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柞水县2021年衔接资金项目计划完成情况

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镇 实施单位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衔接资金

合计 实际支出
项目进展情

况
备 注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 小计

1
2021年营盘镇曹店村木

耳大棚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柞水县营盘镇曹店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

营盘镇 新建木耳基地大棚45座10000㎡ 290.000 290.000 290.000000 290.000000 已完工

2
2021年营盘镇营镇社区
食用菌大棚及相关设施

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柞水县营盘镇营镇社

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营盘镇 新建食用菌大棚15座7000㎡、冷库1座32㎡ 40.000 40.000 40.000000 40.000000 已完工

3

2021年营盘镇北河村大

东沟标准化木耳大棚科

技扶贫示范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北河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北河村大东沟标准化木耳大棚科技扶贫示范项目占地

面积38.7亩，计划建设钢混木耳大棚7040㎡
200.000 2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已完工

4
2021年瓦房口镇金星村

木耳大棚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金星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张家湾建木耳大棚6080㎡ 175.000 175.000 175.000000 175.000000 已完工

5
2021年红岩寺镇大沙河

村木耳大棚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大沙河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红岩寺镇 新建木耳大棚3840㎡ 110.000 110.000 110.000000 110.000000 已完工

6
2021年凤凰镇龙潭村产

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龙潭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新建木耳大棚3680㎡ 49.000 57.000 106.000 106.000000 106.000000 已完工

7
2021年柞水县金凤菌包

厂养菌房扩建项目
产业项目 扶投公司

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凤凰镇 新建养菌房1600㎡及配套设施 460.000 460.000 460.000000 460.000000 已完工

8
2021年扶投公司木耳包

装厂生产线续建项目
产业项目 扶投公司

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杏坪镇

扩建外包材库，外包材车间、成品库、烘干车间建设

等共计100㎡
10.000 10.000 10.000000 10.000000 已完工

9
2021年构树饲料加工产
业扶贫车间产业配套设

施项目

产业项目 扶投公司
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杏坪镇

构树饲料加工产业扶贫车间配套设施，购买构树饲料

加工设备1套。
30.000 30.000 30.000000 30.000000 已完工

10
柞水县2021年营盘镇北
河村产业园兴开岭沟口

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硬化兴开岭沟口至土桥路段产业路200m，宽3.5m，厚

18cm；新建桥2座长10m延m、宽4.5m
42.000 42.000 42.000000 42.000000 已完工

11
2021年营盘镇北河村三

组产业园桥涵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搭建内径1m、长度3m的管涵6根，铺设过水路面长16m

、宽3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2

柞水县2021年下梁镇金

盆村产业园木耳基地产

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产业园木耳基地新建产业路硬化500m，宽3.5m厚

18cm；
18.000 18.000 18.000000 18.000000 已完工

13
柞水县2021年杏坪镇云
蒙村一组产业园产业路

项目

基础设施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杏坪镇 新建产业路硬化2.5km，宽,3.5m，厚18cm； 103.000000 103.000000 103.000000 80.000000 正在实施

14
柞水县2021年杏坪镇联
丰村产业园产业路改建

项目

基础设施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杏坪镇
杏坪镇联丰村二组修建养牛场产业路弯道拓宽长

300m，宽4.5m，板函3座
66.000000 66.000000 66.000000 46.000000 正在实施

15

柞水县2021年杏坪镇联

合村四五组产业园产业
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杏坪镇
杏坪镇联合村四五组新修苍房沟脑路口至徐庭印家 ，
炮房到三圣庙产业路硬化1.2km，宽3.5m，厚18cm；

46.000000 46.000000 46.000000 30.000000 正在实施

16
柞水县2021年杏坪镇杏
坪社区三组小寺沟产业

路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杏坪镇杏坪社区三组小寺沟新建产业路硬化 1.8km，

宽3.5m，厚18cm；
70.000 70.000 70.000000 70.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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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柞水县2021年杏坪镇柴
庄社区产业园土地改良

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改良构树种植面积110亩，改良土壤退化、板结、肥

力下降等问题，提升构树苗成活率
38.000 38.000 38.000000 38.000000 已完工

18
柞水县2021年杏坪镇腰

庄村产业园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杏坪镇腰庄村一组修建硬化产业路220m，宽3.5m阴坡

便民桥加宽2m
18.000 18.000 18.000000 18.000000 已完工

19
柞水县2021年杏坪镇肖
台村一组产业园红岭产

业路项目

基础设施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杏坪镇
杏坪镇肖台村一组新建产业路硬化1.2km，宽3.5m，

厚18cm；
51.000000 51.000000 51.000000 26.000000 正在实施

20
2021年杏坪镇中台村二

组产业园便民桥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中台村二组新建联合路5m长、5.1m宽便民桥一座 10.000 10.000 10.000000 10.000000 已完工

21

柞水县2021年红岩寺镇

正沟村左家沟产业园产

业路项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正沟村左家沟二组新建产业路硬化 340m，宽

3.5m，厚18cm；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6.000000 正在实施

22
柞水县2022年红岩寺镇

产业园路灯安装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安装正沟村、本地湾村等10个村（社区）产业路路灯

及移民搬迁点路灯400盏
90.000 90.000 90.000000 90.000000 已完工

23

柞水县2021年瓦房口镇

老庄村八组何家岭产业

园产业路项目

基础设施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瓦房口镇 新建产业路硬化2.1km，宽3.5m，厚18cm； 81.000000 81.000000 81.000000 65.000000 正在实施

24
2021年红岩寺镇红安村

产业园产业路项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修建及硬化柳林沟烂石窑、小岔沟、岩窝沟产业路

