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化县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建设

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实施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 筹资方式 收益对象 绩效目标 带农富农联农机制 备注

合计 15588

一 产业项目 9360

1
街子镇乡村振兴农副产品加工孵化车
间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循化县产业园内 2022年
清真食品（民族用
品）产业园区管委

会

建设2栋标准化农副产品加工车间及配套的给排水、供暖
管网、道路硬化、线路等。厂房总建筑面积为10000平方
米。

30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和其他资金
街子镇17个行政村

1.按照市场价格对农畜产品经营
主体进行租赁，租金用于壮大街
子镇17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    
2.带动周边有意愿群众就业；  
3.解决周边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解决周边脱贫群众农产品销售难
问题，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加
收入。

2
查汗都斯乡苏志村核桃基地提质改造
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查汗都斯乡苏志村 2022年 自然资源和林草局

更新改良核桃园600亩，引进优质高产薄皮核桃苗，更新
改造低产核桃林350亩；引进优质高产冰糖心富士苹果
苗，更新改造低产苹果林250亩；水渠、道路、外墙围栏
等建设设施及线辣椒套种。

32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盘活该村原有无收益核桃园≥
600亩；                     
2.改良原核桃园600亩，提高产
量，增加户均收入1000元。

改良品种，增加产量，提高群众
收入。

3 循化县查汗都斯乡花椒种植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查汗都斯乡 2022年 自然资源和林草局
种植苗木7.64万株，修建提灌站20平方米，蓄水池
400方，挖穴栽植2000亩，道路建设200米，提灌站设备
及电力配套设施2套，滴灌灌溉设施等。

3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壮大村集体经济；          
2.带动周边群众就业≥10人；  
3.增加群众收入。

带动周边8个村低收入群众增收
。

4
积石镇托坝果园新型果品栽培及配套
设施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积石镇托坝村 2022年 自然资源和林草局
在150亩托坝果园栽培新型果品（樱桃树、苹果树、花椒
树等）约6300颗，配套建设果园围墙约2000米，修建
3000米田间道路及其他配套设施。

2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盘活该村原有无收益核桃园≥
150亩；                     
2.改良原核桃园150亩，提高产
量，增加户均收入1000元。

1106户3912人从中得到收益。

5 循化县线辣椒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积石镇、清水乡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河北片区及下滩村土地平整、改良500亩，水利设施配套
。

3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及群众
积极带动300户线辣椒为主的种
植户，亩均收入达4000元以上。

带动6个村近1200户收益。

6 文都乡牙训村油菜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文都乡牙训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购置油菜种植农用机械：包括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
、货车等。

55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及群众
1.购置农机≥5台；           
2.村集体经济增收≥2万元/年。

采用群众种植，租用农用机械收
割；村集体收购油菜籽进行二次
加工并出售，所得收益进行分红
。

7 文都乡牙训村牛羊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文都乡牙训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建设牛羊畜棚800㎡，购置牛羊400头（只）。 15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及群众

1.建设牛羊畜棚≥800㎡；       
2.购置牛羊400头（只）。     
3.养殖家畜家禽成活率95%；   
4.村集体经济增收≥6万元/年。

通过设立工作岗位，雇佣村内剩
余劳动力，特别是脱贫人口，参
与养殖和管理全过程，采取基础
工资加绩效考核的方式发放劳动
报酬。

8 文都乡拉龙哇村藏羊扩建项目 产业项目 扩建 文都乡拉龙哇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建设畜棚、饲料仓库等设施，购置牛羊300只。 1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及群众
1.购置牛羊300头（只）。     
2.养殖家畜家禽成活率95%；   
4.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年。

通过设立工作岗位，雇佣村内剩
余劳动力，特别是脱贫人口，参
与养殖和管理全过程，采取基础
工资加绩效考核的方式发放劳动
报酬。

9 文都乡哇库村西蒙塔尔牛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文都乡哇库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建设畜棚、饲料仓库等设施，购置西门塔尔牛30头。 1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及群众
1.购置牛30头（只）。        
2.养殖家畜家禽成活率95%；   
4.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年。

