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扶贫发展）项目实施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计划总投入资金规模
实施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合计

2020年确山县任店镇赵湾村
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2020年确山县双河镇唐庄村
蔬菜种植日光温棚建设项目

2020年确山县双河镇大戴庄
村蔬菜种植日光温棚建设项
目

新建

曹庄村

新建40米×8米的单模棚10座
县农业农村 3200平方米，配套供水管网 、
局
供电电缆等设施 ，香菇架
200个，管理用房4间。

合计

中央专项

3210

2991

129

114

新建

新建100*14的日光温棚5座，每
座1400平方米，配套10平方米
县农业农村
陈上庄村
的管理房5个，新建100立方米
局
蓄水池1座、排灌设施，供水、
供电管网等附属设施 。

251.5

251.5

新建

新建100*14的日光温棚5座，每
座1400平方米，配套10平方米
县农业农村
陈上庄村
的管理房5个，新建100立方米
局
蓄水池1座、排灌设施，供水、
供电管网等附属设施 。

251.5

251.5

省级专项 市级专项 县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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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14

0

1

1

其他统筹整
合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资金来源

0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赵湾村集体
所有。依托确山县亿祥农业科技
服务专业合作社 ，带动赵湾村贫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以工
困群众发展食用菌种植 。一、通
代赈资金106万元（驻财预【
过产业项目示范带动 ，有利于食
2020】95号）、2020年省级财
用菌种植技术的推广 ，实现镇域
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 14万元
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二、
（驻财预【2020】93号）、
由合作社租赁 ，签订租赁合同 ，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
每年向村集体缴纳不低于投资额
5%的租金，主要用于村集体经济 民族发展资金 8万元（驻财预【
2020】94号）、县级专项扶贫
滚动发展、公益性岗位开发 、贫
资金1万元
困户分红等，扶持67户贫困户增
收致富。三、带动5户贫困户务
工，月工资不低于1500元。贫困
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常满意 。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唐庄村集
体。一是由合作社租赁 ，签订租
赁合同，每年向村集体缴纳不低
于投资额8%的租金，主要用于村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集体经济滚动发展 、公益性岗位
开发、贫困户分红等 。二是扶持 资金251.5万元（驻财预【2020
】93号）
带动210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三是
可提供务工岗位 ，吸纳贫困人口
就业5人以上，月工资不低于 1500
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
常满意。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大戴庄村
集体。一是由合作社租赁 ，签订
租赁合同，每年向村集体缴纳不
低于投资额8%的租金，主要用于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村集体经济滚动发展 、公益性岗
位开发、贫困户分红等 。二是扶 资金251.5万元（驻财预【2020
】93号）
持带动204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三
是可提供务工岗位 ，吸纳贫困人
口就业5人以上，月工资不低于
1500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效
果非常满意。

2020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扶贫发展）项目实施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确山县双河镇陈店村
蔬菜种植日光温棚建设项目

2020年确山县李新店镇谢庄
村蔬菜种植大棚建设项目

2020年确山县李新店镇杨湾
村蔬菜种植大棚建设项目

2020年确山县普会寺镇张营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二期建设
项目

建设
性质

计划总投入资金规模
实施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合计

新建

新建100*14的日光温棚5座，每
座1400平方米，配套10平方米
县农业农村
陈上庄村
的管理房5个，新建100立方米
局
蓄水池1座、排灌设施，供水、
供电管网等附属设施 。

新建

王楼村

新建1个高标准化和 4个标准化
蔬菜种植大棚。高标准化钢和
县农业农村 玻璃结构大棚1400平米长100米
局
、宽14米；每个标准化钢结构
大棚1120平米长80米、宽14米
。

王楼村

新建1个高标准化和 4个标准化
蔬菜种植大棚。高标准化钢和
县农业农村 玻璃结构大棚1400平米长100米
局
、宽14米；每个标准化钢结构
大棚1120平米长80米、宽14米
。

张营村

1、新建食用菌塑料大棚 35座，
23970平方米。其中：824平方
米13座，800平方米7座，544平
方米2座，624平方7座，344平
方米2座，600平方米1座,648平
县农业农村
方米1座，152平方米一座，104
局
平方米1座。平方米一座，104
平方米1座）；2、新建食用菌
保鲜库长20米、宽10米，高3.5
米，700立方米；3、新建100平
方米展厅一座。

新建

新建

中央专项

251.5

251.5

113.355

113.355

113.35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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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

资金来源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陈店村集
体。一是由合作社租赁 ，签订租
赁合同，每年向村集体缴纳不低
于投资额8%的租金，主要用于村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集体经济滚动发展 、公益性岗位
开发、贫困户分红等 。二是扶持 资金251.5万元（驻财预【2020
】93号）
带动193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三是
可提供务工岗位 ，吸纳贫困人口
就业5人以上，月工资不低于 1500
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
常满意。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谢庄村集体 ,
每年租赁收益为总投资的 5%，壮
大村集体经济 。一是扶持带动 73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二是可提供
资金113.355万元（驻财预【
务工岗位，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8人
2020】93号）
以上，月工资1500元。贫困群众
对项目实施效果非常满意 。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杨湾村集体 ,
每年租赁收益为总投资的 5%，壮
大村集体经济 。一是扶持带动 46
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二是可提供
务工岗位，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10
人以上，月工资1500元。贫困群
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常满意 。

113.355

36

其他统筹整
合资金

204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资金113.355万元（驻财预【
2020】93号）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张营村集体
经济。一是流转土地 110亩；二是
为周边群众提供 160个就业岗位，
其中贫困人口就业务工 35人，每
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月工资不低1500元，并签订2年以 贫发展资金240万元（驻财预【
上务工协议；三是每年租赁收益 2020】93号、中央36、省级204
为总投资的5%，壮大村集体经
万元）
济，带动128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
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常满
意。