1400m，宽3.5m，厚18cm；
56.000000 56.000000 56.000000 46.000000 正在实施

25
2021年红岩寺镇闫坪村

产业园道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硬化闫坪村一组、二组、三组产业路共计3km，宽

3.5m，厚18cm；
104.000000 104.000000 104.000000 70.000000 正在实施

26
2021年下梁镇产业园产

业路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建设下梁镇建设新合村园区产业路15m，老庵寺村园

区产业路30m，宽3.5m，厚18cm；
2.500 2.500 2.500000 2.500000 已完工

27
2021年杏坪镇产业园产

业路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计划建设杏坪镇建设腰庄村一三组董家沟、三组南沟

产业路1000m；严坪村一、五组8处产业路悬空

152m3；联合村二、三组4处产业路悬空160m3；联丰
村一二组3处产业路悬空274m3；天埫村二三组5处产

业路悬空245m3；柴庄社区五组200m，宽3.5m。

85.000 85.000 85.000000 85.000000 已完工

28
2021年凤凰镇产业园产

业路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计划建设凤凰镇大寺沟路基建设清理塌方 1000m³，路

基建设50m³；金凤路基建设120m³；宽坪路基建设
2227.5m³；双河路基建设160m³；桃园路基建设

861.7m³；皂河路基建设1580m³;凤凰镇龙潭村三组杨

湾木耳村大棚产业路2处宽，3.5m

6.000 85.000 91.000 91.000000 91.000000 已完工

29
2021年红岩寺镇产业园

产业路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计划建设红岩寺镇建设张坪村园区产业路基

516.6m³；掌上村园区产业路基506m³；跃进村园区产

业路基605.7m³；红岩社区园区产业路基492m³；大沙
河村园区产业路基498.05m³；红安村园区产业路基

300.5m³；盘龙寺村园区产业路基260.5m³；闫坪村园

区产业路1000m，宽3.5m

17.000000 116.500000 133.500000 133.500000 119.700000 正在实施

30
2021年曹坪镇产业园产

业路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计划建设曹坪镇九间房村一、二、三组蔡九路九间房

村沿线210m³；东沟村四、五组东沟村通村路沿线

510m³；荫沟村一、三组蔡九路、枫沟路沿线200m³，

宽3.5m，厚18cm

17.000 17.000 17.000000 17.000000 已完工

31
2021曹坪镇窑镇社区中

药材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窑镇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
曹坪镇 种植天麻2.5万窝 25.000 25.000 25.000000 25.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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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21曹坪镇窑镇社区公

共浴室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33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民居环境提升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一组、二组、三组和四组公路沿线166户民居外墙门

窗翻修
130.000000 130.000000 130.000000 76.307930 正在实施

34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庭院经济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一组、二组发展农家乐、民宿等

庭院经济
50.000 50.000 50.000000 50.000000 已完工

35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厕所革命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公路沿线卫生厕所修建184个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20.000000 正在实施

36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公路沿线307户庭前综合环境整治 50.000 50.000 50.000000 50.000000 已完工

37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木耳大棚基地提升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木耳基地大棚提升改造20个，改造供水通风设施，总

面积4000㎡，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38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三组旅游路修建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窑镇社区三组旅游路修建600m含砌坝 40.000 40.000 40.000000 40.000000 已完工

39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新建中药材交易中心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窑镇社区新建中药材加工车间，设计面积2000㎡（水

泥地平，钢结构）
70.000 70.000 70.000000 70.000000 已完工

40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一组银上大棚基地750m产业路宽3.5m，厚18cm； 30.000 30.000 30.000000 30.000000 已完工

41
2021曹坪镇窑镇社区木

耳加工及包装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窑镇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
曹坪镇

对木耳进行深加工及包装展销交易场所 600㎡（水泥

地平，钢结构）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42
2021年乾佑街办梨园村

户用厕所改造提升项目
基础设施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改造提升农户厕所130个 70.000 70.000 70.000000 70.000000 已完工

43
2021年乾佑街办梨园村

旅游道路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新建旅游产业路1200m，宽

3.5m，厚18cm；桥梁80m
280.000 280.000 280.000000 280.000000 已完工

44
2021年柞水县乾佑街道
办梨园村环境整治及民

居改造提升项目

基础设施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硬化巷道长3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发

展庭院经济5户
130.000 130.000 130.000000 130.000000 已完工

45
2021年柞水县乾佑街道
办梨园村爱心浴室及便

民发屋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46
2021年营盘镇朱家湾村

旅游产业提升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朱家湾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
营盘镇

集体经济老林峡谷漂流项目堤坝加固200m宽4.5m产业
桥一座；牛头广场至终南山寨安置点沿途3000m旅游

功能设施。

80.000 80.000 80.000000 80.000000 已完工

47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朱

家湾村爱心浴室及便民

发屋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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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021年乾佑街办车家河

村农产品加工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车家河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
乾佑街办

建农副产品加工车间400㎡，购置深加工设备主要加
工豆腐、腊肉、包谷酒、木耳香菇蜂蜜土鸡蛋特产的

加工包装

80.000 80.000 80.000000 80.000000 已完工

49
2021年柞水县乾佑街道
办车家河村爱心浴室及

便民发屋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50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新
合村爱心浴室及便民发

屋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51
2021年下梁镇新合村二

组休闲垂钓园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新合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下梁镇

新建休闲垂钓园7亩

项目建设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52
2021年下梁镇新合村三

组香菇基地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新合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下梁镇

新建香菇基地20000㎡
60.000 60.000 60.000000 60.000000 已完工

53
2021年小岭镇李砭村五

组人居环境改善
基础设施 小岭镇 小岭镇人民政府 小岭镇

修建排污处理设施4处，硬化巷道长20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改厕20个
80.000 80.000 80.000000 80.000000 已完工