通过设立工作岗位，雇佣村内剩
余劳动力，特别是脱贫人口，参
与养殖和管理全过程，采取基础
工资加绩效考核的方式发放劳动
报酬

10
循化县线辣椒种植及购置机械奖补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积石镇，查汗都斯

乡，清水乡、街子镇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种植线辣椒3000亩，每亩奖补200元，购置线辣椒种植机
械补贴。

8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及群众
1.盘活3000亩撂荒土地；      
2.亩均增收≥4000元。

带动4乡镇22村近1200户农户进
行增收致富。

11
白庄镇（下白庄村、民主村）农副产
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白庄镇下白庄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新建白庄镇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占地面积10亩，搭建钢
结构房30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

6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两村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
/年；                        
2.实现全镇农副产品集中销售，
整治集镇农贸市场“脏乱差”现
象。

壮大两村村集体经济，带动两村
低收入群众就业，实现群众增收
。

12 岗察乡高原牦牛养殖场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岗察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建设牦牛养殖场1座（修建畜棚、相关设备）。 5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牧民参与牛羊入股折股量化≥
3000万元；                  
2.年收益资金达12-18万元。

建设牦牛养殖场1座（修建畜棚
、相关设备）。

13 循化县小畜棚建设补助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各乡镇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在循化县新建牛羊养殖小畜棚200座，每座60平方米，每
座补助15000元。

5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养殖户
1.带动养殖户≥200户；       
2.实现脱贫户及低收入养殖户均
增收≥1000元。

带动200户养殖户增收。

14
查汗都斯乡下庄村集体经济林麝养殖
场发展

产业项目 新建 查汗都斯乡下庄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引进种源50只，新建林麝圈舍约55间约1000平米，成品
冷藏库30立方，饲草储备棚：120平米，围墙200米，水
泥地坪约800平米，水电基础设施，林麝养殖前期的饲养
成本等。

15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及群众

1.购买种源50只，新建林麝圈舍
约55间约1000平米，成品冷藏库
30立方，饲草储备棚：120平
米，围墙200米，水泥地坪约800
平米；                        
2.村集体经济增收≥6万元/年。

带动270户群众增加收入。

15 白庄镇来塘村牦牛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白庄镇来塘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搭建畜棚20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建设。 15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搭建畜棚2000平方米；      
2.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年。

增加群众收入，扩大养殖规模。

16 清水乡阿么叉村绒山羊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阿么叉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引进优质绒山羊2000只，蓄棚建设等。 1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引进优质绒山羊2000只；    
2.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年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带动群众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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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道帏乡铁尕楞村生猪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铁尕楞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3栋畜棚768㎡，饲料库204㎡，生猪200头。 1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新建蓄棚≥700㎡，饲料库≥
204㎡；                         
2.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年。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带动群众就
业。

18 尕愣乡建设绒山羊养殖基地 产业项目 新建 洛哇村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种养400只，饲养圈舍500平米，1200米的围墙及其他配
套设施。

8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购置种羊≥400只，饲养圈舍
≥500㎡。                      
2.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年。

1、群众出工2、承包者监管3、
群众收益。

19
循化县黄河菜篮示范园区产业道路工
程项目

产业项目 改建 查汗都斯乡大庄村 2022年 交通运输局 3条主干道沥青路面工程4.6公里及附属工程。 52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大庄村、中庄村全

体村民

1.新建产业道路硬化1.6公里； 
2.道路补助标准113万元/公里   
3.生产条件改善带动农业亩均产
量增加200-300元。

完善村内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提高农业产值，增加群众收
入。

20 循化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循化县 2022年 发改局、民宗局 实施1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 2055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群众

1.通过实施产业项目，壮大村集
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收入；  
2.实施基础设施项目，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

