入比上年增长率100%。2、社会效益指标：开发景点接待游客数量10000人。受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0户。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30户。3、生态效益指标：
旅游区垃圾处理率 90%以上。4、可持续影响指标：旅游基础设施持续使用年限25年
以上。开发乡村旅游景点正常运营年限25年以上。
三、满意度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旅游行业经营主体满意度100%。2、参
与旅游扶贫项目贫困群众满意度100%。3、旅游区居民满意度 100%。游客满意度
100%。

完工时间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数1个；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13个；
带动贫困户130户558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
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果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24万元，每个村增收0.48万元， 130户558人
贫困户每年增收≥24.96万元，户均增收≥1900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77户237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数1个；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8个；
带动贫困户77户237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
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园艺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4.8万元，其中西山底村、杨岭村
和中方村每个村增收0.8万元，张洼村、张沟村、汤沟村、孟村和王阳村每个村每个
行政村增收0.48万元；贫困户每年增收≥19.2万元，户均增收≥2400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36户74人

60户113人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一、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数量1个。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面积1300平方米。旅游扶贫示范建设数1个。旅游景点开发数量1个。2、质量指
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质量达标率100%。3、时效指标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按期
完成率100%。4、成本指标：建设标准195万元。
二、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乡村旅游带动增加贫困村收入3.12万元。乡村旅
游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1.25万元。旅游产品收入比上年增长率100%。2、社会效益
指标：开发景点接待游客数量20000人。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36户。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脱贫数36户。3、生态效益指标：旅游区垃圾处理率 90%以上。4、可持
续影响指标：旅游基础设施持续使用年限25年以上。开发乡村旅游景点正常运营年
限25年以上。
三、满意度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旅游行业经营主体满意度100%。2、参
与旅游扶贫项目贫困群众满意度100%。3、旅游区居民满意度 100%。游客满意度
100%。

一、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数量4个。贫困地区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积1500平方米。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示范建设数1个。贫困地
区旅游景点开发数量1个。贫困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数量1个。贫困地区民宿改造
数量3个。2、质量指标 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质量达标率100%。3、时效指
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按期完成率100%。
二、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该项目实施完工后，每年8%保底收益23.6万元,
共惠及60户113人，户均增收约1000元，共6万元。剩余1部分用于罗岭，前河，沪
池，贾村，路沟，沟沿，韩沟，蛇沟，园子等9个非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
旅游产品收入比上年增长率15%。3、社会效益指标：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景点接
待游客数量15000人。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113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数113人。3、生态效益指标：旅游区垃圾处理率100%。4、可持续影响指标：旅游
基础设施持续使用年限20年以上。开发乡村旅游景点正常运营年限20年以上。
三、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旅游行业经营主体满意度100%。参与旅游
扶贫项目贫困群众满意度98%以上。旅游区居民满意度98%以上。游客满意度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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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局

园艺局

文广旅局

文广旅局

文广旅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建设任务）

3.1

长期贷款资金1540万元，专
2020年洛宁县易地扶贫 项基金660万元，县级应负
搬迁融资资金县级利息 担长期贷款利率按1.3%测
算，专项基金利率按1.2%
项目
进行测算。

三、项目管理费

按照金融系统统计户贷6926
2020年洛宁县小额贷款 万元，给予贫困户最高5万
贴息项目
元不高于同期基准利率贴息
。

-

2.4.5

2.5.1

2000元/人

对300名接受短期技能培训
2020年洛宁县2019年下
并获得技能证书的农村建档
半年第二批雨露计划短
立卡贫困人口进行补贴（其
期技能培训
中1人为c类补贴1500元）

2.5 金融扶贫

2000元/人

2020年洛宁县下半年雨 对150名接受短期技能培训
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项 并获得技能证书的农村建档
目
立卡贫困人口进行补贴

2.4.4

洛宁县

全县各乡
镇

16个乡镇

16个乡镇

0.00

682.74

17.74

300.00

300.00

29.12

29.12

200.00

中央资金

300.00

300.00

59.95

30.00

80.00

2000元/人

2020年洛宁县上半年雨 对400名接受短期技能培训
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项 并获得技能证书的农村建档
目
立卡贫困人口进行补贴

2.4.3

16个乡镇

98.20

2020年洛宁县2019年秋 对655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1500元/学期/
16个乡镇
季第二批雨露计划职业 的在校大、中专学生进行补
人
贴（其中1人已补贴500元）
教育补贴项目

2.4.2

200.00

合计

225.00

全县各乡
镇

村

对1500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2020年洛宁县春季雨露
1500元/学期/
16个乡镇
的在校大、中专学生进行补
计划职业教育补贴项目
人
贴

上戈镇

乡（镇）

2.4.1

补助标准

493.15

2020年洛宁县上戈镇苹
购置超越公司200亩结果期
果产业村集体经济资产
苹果园。
收益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2.4 能力建设