54
2021年柞水县小岭镇李
砭村爱心浴室及便民发

屋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人民政府 小岭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55
2021年凤凰镇金凤村魔

芋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金凤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凤凰镇 金凤村4组种植魔芋30亩 10.000 10.000 10.000000 10.000000 已完工

56
2021年凤凰镇金凤村四

组北湾产业路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修建金凤村四组北湾硬化900m产业路宽3.5m，厚

18cm；
35.000 35.000 35.000000 35.000000 已完工

57
2021凤凰镇金凤村木耳

大棚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木耳基地修建排水渠200m、新建木耳库房200㎡、平

整硬化场地2700㎡
35.000 35.000 35.000000 35.000000 已完工

58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金
凤村爱心浴室及便民发

屋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59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联
丰村爱心浴室及便民发

屋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60
2021年杏坪镇联丰村牛

场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联丰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新增养牛50头 60.000 60.000 60.000000 60.000000 已完工

61
2021年杏坪镇联丰村人

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厕所改造70个 13.680 13.680 13.680000 13.680000 已完工

62
2021年红岩寺镇盘龙寺

村脱毒洋芋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盘龙寺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
红岩寺镇 引进种植脱毒洋芋850亩 50.000 50.000 50.000000 50.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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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021年红岩寺镇盘龙寺

村五味子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盘龙寺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
红岩寺镇 野生五味子抚育扩管及种植五味子200亩 30.000 30.000 30.000000 30.000000 已完工

64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盘
龙寺村爱心浴室及便民

发屋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65
2021年瓦房口镇金台村

农业产业园区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金台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瓦房口镇

改造提升集花卉种植、生猪养殖，食用菌、蔬菜栽
种，观光、垂钓、娱乐、体验为一体的现代观光园

500亩

80.000 80.000 80.000000 80.000000 已完工

66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金台村爱心浴室及便民

发屋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人民政府 瓦房口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67
 2021年曹坪镇马房湾村

五美庭院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村委会及主干道附近修建民俗庭院10个 40.000 40.000 40.000000 40.000000 已完工

68
2021年曹坪镇马房湾村

银鸽山产业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银鸽山产业路硬化1.2公里 40.000 40.000 40.000000 40.000000 已完工

69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马
房湾村爱心浴室及便民

发屋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村集体经济建设、设备购置、设备，产权和收益归村

集体经济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70
2021年下梁镇老庵寺村

香菇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老庵寺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
下梁镇 香菇续种植50万袋 100.000 1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已完工

71

2021年小岭镇金米村二

、三、四、五组人居环

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小岭镇 小岭镇人民政府 小岭镇
硬化巷道长2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改厕

、改圈50个等
92.000 92.000 92.000000 92.000000 已完工

72
2021年小岭镇金米村四

组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人民政府 小岭镇 金米村四组新建4m宽150m长产业路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73
2021年营盘镇两河村千

亩魔芋种植产业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两河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营盘镇 通过村集体经济入股，种植魔芋20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74
2021年乾佑街办北关社

区手工豆腐加工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北关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
乾佑街办 新建手工豆腐加工厂300㎡，后置设备等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75
2021年乾佑街办石镇社

区续种植连翘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石镇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
乾佑街办 在五华山在续种野生连翘200亩及后期管护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76

柞水县2021年下梁镇沙

坪社区茨沟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沙坪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
下梁镇 新建养殖鱼塘水面2000平方米，养鱼2万尾。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77
2021年下梁镇明星社区

商贸经济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明星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
下梁镇

通过整合明星社区二组乡村餐饮，发展餐馆，农家乐

等项目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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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2021年凤凰镇凤镇街社
区魔芋、中药材种植项

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镇街社区股份经济

合作社
凤凰镇 油坊小区种植魔芋200亩及后期管护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79
2021年杏坪镇严坪村农

副产品加工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严坪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新建种植200亩茶园，以及灌溉等辅助没施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0
2021年杏坪镇腰庄生猪

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腰庄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引进新品种母猪20头，发展育肥猪200头购买养殖用

品及场地建设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1
2021年杏坪镇中台村茶

叶建园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中台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通过村集体经济经营发展村集体经济园扩建茶园 200

亩等辅助没施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2
2021年杏坪镇油房肉食

品加工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油房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新建300㎡猪肉深加车间一座购置设备等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3
2021年杏坪镇云蒙村茶

叶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云蒙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新建茶园200亩，以及灌溉等辅助没施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4
2021年杏坪镇联合村生

猪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联合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续建养猪场40㎡，引进种猪20头，育肥猪200头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5
2021年杏坪镇晨光村猪

场扩建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晨光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扩建养猪场500㎡肥猪200头购买养殖用品及场地建设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6
2021年杏坪镇天埫村养

蜂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天埫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建设155㎡蜂蜜加工车间及设备购置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7
2021年杏坪镇中山村养

牛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中山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杏坪镇 新进良种母牛20头当年新增养牛50头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8
2021年红岩寺镇掌上村

山羊场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掌上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红岩寺镇 引进种养20头，新增养羊300头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89
2021年红岩寺镇张坪村

烤烟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张坪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红岩寺镇

新建分级、贮藏干烟厂房1间；新购烘烤炉设备2套、

起垄机1台、耕地机1台，科管烤烟1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90
2021年本地湾村农副产

品包装、销售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本地湾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
红岩寺镇

改建车间200㎡，配套包装设施，电商平台搭建、培

训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3.000000 正在实施

91
2021年红岩寺镇红岩社
区中药材种植苍朮、柴

胡基地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
红岩寺镇 新发展林下套种发展野生苍朮200亩、柴胡10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92

2021年红岩寺镇红安村

中药材育苗基地续建项

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红岩寺镇 苍术种植100亩、黄精种植100亩、连翘种植10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93
2021年红岩寺镇闫坪村

