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计（103个项目） 国家专项 2700

一、集镇基础设施建设  50

1 三岔集镇建设 三岔集镇办 马 龙
集镇及
周边

排水、绿化、亮化、地坪、道路及垃圾收
集处理、农贸市场、文化广场等建设

国家专项 50

二、乡村基础设施项目 315

㊀村级道路硬化项目 275

1 道帏乡贺隆堡塘村村村道硬化项目 县较少办 马玉德 贺隆堡塘村 村道硬化1.5公里。 国家专项 45

2
白庄镇乙日亥村扶贫产业园区道路硬化
项目

县较少办 马玉德 乙日亥村 村道硬化1.5公里。 国家专项 45

3 街子镇波拉亥村道硬化项目 县较少办 马玉德 波拉亥村 村道硬化1公里。 国家专项 30

4 街子镇孟达山村村道硬化 县较少办 马玉德 孟达山村 村道硬化1.5公里。 国家专项 45

5 河北加入村道路硬化。 县较少办 马玉德 加入村 村道硬化0.50米。 国家专项 15

6 街子镇果实滩村村道硬化项目 县较少办 马玉德 果实滩村 村道硬化1.0公里。 国家专项 30

7 清水乡孟达谷子滩通道硬化项目 县较少办 马玉德 谷子滩 通道硬化1.0公里 国家专项 30
8 街子镇古及来村村道硬化项目 县较少办 马玉德 古及来村 村道硬化0.5公里。 国家专项 15
9 街子镇弃渣场道路硬化项目 县较少办 马玉德 吾土村 村道硬化650公里。 国家专项 20
㊁水利设施项目 25

1 街子镇孟达山村防洪治理项目 县较少办 马玉德 孟达山村
修建砼挡土墙（120MX10MX1.2M）
、砼排洪明渠100米。

国家专项 25

㊂煤炭市场环保整治项目 15

1 清水乡煤炭交易市场 市场监管局 马永强 瓦匠庄 建封闭式防尘大棚2000㎡。 国家专项 15

三、特色产业项目 1439
㊀特色养殖业 371

建设单位
或

负责人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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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循化县海鸿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晓鹏 苏志库区 购置加工安装圆形养鱼网3组。 国家专项 25

2
循化县安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家禽养殖项目

查汗都斯乡 韩维良 阿河滩村 修建禽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3 循化县古什群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项目 查汗都斯乡 马乙四夫 古什群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4 循化县吉宝牛羊养殖合作社基建项目 积石镇政府 韩奴海 西沟村大庄
扩建草料房等辅助用房150㎡；维护围墙
120 m，场地硬化250㎡，粉碎机等设备一
台（套）。

国家专项 11

5 循化县天泽牛羊养殖有限公司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 凌 牙藏村 修建畜棚25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5

6 循化县福兴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养殖项目 街子镇政府 马吉良 托龙都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7 循化县大别列村养殖基地 积石镇政府 马牙古白 大别列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8 循化县顺意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马胡才 赞下村 修建畜棚25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5

9 循化县塘才山生态养殖项目 清水乡政府 韩舍乙卜 塘塞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10
循化县建福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基建
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马建福 大庄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11
循化县佰乃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建项
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再乃白 苏志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12 循化县裕森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建项
目

积石镇政府 马世雄 托坝村 修建畜棚25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5

13
循化县贝海园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建
项目

积石镇政府 马德清 托坝村 修建畜棚25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5

14 循化县华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国庆 赞下村 修建畜棚25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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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循化县伊纽养殖家庭牧场基建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 忠 苏志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16 循化县世才养殖家庭牧场基建项目 街子镇政府 韩木汗买 孟达山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17 循化县佳源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建项目 街子镇政府 韩世才 孟达山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18 循化县君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清水乡政府 韩鹤龄 上庄村 修建畜棚25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5

19 循化县德顺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基建项
目

积石镇政府 马成德 大别列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20 循化县咏恩养殖家庭牧场基建项目 积石镇政府 韩亥力录 西沟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21 循化县丰盛生产养殖基建项目 积石镇政府 马永忠 丁江村 修建加工包装车间及附属用房145
㎡

国家专项 10

22
循化县晓宇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建项
目

白庄镇政府 闫热麦钻 养殖园区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23 循化县白西日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建项目 街子镇政府 韩白西日 塘坊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24 循化县兴发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建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忠华 赞下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25 循化玉福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福明 朱格村 修建畜棚3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20

26 青海珍林养殖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白庄镇政府 黄 鹏 下庄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27
循化县雨田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养殖项
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闫利明 养殖园区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28 循化县圣牧生态牛羊养殖合作社项目 白庄镇政府 马福成 下拉边村 修建畜棚25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5