2.3.6.3

序号

项目内容

0.00

0.00

59.95

30.00

80.00

98.20

87.69

355.84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0.00

0.00

108.20

108.20

市级资金

17.74

682.74

0.00

0.00

县级资金

绩效目标

655人

400人

150人

300人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接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补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人数≥
655人；质量指标-接受职业教育补助的学生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占比100%，资助
标准达标率100%； 时效指标-资助经费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接受职业教育的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子女生资助标准1500元/学期。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全程全部接受资助的比例100%。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助学生满意度 100%，受助学生家长满意度
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家庭子女免费职业培训人数≥400人；质量指标-职业培
训补贴发放准确率100%； 时效指标-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100%，补贴资金在规
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100%；成本指标-职业培训补贴人均标准（元）2000元/人。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有效拓宽取得技能证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就业渠道
。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职业技能培训对象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家庭子女免费职业培训人数≥150人；质量指标-职业培
训补贴发放准确率100%； 时效指标-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100%，补贴资金在规
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100%；成本指标-职业培训补贴人均标准（元）2000元/人。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有效拓宽取得技能证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就业渠道
。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职业技能培训对象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贫困家庭子女免费职业培训人数≥300人；质量指标-职业培
训补贴发放准确率100%； 时效指标-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100%，补贴资金在规
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100%；成本指标-职业培训补贴人均标准（元）2000元/人。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有效拓宽取得技能证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就业渠道
。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职业技能培训对象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建设800户3066人易地搬迁安置点融资利息；质量指标-项目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提高易地搬迁安置户生活便利程度，饮水卫生方便，减少人
畜疾病，节约医药费用；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使用年限内≥5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户贫困人口满意度≥98%。

800户3066人
易地搬
迁安置户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小额贷款贴息总户数16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贷款总金
额6926万元；
质量指标-小额贷款还款率达100%，小额贷款贴息利率不高于同期基准利率；
时效指标-小额贷款贴息及时拨付率100%；
1684户5557
成本指标-小额贷款金额标准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5万元以下的信用贷款。
人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小额贷款贴息标准为贴息金额不高于同期基准利率；社
会效益指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比100%；可持续影响指标-小额贴息实行周期1
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享受小额贴息项目贫困人口满意度100%。

1500人

62户115人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时间进度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12月20
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12月5日

2020年2月10日 2020年4月20日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7月20日

2020年2月5日 2020年4月20日

2020年3月5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3月28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0日
日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接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补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人数≥
1500人；质量指标-接受职业教育补助的学生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占比100%，资
助标准达标率100%； 时效指标-资助经费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接受职业教育
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子女生资助标准1500元/学期。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全程全部接受资助的比例100%。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助学生满意度100%，受助学生家长满意度
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带动集体经济乡镇个数1个；带动集体经济村委会个数13个；
带动贫困户62户115人；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
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水果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24万元，每个村增收0.48万元，
贫困户每年增收≥24.96万元，户均增收≥4000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户收入；工程使用年限≥15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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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扶贫办

园艺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3月20日

2020年12月30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12月30日

2020年7月30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洛宁县

洛宁县

洛宁县

洛宁县

洛宁县

洛宁县

洛宁县

2020年洛宁县安全饮水 饮水安全项目独立费（设计
项目管理费用
费、监理费、管理费）

2020年洛宁县扶贫办项 龙头企业项目、到户增收项
目设计、建立和管理费
目管理费

2020年洛宁县林业局项 项目管理费用、资产收益扶
贫项目设计及监理费用
目管理费

2020年洛宁县农业农村 项目管理费用、资产收益扶
贫项目设计及监理费用
局项目管理费

2020年洛宁县人社局项 项目管理费用、资产收益扶
贫项目设计及监理费用
目管理费

2020年洛宁县商科工局 项目管理费用、资产收益扶
项目管理费
贫项目设计及监理费用

3.4

3.5

3.6

3.7

3.8

3.9

2020年项目管理费

2020年洛宁县村内道路
项目管理费

3.3

乡（镇）

洛宁县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通组道路
2020年设计全长35.414公里
项目设计费

项目名称

村

建设地点

3.2

序号

项目内容

20.00

10.00

170.00

15.00

80.00

130.00

24.00

115.00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投入资金规模
市级资金

20.00

10.00

170.00

15.00

80.00

130.00

24.00

115.00

县级资金

-

-

-

-

-

-

-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68个，6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68个，监
理覆盖项目个数≥68个，6月底前资金拨付率≥80%；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项目资金完成性≥80%；成本指标-项目管理费资金额度10万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95%，项目公示公告率≥100%；可持续
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95%。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受益群众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68个，6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68个，监
理覆盖项目个数≥68个，6月底前资金拨付率≥80%；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项目资金完成性≥80%；成本指标-项目管理费资金额度93万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95%，项目公示公告率≥100%；可持续
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95%。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受益群众满意度≥98%。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6个扶贫项目设计、实施监督等手续，使项目顺利实施；
质量指标-项目实施率100%；时效指标-项目开工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100%；社会效益指标-职工支持扶贫率
100%；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率100%。
3.满
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受益户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26个，6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26个，监理覆
盖项目个数26个，6月底前资金拨付率100%；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100%，项目
资金完成性100%；时效指标-当年项目管理费报销及时率100%。
农业农村局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100%，项目公示公告率100%；可持续
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100%。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1个，管理项目资金数≥300万元，12月底
前项目竣工个数≥1个，12月底前资金拨付率100%；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项目资金完成性100%；时效指标-当年项目管理费报销及时率100%；成本
指标-项目管理费资金额度≥1.5万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100%；社会效益指标-项目公示公告率
100%；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100%。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受益群众满意度≥99%。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1个，6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1个，监理
覆盖项目个数≥1个，6月底前资金拨付率≥97%；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100%，项
目资金完成性100%；时效指标-当年项目管理费报销及时率≥95%。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100%；社会效益指标-项目公示公告率
100%；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100%。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 36 —