增加群众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

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

二 村基础设施 5793

21
循化县白庄镇至清水乡人饮提升工程
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 白庄镇、清水乡 2022年 水利局
新建管网64.59km，建设净化水厂1座，蓄水池5座，各类
阀门井183座等。

2000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4个乡镇村民

1.新建管网64.59km，建设净化
水厂1座，蓄水池5座，各类阀门
井183座等；                   
2.达到日供水量≥4902吨；    
3.彻底解决道帏乡、白庄镇、清
水乡、积石镇共11000户42807人
安全饮水问题。

彻底解决道帏乡、白庄镇、清水
乡、积石镇共11000户42807人安
全饮水问题。

22
循化县尕楞乡洛哇村农田灌溉工程和
涝池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 尕愣乡洛哇村 2022年 水利局
洛哇村农田灌溉工程4公里及配套管道和10000立方涝池
项目。

350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新建涝池1座，水系配套4公
里；                        
2.解决该村200亩种植地水源不
足问题；                      
3.生产条件改善带动农业亩均产
量增加300-500元。

盘活200亩左右低效耕地，提高
耕地产量，实现增产增收。

23
循化县积石镇西沟村人饮及灌溉设施
建设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 积石镇西沟村 2022年 水利局

改造涝池2座；改造泵房1座，更换机电设备，更换上水
压力管道1条，长85米，改造引水渠1条，长45米，改造
出水池1座；新建泵房1座，配套机电设备，新建上水压
力管道1条，长252米，新建出水口1座；衬砌干渠1条，
长750米。

300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改造该村涝池2座，泵房1座，
引水渠1条，出水池1座，新建泵
房1座，上水压力管道1条，新建
出水口1座；                 
2.解决平庄500余亩农田灌溉问
题；                        
3.解决该村120户饮水质量问题

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改善村民出
行及生产生活条件。

24 道帏乡吾曼道村涝池改造项目 村基础设施 改建 道帏乡吾曼道村 2022年 水利局 改造5000立方涝池一座。 250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改在村内涝池5000立方；      
2.解决该村农田灌溉问题；    
3.生产条件改善带动农业亩均产
量增加300-500元。

完善及巩固提升道路短板，改善
村民出行及生产生活条件。

25 街子镇三立方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 街子镇三立方村 2022年 交通局

沥青路面建设，其中：主道1300m（长）×6m（宽）
=7800㎡；干道：3000m（长）×3.5m（宽）=10500㎡，
铺设污水管网300米，提灌站更换水管350米，水渠维修
800米等。

300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改在沥青路面≥4.3公里；    
2.缩短贫困地区居民出行平均缩
短时间5分钟；               
3.更换提灌站水管350米，维修
水渠维修800米。

完善及巩固提升道路短板，改善
村民出行及生产生活条件。

26 积石镇上草滩坝村道硬化项目 村基础设施 改建 积石镇上草滩坝村 2022年 交通运输局 村级道路升级改造沥青路面及水泥砼路面约3.5公里。 280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全村群众
1.改在沥青路面≥3.5公里；    
2.缩短贫困地区居民出行平均缩
短时间

完善及巩固提升道路短板，改善
村民出行及生产生活条件。

27
街子镇街子河波拉海村波拉海中桥危
桥改造工程

村基础设施 改建 街子镇波拉海村 2022年 交通运输局 2孔16米钢筋砼T型梁桥及引线工程。 218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改造该村危桥1处；           
2.解决该村村民出行安全问题。

解决村民出行安全问题。

28
街子镇街子河羊巴扎村羊巴扎中桥危
桥改造工程

村基础设施 改建 街子镇羊巴扎村 2022年 交通运输局 2孔16米钢筋砼T型梁桥及引线工程。 216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改造该村危桥1处；           
2.解决该村村民出行安全问题。