29 循化县景丽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项目 积石镇政府 马胡才 河北迁移村 修建畜棚25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30 循化县鼎禹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哈七麦 赞下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31 循化县宝华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项目 积石镇政府 杨宝华 线尕拉村 修建畜棚200㎡及附属设施。 国家专项 10
㊁特色种植业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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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循化县奥斯曼特色农牧业专业合作社 县农牧局 韩思忠 上庄村 整理耕地及特色果蔬种植80亩。 国家专项 25

2 循化县裕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县农牧局 马明胜 农业园区 维修蔬菜大棚40栋。 国家专项 20

3 循化县舒香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县农牧局 马 诚 查乡大庄
基地道路硬化2500㎡，改良土壤
120亩。

国家专项 10

4 循化县雪纯牧业有限公司种植项目 白庄镇政府 马 勇 科哇村 种植饲草500亩。 国家专项 10

5 循化县伟华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马存得 哈达亥村 蔬菜大棚通道硬化2100㎡ 国家专项 10

6
循化县果丰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建项
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马麻尼 哈达亥村
改良土壤及种植特色果品苗木150
亩，修建管理及附属用房。

国家专项 10

7
循化县清水乡沙棘生态林种植基地基建
项目

清水乡政府 韩 谦 瓦匠庄村 平整和改良土壤500亩。 国家专项 10

8 循化县卫祥农业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项
目

街子镇政府 马哈七麦 苏哇什村 平整土地50亩。 国家专项 10

9
循化县友林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建项
目

街子镇政府 韩牙古白 果实滩村
修建管护房40㎡，更换铁艺围栏
400m,购置安装林地大门一座。

国家专项 10

10 循化县拉西滩核桃种植合作社基建项目 积石镇政府 韩海霞 西沟村
土地改良18亩，架设网围栏790
米，渠系改造860m.

国家专项 10

11 循化县高原红花卉栽培专业合作社项目 农业园区办 马玉芬 农业园区 扩建种植基地35亩，渠系改造425m 国家专项 10

12 循化县福苏大葱种植基地项目 街子镇政府 韩国强 苏哇什村 实施改良土壤，扩大种植面积。 国家专项 10

13 积石镇加入村特色种植项目 积石镇政府 马 磊 加入村
砌围墙200米，新建100吨蓄水池一
座。

国家专项 10

14 清水下庄村特色种植业项目 清水乡政府 韩乙四夫 下庄村 平整土地、渠系改造。 国家专项 10

15 积石镇加入村土地整理 积石镇政府 肖绍全 加入村 平整土地、渠系改造。 国家专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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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积石镇下滩旅游开发项目 县农牧局 车军利 下滩村 平整土地、渠系改造，生态绿化。 国家专项 50

17  循化县曼青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韩血日夫 中庄村

 平整土地80亩，架设网围栏3000m
、管理房40㎡。

国家专项 10

18  循化县创丰果树种植合作社项目 积石镇政府 靠而巴 沙坝塘村  渠系改造100亩。 国家专项 15

㊂清真产业小微企业扶持项目 808

1 化青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县经商局 韩德清 工业园区 平整场地及配套基建、环境整治。 国家专项 50

2 青海春池食品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县经商局 马 英 工业园区 修建加工车间100㎡及购置灌装设
备

国家专项 20

3
循化县麦味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扩建
项目

县经商局 何正财 下白庄村
修建加工车间100㎡及购置灌装设
备

国家专项 20

4 循化县速洁洗涤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县经商局 马牙三 大庄村 修建附属车间100㎡及购置设备。 国家专项 15
5 循化县博艺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县经商局 马德功 工业集中区 改建产品展厅600㎡。 国家专项 40
6 青海省伊之纯工贸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县经商局 马  磊 工业集中区 修建加工车间100㎡及购置设备。 国家专项 20

7 循化县圣手撒拉族木雕艺术有限公司项
目

县经商局 韩海明 工业集中区 购置电脑雕刻机2台（套）。 国家专项 15

8 青海天香两椒生产线改造提升项目 县经商局 韩德林 天盖村 修建加工车间300㎡及购置配套设
备

国家专项 50

9 青海省仙红线椒集团有限公司 县经商局 韩文成 工业集中区 修建加工车间300㎡及购置配套设 国家专项 50
10 青海孟达矿泉水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县经商局 马智云 清水大庄 修建加工车间450㎡。 国家专项 20
11 青海伊素利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县经商局 韩胡才尼 丁江村 修建加工车间200㎡。 国家专项 15
12 循化县龙腾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县经商局 马启龙 加入村 修建加工车间600㎡。 国家专项 50