商科工局

人社局

林业局

扶贫办

水利局

交通局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38个，6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38个，6月
底前资金拨付率≥80%；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
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交通项目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
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
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2020年3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开工时间

2020年11月10
日

2020年11月10
日

完工时间

时间进度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2020年5月1日 2020年11月5日

2020年5月1日 2020年11月5日

2020年5月1日 2020年11月5日

2020年5月1日 2020年11月5日

2020年5月20
2020年3月5日 2020年11月5日
日

2020年5月20
2020年11月10
2020年3月10日
日
日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38个，6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38个，6月
底前资金拨付率≥80%；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
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交通项目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时效指标－项目
投入使用时间2020年6月。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硬化路率100%，受益村居民出行平
均缩短时间≥0.5小时；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可持续影响指
标-工程使用年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100%，全部受益人口满意
度100%。

交通局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2020年11月30日

2020年11月30日

2020年11月30日

2020年11月30日

2020年11月30日

2020年11月10日

2020年11月10日

2020年11月1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聘用卫
2020年洛宁县疫情期间 生保洁员新增疫情期间保洁
农村卫生保洁员工资补 员787人，工资按每月500 500元/月/人
元标准发放，疫情期间1-6
贴项目
月工资补贴。

洛宁县

洛宁县

2020年洛宁县园艺局项 项目管理费用、资产收益扶
贫项目设计及监理费用
目管理费

3.13

4.1

洛宁县

2020年洛宁县住建局项 项目管理费用、项公益岗位
项目、危房改造项目管理
目管理费

3.12

五、其他扶贫项目

洛宁县

2020年洛宁县烟叶生产 项目管理费用、资产收益扶
贫项目设计及监理费用
发展中心项目管理费

3.11

乡（镇）

洛宁县

（建设任务）

补助标准

2020年洛宁县文化广电 项目管理费用、资产收益扶
和旅游局项目管理费
贫项目设计及监理费用

项目名称

380个行政
村

村

建设地点

3.10

序号

项目内容

5.00

20.00

60.00

县级资金

435.75

435.75

537.45

0.00

市级资金

537.45

0.00

省级资金

16.00

0.00

中央资金

16.00

5.00

20.00

60.00

合计

投入资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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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局

园艺局

2128人

-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11个，6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11个，6
月底前资金拨付率≥85%；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100%，项目资金完成性≥90%
。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98%；社会效益指标=项目公示公告率
100%；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100%。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公益岗位数量2118名，受益户16个乡镇381个村；质量指标项目完成合格率100%；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成本指标-定额标准
500元/月，发放二季度。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可以改善群众生活条件，提高环境卫生质量。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卫生保洁人员满意度100%，受益群众满意度
100%。

-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23个扶贫项目设计、用于项目论证、实施、验收等相关
的材料费、评估费、劳务费，及必要设备购买；质量指标-工程建成后合格率
100%；时效指标-项目实施率100%，项目开工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100%；社会效益指标-项目公示公告率
100%；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率100%。
3.满
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受益户满意度100%

住建局

-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1个，管理项目资金数≥150万元，6月底
前项目竣工个数≥1个，监理覆盖项目个数≥1个，6月底前资金拨付率≥97%；质量指
标-项目验收合格率100%，项目资金完成性100%；时效指标-当年项目管理费报销及
烟叶生产发
时率≥95%。
展中心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100%；社会效益指标-项目公示公告率
100%；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100%。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受益群众满意度100%。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无需招投标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完成招投标
数量
时间

-

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设计项目个数1个，6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1个，8月底前
项目竣工个数2个，10月底前项目竣工个数3个，除质保金外10月底前资金拨付率≥
100%；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100%，项目资金完成性≥98%；时效指标-当年项
文化广电和
目管理费报销及时率≥95%；成本指标-项目设计及监理费资金额度10万元。
旅游局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项目绩效实现率≥95%，项目公示公告率≥100% ；可持续
影响指标-保障项目的优先管理和实施≥95%。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受益群众满意度≥95%。

责任单位

洛宁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扶贫项目明细表

完工时间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1日

2020年5月1日 2020年11月5日

2020年5月1日 2020年11月5日

2020年5月1日 2020年11月5日

2020年5月1日 2020年11月5日

开工时间

时间进度

2020年6月31日

2020年11月30日

2020年11月30日

2020年11月30日

2020年11月30日

完成验收时间

备注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