脱毒洋芋种植基地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闫坪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红岩寺镇 引进脱毒马铃薯种植30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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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2021年红岩寺镇正沟村

猪苓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正沟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红岩寺镇 种植猪苓10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95
2021年瓦房口镇大河村

生猪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大河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瓦房口镇

提升养殖圈舍2000㎡，出栏仔猪500头，购置养猪场

配套设施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96
2021年瓦房口镇马家台

村中药材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马家台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
瓦房口镇 连翘，丹参等中药材种植30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97
2021年银碗村粉条加工

厂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银碗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曹坪镇

新建加工车间300㎡，购置安装粉条、粉带加工生产

设备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98
2021年曹坪镇沙岭村中

药材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沙岭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曹坪镇 种植天麻1.5万窝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99
2021年曹坪镇中庙村白

术药材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中庙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曹坪镇 中庙村一组白术种植30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100
2021年曹坪镇九间房村

中药材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九间房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
曹坪镇 九间房村三组四组集中连片种植秦艽300亩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101
柞水县2021年水杂果建

园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石瓮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
下梁镇

水杂果建园50亩，购置樱桃园及新建大棚3座3600平

方米
15.000 15.000 15.000000 15.000000 已完工

102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营

镇社区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营镇社区发展乡村旅游，建设垃圾处理站4座、污水

处理管网200米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03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药
王堂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修建公厕一座；水源地加装围栏1500m；公路沿线环

境卫生整治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04
2021年柞水县乾佑街办
马房子村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
改圈5个，改厕所12个，巷道长硬化300㎡（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05
2021年柞水县乾佑街办
什家湾村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
公厕改建4处，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

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06
2021年柞水县乾佑街办
石镇社区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6户

旱厕拆除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07

2021年柞水县乾佑街办

北关社区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旱厕

改造15户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08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沙
坪社区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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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明
星社区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明星四组，水阳公司北面10农户巷道长硬化宽4m，长

45m，其中包括水沟长45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0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石
瓮社区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石瓮子社区居民集中点巷道硬化，面积300㎡（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1
2021年柞水县小岭镇罗
庄社区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小岭镇 小岭镇人民政府 小岭镇
罗庄社区一、三、五、六组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2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大

寺沟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3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凤
镇街社区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4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清

水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5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桃

园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6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中

山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7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中

台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8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杏
坪社区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19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掌上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掌上村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20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本地湾村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本地湾村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巷道长硬化500m（厚

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21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红岩社区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红岩社区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巷道长硬化500m（厚

度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22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正沟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正沟村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23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红安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红安村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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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跃进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跃进村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25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中
坪社区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中坪社区四组修建公厕一座，25㎡（10m*2.5m）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126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龙

潭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安装太阳能路灯20盏；安装自来水护栏加标示牌及保

温板，修建垃圾池；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27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秦

丰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安装太阳能路灯20盏6万元；公路沿线环境卫生整治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28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两

河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修建改造两河村搬迁集中点卫生间；建设两河村垃圾

集中处理池，填埋垃圾；安装7盏太阳能路灯。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29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北

河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新建垃圾台20个，新建自来水蓄水池围网6处。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0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丰

河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水源地加装围栏750m，木耳大棚公厕一座；路灯维修

15盏需资金7500元。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1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曹

店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营盘镇 营盘镇人民政府 营盘镇

7处入户路桥修复加固，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2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金

盆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3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西

川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4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胜

利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5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四

新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下梁镇 下梁镇人民政府 下梁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6
2021年柞水县小岭镇岭

丰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小岭镇 小岭镇人民政府 小岭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7
2021年柞水县小岭镇常

湾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小岭镇 小岭镇人民政府 小岭镇

常湾村三、四、五、七组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及垃圾处理，改厕改圈。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38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宽

坪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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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龙

潭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0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双

河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1
2021年柞水县凤凰镇皂

河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凤凰镇 凤凰镇人民政府 凤凰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2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油

房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3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腰

庄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4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肖

台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太阳能路灯40盏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5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党

台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党台村一组邓家沟污水管道排放工程：水泥路面开槽
铺设DN110污水管道400m；党台村二组杏树沟污水管

道排放工程：水泥路面开槽铺设110♯污水管道350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6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云

蒙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7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联

合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太阳能路灯20盏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8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严

坪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严坪村四组28户环境整治及人居环境提升，巷道长硬

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49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天

埫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农户院落花墙修建500m，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0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柴
庄社区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65户农户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环境治理、残垣断壁治理
5户，道路修复400㎡，污水处理90户400m，路边广告

牌清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1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晨

光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杏坪镇 杏坪镇人民政府 杏坪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2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金星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人民政府 瓦房口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3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颜家庄村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人民政府 瓦房口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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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磨沟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人民政府 瓦房口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5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大河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人民政府 瓦房口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6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马家台村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人民政府 瓦房口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7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街垣社区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人民政府 瓦房口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8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老庄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人民政府 瓦房口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59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闫坪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闫坪村进行环境整治，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及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

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60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大沙河村民居环境改善

项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大沙河村进行环境整治，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及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

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61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张坪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人民政府 红岩寺镇
对张坪村进行环境整治，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
15cm，宽度大约1.8m），及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

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62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东

沟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东沟村改建公厕1座，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

宽度大约1.8m），及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63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中

庙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巷道长硬化10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及

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64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沙

岭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集中居民点修建简易污水处理排水沟，巷道长硬化

500㎡（厚度15cm，宽度大约1.8m）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65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九
间房村民居环境改善项

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文公岭垃圾处理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66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荫