解决村民出行安全问题。

29 白庄镇白庄村村道改造项目 村基础设施 改建 白庄镇下白庄村 2022年 交通运输局 村级道路升级改造沥青路面及水泥砼路面约5.8公里。 406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全体村民
1.改在沥青路面≥5.8公里；   
2.缩短贫困地区居民出行平均缩
短时间。

村内整洁，干净；缩短该村居民
出行平均缩短时间。

30 循化县农田灌渠建设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 8个乡镇 2022年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全县8个乡镇农田水毁道路，水渠维修项目。 500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8个村全体村民
1.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4500
亩。

提高耕地产量，实现增产增收。

31 循化县波浪滩绿化配套设施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积石镇波浪滩 2022年 自然资源和林草局

新增灌溉面积1350亩,土地平整1350亩,新建上水主压力
钢管1条,长1135m;支管4条,长3809m;斗管10条,长3317m;
分水井3座,阀门井14座,给水栓50个;镇墩 165座支墩330
座;蓄水池1座,管理房1座,田间道路2km;移栽苗木148500
株 。

661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及群众

1.新增灌溉面积 1350亩 ,土地
平整1350亩，新建上水主压力钢
管 1条，分水井3座,阀门井
14座,给水栓50个;镇墩 165座支
墩330座;蓄水池1座,管理房1座,
田间道路2km;移栽苗木148500株 
斗管10条2.发放劳务报酬≥

吸纳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和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
增加其收入。

以工代赈项目



循化县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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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循化县查汗都斯乡白庄村、新村、新
建村、下庄村、赞卜乎村道路硬化项
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
汗都斯乡白庄村、新
村、新建村、下庄村

、赞卜乎村
2022年 发展和改革局

查汗都斯乡白庄村道路硬化0.75公里；新村道路硬化
0.52公里；新建村道路硬化0.81公里；下庄村道路硬化
0.85公里，以上村道硬化路面宽度统一为3米。赞卜乎村
道路硬化1.18公里（其中路面宽度4米730米，宽度5米
450米）；混凝土排水边沟185米。

312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5村村民
1.道路硬化4110m；           
2.发放劳务报酬≥投资金额的
15%。

吸纳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和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
增加其收入。

以工代赈项目

三 就业帮扶 35

33 “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 就业帮扶 培训 循化县 2022年 乡村振兴局
对有意愿的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及低收入家庭成员进
行短期技能培训，计划培训40人次；

2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培训对象

1.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人次数≥40
人；                        
2.职业培训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3.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100%。

掌握一门技能，增加就业渠道。

34 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就业帮扶 培训 循化县 2022年 乡村振兴局 对农村致富带头人进行培训 15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培训对象
1.培训人数≥20人；          
2.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
位率。

提高认识，服务群众。

四 教育帮扶 100

35 雨露计划“两后生”资助 教育帮扶 补助 循化县 2022年 乡村振兴局
对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两后生”接受中
、高职教育给予补助。

1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监测户

1.资助接受中、高职教育“两后
生”≥50人；                    
2.接受补助的学生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子女占100%；             
3.资助经费及时发放率100%；    
4.资助标准3000元/人-6000元/
人。

解决贫困家庭上学难问题，防止
因学返贫。

五 金融帮扶 300

36 2022年530小额信贷贴息 金融帮扶 补助 循化县 2022年 乡村振兴局 继续对2022年“530”小额信贷进行贴息 1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脱贫户

1.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申请满足
率100%；                    
2.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贷款金额
≥950万元；                  
3.扶贫小额贷款还款率100%；      
4.小额信贷贴息利率4.35%；   
5.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数≥195
户。

通过金融扶贫，发展壮大到户产
业，增加收入。

37 循化县万头只牛羊养殖贴息项目 金融扶贫 补助 循化县 2022年 乡村振兴局 对全县牛羊养殖户进行贷款贴息 200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养殖户

1.贷款农户≥200户；           
2.贷款及时发放率≥100%；    
3.带动贷款农户经济收入（总收
入）≥5万元/年。

通过金融帮扶，壮大产业规模，
增加其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