2020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扶贫发展）项目实施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计划总投入资金规模
实施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合计

中央专项

2020年确山县石滚河镇辛庄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

辛庄村

新建大棚24座，每座320平方米
（包括外遮阳、出菇架、喷淋
县农业农村 、水帘、风机）；600平方米生
局
产厂房1座；新建长1000米，宽
3.5米，厚12厘米水泥路；基地
内给水、电路。

2020年确山县石滚河镇何大
庙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项
目

新建

辛庄村

新建大棚40座，每座320平方米
县农业农村 （包括外遮阳、出菇架、喷淋
局
、水帘、风机）；简易管理用
房7间。

379.57

379.57

2020年确山县石滚河镇陈冲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

辛庄村

新建大棚12座，每座320平方米
县农业农村
（包括外遮阳、出菇架、喷淋
局
、水帘、风机）。

108.98

108.98

赵楼村

新建大棚18座，每座320平方米
（包括外遮阳、出菇架、喷淋
县农业农村
、水帘、风机）；600平方米生
局
产厂房1座；基地内给水、电路
。

250.35

250.35

赵楼村

新建大棚22座，每座320平方米
（包括外遮阳、出菇架、喷淋
县农业农村
、水帘、风机）；新建长
局
800米，宽3.5米，厚12厘米水
泥路。

230.5

230.5

2020年确山县石滚河镇赵楼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2020年确山县石滚河镇袁棚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

新建

344.69

3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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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统筹整
合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资金来源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辛庄村集
体。一是每年租金收益为总投资
的6%，并且签订不低于 3年的租用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合同，租金收入为辛庄村集体经
资金344.69万元（驻财预【
济收入，扶持带动60户贫困户增
2020】93号）
收致富；二是提供务工岗位 ，带
动5户贫困户在基地内务工 ，月工
资1500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
效果非常满意 。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何大庙村
集体。一是每年租金收益为总投
资的6%，并且签订不低于 3年的租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用合同，租金收入为何大庙村集
资金379.57万元（驻财预【
体经济收入，扶持带动119户贫困
2020】93号）
户增收致富；二是提供务工岗
位，带动5户贫困户在基地内务
工，月工资1500元。贫困群众对
项目实施效果非常满意 。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陈冲村集
体。一是每年租金收益为总投资
的6%，并且签订不低于 3年的租用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合同，租金收入为陈冲村集体经
资金108.98万元（驻财预【
济收入，扶持带动10户贫困户增
2020】93号）
收致富；二是提供务工岗位 ，带
动2户贫困户在基地内务工 ，月工
资1500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
效果非常满意 。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赵楼村集
体。一是每年租金收益为总投资
的6%，并且签订不低于 3年的租用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合同，租金收入为赵楼村集体经
资金250.35万元（驻财预【
济收入，扶持带动48户贫困户增
2020】93号）
收致富；二是提供务工岗位 ，带
动3户贫困户在基地内务工 ，月工
资1500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
效果非常满意 。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袁棚村集
体。一是每年租金收益为总投资
的6%，并且签订不低于 3年的租用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合同，租金收入为袁棚村集体经
济收入，扶持带动66户贫困户增 资金230.5万元（驻财预【2020
】93号）
收致富；二是提供务工岗位 ，带
动3户贫困户在基地内务工 ，月工
资1500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
效果非常满意 。

2020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扶贫发展）项目实施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确山县竹沟镇杨庄村
香菇养菌棚建设项目

2020年确山县竹沟镇西李楼
村香菇养菌棚建设项目

2020年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村
香菇养菌棚建设项目

建设
性质

新建

新建

新建

计划总投入资金规模
实施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合计

中央专项

肖庄村

1、新建长45米、宽10米、高
3.2米连体养菌棚17个（含高
县农业农村
5.5米自动遮阳帘）；2、养菌
局
架17套；3、自动喷水设备
17套；4、铺设水管1020米。

181.9

181.9

肖庄村

1、新建长45米、宽10米、高
3.2米连体养菌棚17个（含高
县农业农村
5.5米自动遮阳帘）；2、养菌
局
架17套；3、自动喷水设备
17套；4、铺设水管1020米。

181.9

181.9

肖庄村

1、新建长45米、宽10米、高
3.2米连体养菌棚17个（含高
县农业农村
5.5米自动遮阳帘）；2、养菌
局
架17套；3、自动喷水设备
17套；4、铺设水管1020米。

181.9

181.9

省级专项 市级专项 县级专项

第4页

其他统筹整
合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资金来源

项目建成后，基地产权归属杨庄
村集体。一是每年租金收益为总
投资的5%，并且签订不低于 3年的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租用合同，扶持带动49户贫困户 资金181.9万元（驻财预【2020
增收致富；二是提供务工岗位 ，
】93号）
带动6名贫困户务工 ，月工资1500
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
常满意。
项目建成后，基地产权归属西李
楼村集体。一是每年租金收益为
总投资的5%，并且签订不低于 3年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的租用合同，扶持带动39户贫困 资金181.9万元（驻财预【2020
户增收致富；二是提供务工岗
】93号）
位，带动6名贫困户务工，月工资
1500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效
果非常满意。
项目建成后，基地产权归属竹沟
村集体。一是每年租金收益为总
投资的5%，并且签订不低于 3年的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租用合同，扶持带动37户贫困户 资金181.9万元（驻财预【2020
增收致富；二是提供务工岗位 ，
】93号）
带动6名贫困户务工 ，月工资1500
元。贫困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
常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