沟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荫沟村居民集中点修建公厕两座25㎡

（10m*2.5m）*2
6.944 6.944 6.943500 6.943500 已完工

167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银

碗村民居环境改善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人民政府 曹坪镇

银碗村巷道长硬化500m（厚度15cm，宽度大约

1.8m），及垃圾处理，新修垃圾池2座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168
2021年柞水县补充下达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

金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各镇办 补充下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金125万元 125.000 125.000 125.000000 125.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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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2021年小岭镇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人民政府 小岭镇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9.671196万元 30.671 30.671 30.671196 30.671196 已完工

170
2021年凤凰镇金凤村产

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金凤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36座9799平方米 103.509 103.509 103.509372 103.509372 已完工

171
2021年下梁镇新合村产

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新合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26座4896平方米 58.817 58.817 58.816848 58.816848 已完工

172
2021年下梁镇金盆村产

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金盆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23座6200平方米 77.790 77.790 77.789945 77.789945 已完工

173
2021年营盘镇丰河村产

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丰河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26座7020平方米 73.373 73.373 73.373150 73.373150 已完工

174
2021年营盘镇北河村产

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北河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48座9350平方米 16.207 16.207 16.206663 16.206663 已完工

175
2021年营盘镇龙潭村产

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龙潭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33座6600平方米 45.881 45.881 45.881460 45.881460 已完工

176
2021年杏坪镇柴庄社区

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柴庄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
杏坪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53座11888平方米 90.283 90.283 90.283250 90.283250 已完工

177
2021年曹坪镇马房湾村

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马房湾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曹坪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39座8700平方米 97.663 97.663 97.662812 97.662812 已完工

178
2021年红岩寺镇跃进村

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跃进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红岩寺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22座4380平方米 26.655 26.655 26.654980 26.654980 已完工

179
2021年瓦房口镇颜家庄

村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颜家庄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续建木耳基地大棚31座8925平方米 26.150 26.150 26.150324 26.150324 已完工

180
2020年乾佑街办什家湾
村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

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什家湾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乾佑街办 发展秋季木耳11.5万袋 23.000 23.000 23.000000 23.000000 已完工

181
2020年乾佑街办车家河
村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

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车家河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乾佑街办 发展秋季木耳9.988万袋 19.980 19.980 19.980000 19.980000 已完工

182
2020年下梁镇西川村秋

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西川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发展秋季木耳28万袋 56.000 56.000 56.000000 56.000000 已完工

183
2020年下梁镇金盆村秋

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金盆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发展秋季木耳13.6万袋 27.200 27.200 27.200000 27.2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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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2020年下梁镇新合村秋

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新合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发展秋季木耳30万袋 60.000 60.000 60.000000 60.000000 已完工

185
2020年小岭镇金米村村

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金米村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小岭镇 发展秋季木耳37.8427万袋 75.780 75.780 75.780000 75.780000 已完工

186
2020年凤凰镇清水村秋

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清水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秋季木耳48.524万袋 97.050 97.050 97.050000 97.050000 已完工

187
2020年凤凰镇金凤村秋

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金凤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秋季木耳30万袋 60.000 60.000 60.000000 60.000000 已完工

188
2020年杏坪镇肖台村秋

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肖台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杏坪镇 发展秋季木耳48.8万袋 97.600 97.600 97.600000 97.600000 已完工

189
2020年杏坪镇党台村秋

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党台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杏坪镇 发展秋季木耳57.8万袋 115.600 115.600 115.600000 115.600000 已完工

190
2020年杏坪镇杏坪社区

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杏坪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
杏坪镇 发展秋季木耳51万袋 102.000 102.000 102.000000 102.000000 已完工

191
2020年杏坪镇柴庄社区

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柴庄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
杏坪镇 发展秋季木耳42.4万袋 84.800 84.800 84.800000 84.800000 已完工

192
2020年瓦房口镇金台村

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金台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秋季木耳40.44万袋 80.900 80.900 80.900000 80.900000 已完工

193
2020年瓦房口镇老庄村

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老庄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秋季木耳26.072万袋 52.150 52.150 52.150000 52.150000 已完工

194
2020年瓦房口镇磨沟村

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磨沟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秋季木耳21.22万袋 42.440 42.440 42.440000 42.440000 已完工

195
2020年瓦房口镇街垣社
区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

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街垣社区股

份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秋季木耳20万袋 40.000 40.000 40.000000 40.000000 已完工

196
2020年曹坪镇马房湾村

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马房湾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曹坪镇 发展秋季木耳76.9776万袋 153.960 153.960 153.960000 153.960000 已完工

197
2020年曹坪镇中坪社区

秋季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中坪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
曹坪镇 发展秋季木耳35.02万袋 70.040 70.040 70.040000 70.040000 已完工

198
2021年营盘镇秦丰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秦丰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发展木耳77万袋 42.000 42.000 42.000000 42.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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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21年营盘镇药王堂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药王堂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发展木耳21万袋 0.400 0.400 0.400000 0.400000 已完工

200
2021年营盘镇龙潭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龙潭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发展木耳60万袋 55.000 55.000 55.000000 55.000000 已完工

201
2021年营盘镇营镇社区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营镇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
营盘镇 发展木耳3万袋 2.100 2.100 2.100000 2.100000 已完工

202
2021年营盘镇丰河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丰河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发展木耳49万袋 14.000 14.000 14.000000 14.000000 已完工

203
2021年营盘镇北河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北河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营盘镇 发展木耳70万袋 28.000 28.000 28.000000 28.000000 已完工

204
2021年乾佑街办车家河

村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车家河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乾佑街办 发展木耳45万袋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205
2021年乾佑街办梨园村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梨园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乾佑街办 发展木耳15万袋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206
2021年乾佑街办什家湾