13 循化县圣驼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项目 县经商局 韩它亥日 吾土村 装潢加工车间600㎡。 国家专项 30

14 循化县启远小微企业咨询服务公司 县经商局 韩兴国 融和大厦 购置安装设备10台（套） 国家专项 10

15 循化县伊燕民族用品加工项目 县经商局 陕美元 沙坝塘村 修建加工车间100㎡。 国家专项 10

16 青海元凯生态资源有限公司项目 县经商局 韩海勇 线尕拉1号购置安装设备10台（套） 国家专项 50

17 循化建顺劳务有限公司项目 县经商局 马建峰 粮食局大院 添置修建公里、桥梁设备。 国家专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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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循化县晨辉商贸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县经商局 韩 浩 民主村 修建加工车间100㎡。 国家专项 10

19 循化县大红袍花椒开发有限公司项目 县经商局 鲁振清 县城东街 装潢加工车间500㎡。 国家专项 10

20 培训企业家经营管理项目 县经商局 剌成录 县 城 委托第三方开展培训企业家法律、经
济管理、产品营销等内容知识，举办2

国家专项 50

21 青海达山清真肉业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工业园区办 韩学智 工业园区 修建加工车间400㎡及购置配套设备 国家专项 80

22 青海丝路物流中心基建项目 工业园区办 韩乙四夫 工业园区 修建物流库房600及配套设施. 国家专项 80
23 青海省麦佳旅游文化产品开发项目 工业园区办 韩海祥 工业园区 修建加工车间100㎡及购置设备。 国家专项 20
24 青海粒粒康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项目 工业园区办 韩文林 工业园区 修建加工车间300㎡及购置配套设 国家专项 40
25 青海农丰果蔬开发有限公司项目 工业园区办 韩乙布拉 工业园区 修建钢结构零售交易大棚500㎡。 国家专项 38

四、旅游业基建项目 410

1 波浪滩旅游基建项目 文旅体局 韩兴旺 河北波浪滩 修建管理配套用房400㎡。 国家专项 50

2 撒拉族故里基建项目 文旅体局 马有福 马家村 修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270㎡民俗
园

国家专项 100

3 循化骆驼泉景区基建项目 文旅体局 沈英才 骆驼泉景区
铺设广场6000㎡花岗岩大理石及亮
化、绿化。

国家专项 200

其中

100万

元由县

财政补

助。

4 乙日亥村旅游环保项目 白庄镇政府 韩乙拉四 乙日亥村 修建一座150m³的化粪池。 国家专项 20

5 循化县奥伊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街子镇政府 韩 鹏 孟达山村
修建硬化停车场3000㎡、广场铺花
砖1500㎡、雕塑1座。

国家专项 40

五、社会公共事业及其它项目 486

1 街子镇古及来村整修广场项目 街子镇政府 韩昱恒 古及来村 建设篮球场地硬化及配套设施项目。国家专项 30

2 查汗都斯乡下庄村村务广场基建项目
查汗都斯乡

政府
陈国华 团结村 广场硬化、亮化及配备健身器材等。国家专项 35

3 撒拉民族商贸发展项目 县市场监管局 孙娟 县城东门 维修撒拉民族商贸经营场地500㎡。 国家专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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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合计

4 循化县苏通市场建设项目 县市场监管局 孙亮亮 十里经济带 建设封闭式交易市场。 国家专项 40

5 甲秀农贸市场基建项目 县市场监管局 马 军 伊麻木村
管理及配套用房120㎡及铁艺花式
围墙100m。

国家专项 80

6 循化县伊兴农产品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基建项目 县市场监管局 韩建新 南环路 修建冷藏库100㎡、储存库300㎡。 国家专项 50

7 循化县宣传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广告牌 县委宣传部 苏呈清 省道沿线 制作安装户外宣传广告牌4个。 国家专项 25

8 循化县驾考中心基建项目 县公安局 韩英华 加入村 场地硬化8000㎡。 国家专项 80

9 列支项目管理费 县较少办 马玉德 县城
用于规划编制、项目评估、检查验收、成
果宣传、档案管理以及县级以下扶贫会议
经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开支。

国家专项 26
按1%的

比例

10 循化圣泉旅游开发基地项目 县林业局 韩志雄 羊圈沟 通道亮化有线路灯60盏。 国家专项 20

11 循化县餐厨垃圾处理基建项目 城建局 何元庆
河北垃圾
填埋场

修建围墙120米（高3.2米）、平整
土地5亩。

国家专项 30

12 街子园区民俗街项目 县住建局 韩文德 街子镇政府 修建街面铺设及装饰。 国家专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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