村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什家湾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乾佑街办 发展木耳45万袋 30.000 30.000 30.000000 30.000000 已完工

207
2021年下梁镇四新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四新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发展木耳57万袋 104.000 104.000 104.000000 104.000000 已完工

208
2021年下梁镇新合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新合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发展木耳34万袋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209
2021年下梁镇金盆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金盆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发展木耳43万袋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210
2021年下梁镇胜利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胜利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发展木耳15万袋 30.000 30.000 30.000000 30.000000 已完工

211
2021年下梁镇西川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西川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下梁镇 发展木耳85万袋 85.000 85.000 85.000000 85.000000 已完工

212
2021年小岭镇金米村木

耳产业发展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金米村木耳产

业发展发展项目
小岭镇 发展木耳320万袋 569.600 569.600 569.600000 569.600000 已完工

213
2021年小岭镇岭丰村木

耳产业发展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岭丰村木耳产

业发展发展项目
小岭镇 发展木耳24万袋 1.000 1.000 1.000000 1.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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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021年小岭镇罗庄社区

木耳产业发展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罗庄社区木耳

产业发展发展项目
小岭镇 发展木耳30万袋 2.360 2.360 2.360000 2.360000 已完工

215
2021年凤凰镇大寺沟村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大寺沟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木耳4万袋 2.400 2.400 2.400000 2.400000 已完工

216
2021年凤凰镇金凤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金凤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木耳63万袋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217
2021年凤凰镇宽坪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宽坪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木耳6万袋 0.800 0.800 0.800000 0.800000 已完工

218
2021年凤凰镇龙潭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龙潭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木耳4万袋 5.600 5.600 5.600000 5.600000 已完工

219
2021年凤凰镇清水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清水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木耳100万袋 107.000 107.000 107.000000 107.000000 已完工

220
2021年凤凰镇双河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双河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木耳20万袋 0.400 0.400 0.400000 0.400000 已完工

221
2021年凤凰镇桃园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桃园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木耳10万袋 0.800 0.800 0.800000 0.800000 已完工

222
2021年凤凰镇皂河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皂河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凤凰镇 发展木耳45万袋 4.000 4.000 4.000000 4.000000 已完工

223
2021年杏坪镇党台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党台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杏坪镇 发展木耳113万袋 226.000 226.000 226.000000 226.000000 已完工

224
2021年杏坪镇肖台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肖台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杏坪镇 发展木耳104万袋 145.230 145.230 145.230000 145.230000 已完工

225
2021年杏坪镇柴庄社区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柴庄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
杏坪镇 发展木耳83万袋 22.000 22.000 22.000000 22.000000 已完工

226
2021年杏坪镇杏坪社区

社区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杏坪社区社区

股份经济合作社
杏坪镇 发展木耳110万袋 206.000 206.000 206.000000 206.000000 已完工

227
2021年瓦房口镇街垣社

区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街垣社区股

份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木耳42万袋 43.990 43.990 43.990000 43.990000 已完工

228
2021年瓦房口镇金台村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金台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木耳66万袋 27.340 27.340 27.340000 27.34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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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2021年瓦房口镇老庄村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老庄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木耳45万袋 49.000 49.000 49.000000 49.000000 已完工

230
2021年瓦房口镇磨沟村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磨沟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木耳40万袋 45.680 45.680 45.680000 45.680000 已完工

231
2021年瓦房口镇颜家庄

村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颜家庄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瓦房口镇 发展木耳60万袋 120.000 12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已完工

232
2021年曹坪镇东沟村木

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东沟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曹坪镇 发展木耳67万袋 3.000 3.000 3.000000 3.000000 已完工

233
2021年曹坪镇马房湾村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马房湾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曹坪镇 发展木耳150万袋 140.000 140.000 140.000000 140.000000 已完工

234
2021年曹坪镇窑镇社区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窑镇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
曹坪镇 发展木耳136.4万袋 72.800 72.800 72.800000 72.800000 已完工

235
2021年曹坪镇中坪社区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中坪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
曹坪镇 发展木耳77万袋 6.000 6.000 6.000000 6.000000 已完工

236
2021年红岩寺镇跃进村

木耳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跃进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红岩寺镇 发展木耳32万袋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237

2021年乾佑街办马房子

村三组安沟木耳产业路

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乾佑街办 加宽硬化道路3.5公里 44.566 44.566 44.565623 44.565623 已完工

238
2021年杏坪镇云蒙村连

接中山村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杏坪镇 连中山村道路路面拓宽硬化1.3公里 41.971 41.971 41.971475 41.971475 已完工

239
2021年红岩寺镇本地湾
村大黑沟岔沟产业路项

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红岩寺镇 修建产业路850米 30.370 30.370 30.370039 30.370039 已完工

240
2021年营盘镇龙潭村大

平地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营盘镇 硬化产业路1公里 26.042 26.042 26.041794 26.041794 已完工

241
2021年杏坪镇杏坪社区

三组烤烟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杏坪镇 硬化产业路长800米，宽3.5米 19.789 19.789 19.788631 19.788631 已完工

242
2021年红岩寺镇跃进村

木耳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 修建木耳基地产业路长0.32公里，宽4.5米 19.000 19.000 19.000000 19.000000 已完工

243
2021年曹坪镇中坪社区

木耳基地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曹坪镇 修建木耳基地产业路0.6公里 11.608 11.608 11.607930 11.60793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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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2021年瓦房口镇马家台

村一组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瓦房口镇 硬化上湾移民点产业路430米 8.971 8.971 8.970799 8.970799 已完工

245
2021年瓦房口镇大河村

凉水沟产业桥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瓦房口镇 大河村四组、五组各新建板涵2座，长5米，宽4米 2.036 2.036 2.035621 2.035621 已完工

246
2021年杏坪镇云蒙烤烟

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杏坪镇 硬化小阳坡、吴家院子产业路1.3公里 49.497 49.497 49.496596 49.496596 已完工

247
2021年红岩寺镇红岩社

区一组产业路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红岩寺镇 硬化产业路1.3公里 73.438 73.438 73.438257 73.438257 已完工

248
2021年营盘镇扶贫小额

贷款贴息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 营盘镇 2021年小额信贷贴息17万元 19.500 5.000 24.500 24.500000 24.500000 已完工

249
2021年乾佑街办扶贫小

额贷款贴息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 2021年小额信贷贴息15万元 17.000 5.000 22.000 22.000000 22.000000 已完工

250
2021年下梁镇扶贫小额

贷款贴息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 下梁镇 2021年小额信贷贴息20万元 23.500 23.500 23.500000 23.500000 已完工

251
2021年杏坪镇扶贫小额

贷款贴息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 杏坪镇 2021年小额信贷贴息30万元 35.000 35.000 35.000000 35.000000 已完工

252
2021年红岩寺镇扶贫小

额贷款贴息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 红岩寺镇 2021年小额信贷贴息17万元 20.000 20.000 20.000000 20.000000 已完工

253
2021年瓦房口扶贫小额

贷款贴息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 2021年小额信贷贴息25万元 30.500 30.500 30.500000 30.500000 已完工

254
2021年曹坪镇扶贫小额

贷款贴息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 曹坪镇 2021年小额信贷贴息30万元 35.500 35.500 35.500000 35.500000 已完工

255
2021年凤凰镇扶贫小额

贷款贴息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 凤凰镇 2021年小额信贷贴息10万元 12.000 12.000 12.000000 12.000000 已完工

256
2021年柞水县雨露计划

补助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各镇办 全县9个镇职业技工学校学生补助 326.700000 326.700000 326.700000 326.700000 

257
2021年柞水县扶贫培训

项目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各镇办 全县9个镇办就业创业培训、农民实用技术等培训 46.184000 46.184000 46.184000 46.184000 

258
2021年营盘镇互助资金

占用费补贴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 营盘镇 各互助资金协会贫困户会员互助资金占用费补助 7.000 7.000 7.000000 7.000000 已完工

259
2021年乾佑街办互助资

金占用费补贴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 各互助资金协会贫困户会员互助资金占用费补助 5.000 5.000 5.000000 5.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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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2021年下梁镇互助资金

占用费补贴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 下梁镇 各互助资金协会贫困户会员互助资金占用费补助 10.000 10.000 10.000000 10.000000 已完工

261
2021年小岭镇互助资金

占用费补贴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 小岭镇 各互助资金协会贫困户会员互助资金占用费补助 5.000 5.000 5.000000 5.000000 已完工

262
2021年杏坪镇互助资金

占用费补贴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 杏坪镇 各互助资金协会贫困户会员互助资金占用费补助 10.000 10.000 10.000000 10.000000 已完工

263
2021年红岩寺镇互助资

金占用费补贴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 各互助资金协会贫困户会员互助资金占用费补助 5.000 5.000 5.000000 5.000000 已完工

264
2021年瓦房口互助资金

占用费补贴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 各互助资金协会贫困户会员互助资金占用费补助 6.000 6.000 6.000000 6.000000 已完工

265
2021年曹坪镇互助资金

占用费补贴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 曹坪镇 各互助资金协会贫困户会员互助资金占用费补助 10.000 10.000 10.000000 10.000000 已完工

266
2021年柞水县木耳菌包

厂改扩建提升项目
产业项目 扶投公司

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曹坪镇

建设玉窑菌包厂储存库房2000平方米及相关配套设施

。
359.000 359.000 359.000000 359.000000 已完工

267
2021年杏坪镇肖台村木

耳基地菌包储存库
产业项目 扶投公司

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杏坪镇 新建菌包储存库4500平方米及配套设施 641.000 641.000 641.000000 641.000000 已完工

268
2021年中央专项扶贫资

金项目管理费
产业项目 乡振局 县乡村振兴局 县局

项目管理费（用于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研

、初设、设计监理等项目管理费用）
59.000 31.000 90.000 90.000000 90.000000 已完工

269 2021年产业奖补项目 产业项目 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产业奖补 281.000 2195.000 2476.000 2476.000000 2476.000000 已完工

270
曹坪镇中坪社区中药材

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 曹坪镇 中药材种植 35.000 35.000 35.000000 35.000000 已完工

271
2021年移民搬迁债券利

息项目
产业项目 移民办 移民办 移民办 703.1821 703.18210 703.182100 703.182100 已完工

272
2021年营盘镇水毁木耳

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

丰河村、北河村、

秦丰村

丰河村7.5万元，北河村14.5万元，秦丰村1.2万元。

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后修复
23.200 23.200 23.200000 23.200000 已完工

273
2021年乾佑街办水毁木

耳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什家湾村、车家河

村、马房子村

什家湾村3.8万元，车家河村3万元，马房子村30万元

。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后修复
36.800 36.800 36.800000 36.800000 已完工

274
2021年小岭镇水毁木耳

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 金米村 金米村11万元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后修复 11.000 11.000 11.000000 11.00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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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2021年红岩寺镇水毁木

耳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 跃进村 跃进村8万元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后修复 8.000 8.000 8.000000 8.000000 已完工

276
2021年凤凰镇水毁木耳

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凤凰镇 凤凰镇 清水村、龙潭村

清水村26万元，龙潭村70万元。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

后修复
96.000 96.000 96.000000 96.000000 已完工

277
2021年杏坪镇水毁木耳

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

杏坪社区、党台村

、肖台村

杏坪社区5.5万元，党台村22万元，肖台村66万元。

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后修复
93.500 93.500 93.500000 93.500000 已完工

278
2021年瓦房口镇水毁木

耳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

金台村、老庄村、

街垣社区、金星村

金台村54万元，老庄村8.5万元，金星村2万元，街垣

社区4.5万元。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后修复
69.000 69.000 69.000000 69.000000 已完工

279
2021年曹坪镇水毁木耳

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

中坪社区、马房湾

村、东沟村

中坪社区37万元，马房湾村45万元，东沟村9万元。

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后修复
91.000 91.000 91.000000 91.000000 已完工

280
2021年下梁镇水毁木耳

大棚修复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

新合村、金盆村、

胜利村、四新村

新合村1万元，金盆村2.5万元，胜利村1万元，四新

村5万元。用于木耳大棚水毁灾后修复
9.500 9.500 9.500000 9.500000 已完工

281
2021年柞水县乾佑街办

移民搬迁公益岗位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亿昇小区、浩越小区、月泉山庄、阳光小区

设立26个移民搬迁岗位，安置就业。
15.600 15.600 15.600000 15.600000 已完工

282
2021年柞水县下梁镇移

民搬迁公益岗位项目
产业项目 下梁镇 下梁镇 下梁镇

下梁镇育才小区、嘉禾小区、明星小区设立16个移民

搬迁岗位，安置就业。
9.600 9.600 9.600000 9.600000 已完工

283
2021年柞水县营盘镇移

民搬迁公益岗位项目
产业项目 营盘镇 营盘镇 营盘镇

营盘镇营镇社区、向阳坡安置点设立2个移民搬迁岗

位，安置就业。
1.200 1.200 1.200000 1.200000 已完工

284
2021年柞水县小岭镇移

民搬迁公益岗位项目
产业项目 小岭镇 小岭镇 小岭镇 小岭镇黄金小区设立9个移民搬迁岗位，安置就业。 5.400 5.400 5.400000 5.400000 已完工

285
2021年柞水县杏坪镇移

民搬迁公益岗位项目
产业项目 杏坪镇 杏坪镇 杏坪镇

杏坪镇党湾移民小区设立10个移民搬迁岗位，安置就

业。
6.000 6.000 6.000000 6.000000 已完工

286
2021年柞水县红岩寺镇

移民搬迁公益岗位项目
产业项目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

红岩寺镇月亮坪2期安置小区、红福小区设立3个移民

搬迁岗位，安置就业。
1.800 1.800 1.800000 1.800000 已完工

287
2021年柞水县瓦房口镇

移民搬迁公益岗位项目
产业项目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

瓦房口镇马家台村集中点、马家台村上湾集中点、金

星村集中点设立6个移民搬迁岗位，安置就业。
3.600 3.600 3.600000 3.600000 已完工

288
2021年柞水县曹坪镇移

民搬迁公益岗位项目
产业项目 曹坪镇 曹坪镇 曹坪镇

曹坪镇中坪村、窑镇供销社集中安置小区设立20个移

民搬迁岗位，安置就业。
12.000 12.000 12.000000 12.000000 已完工

289
2021年柞水县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交通补贴
产业项目 人社局 柞水县人社局 各镇办

对2021年柞水县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交通补贴 ，县外

务工发放一次性交通补助
87.540000 87.540000 87.540000 87.540000 已完工

290 石镇供水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乾佑街办 更换DN315管道1138.5m。配水管道DN355管道130m。 350.180 350.180 350.180000 350.180000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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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备 注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 小计

291 小岭供水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小岭镇 铺设DN200管道350m，修复DN200管道230m 149.250 149.250 149.250000 149.250000 已完工

292 马台片区供水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曹坪镇 修复DN169管道600m 130.500 130.500 130.500000 130.500000 已完工

293 蔡玉窑供水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曹坪镇
修复挡墙185m，DN110管道300m,防护网15m，新建1座

截渗坝。
130.590 130.590 130.590000 130.590000 已完工

294 中台供水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杏坪镇
铺设DN30管道300米，DN25管道120米。DN63管道300

米。
35.430 35.430 35.430000 35.430000 已完工

295 柴庄供水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杏坪镇 修复DN110管道510m 26.110 26.110 26.110000 26.110000 已完工

296
凤凰镇桃园村东沟口供

水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凤凰镇 铺设DN50管道1500米 51.200 51.200 51.200000 51.200000 已完工

297
凤凰镇凤街社区营盘山

供水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凤凰镇 修复防护网390米，DN200管道200m，DN40管道60米 40.750 40.750 40.750000 40.750000 已完工

298
乾佑街办马房子村供水

工程
基础设施 水利局 水利局 乾佑街办

铺设DN63管道110m，DN50管道240m，DN40管道1260m，
DN32管道720m，加装防护网及水源标示牌。

85.990 85.990 85.990000 85.990000 已完工

299
梨园村乡村振兴建设项

目
基础设施 乾佑街道办 乾佑街办 乾佑街办 乡村振兴示范村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工程 300.000 3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已完工

300
窑镇社区乡村振兴建设

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 曹坪镇 乡村振兴示范村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工程 300.000 3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已完工

301
2021年乾佑街办梨园村

乡村集市项目
产业项目 乾佑街道办 梨园村集体经济 乾佑街办 建设乡村集市1800平方米及停车展位等配套设施 89.409 1.057 0.000 0.000000 90.465735 已完工

302
2021年曹坪镇马房湾村

水毁产业桥修复项目
基础设施 曹坪镇 曹坪镇 马房湾村 修复马房湾村一、二、三、四组水毁产业桥2座 30.000 30.000 30.000000 30.000000 已完工

9930.000 4303.182 281.000 2830.000 17344.182 17344.182 1709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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