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南县 文件

商南扶发〔2019〕32 号

商南县扶贫开发局 商南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中省新增和市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

商南县 2019 年中省新增和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备案

（商南扶字[2019]36 号），经市扶贫局、财政局审定同意实施，

现将 2019 年中省新增和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下达给

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本次共安排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61个建设资金1787

万元。

一、严格扶贫项目资金管理

各镇（办）要严格执行《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陕西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审计厅关于扶贫项目招投标

扶贫开发局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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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陕扶办发〔2019〕10 号）规定，

按照简化程序、减少环节、严格管理、提高效率、方便群众的原

则，完善扶贫项目的招投标，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运行。

二、坚持公开透明、项目公示

全面实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信息公开，注重引导村委会和贫

困户参与资金使用管理。要将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在镇

（办）政府门户网站、主要媒体和项目村进行公告公示，建立健

全公告公示制度，提高扶贫资金使用透明度，广泛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公告公示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资金来源、资金规模、实

施地点、建设内容、实施期限、预期目标、项目实施结果、实施

单位及责任人、举报电话等。

三、严格扶贫项目管理

一是实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镇（办）领导负责制，所有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都要明确具体的项目建设包抓领导，包抓责任，督

促项目村落实好项目建设单位，经专业技术人员设计、勘测，严

格按照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施工，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外

围环境保障工作；二是明确项目建设的建设时限，逐项目拟定出

建设进度计划，加强项目现场安全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加

快工程实施进度。本次下达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务于 2019

年 11 月底前完工；三是实行基础设施项目竣工验收负责制和镇

（办）初验、县上验收制。实行“谁验收，谁负责”。项目竣工

后，经建设单位申请，镇（办）政府（街道办）、项目村、包扶

单位等要联合对项目进行初验，签注验收意见，参加验收人员要

在初验单上签名，对初验合格的项目以镇（办）政府正式文件上

报县扶贫局、财政局申请验收。四是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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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负直接责任。项目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主动参与分配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切

实履行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的第一责任，加强对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督促扶贫建

设项目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确保分配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五是规范项目管理。本次下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计划作为县上考核、检查、验收及各级审计的依据，不得随

意变更，坚决杜绝扶贫资金“挪窝”现象，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

的，要以镇（办）政府、（办事处）正式文件向县扶贫局、财政

局上报项目申请变更报告，县扶贫局、财政局同意变更批复后方

可实施。六是加强项目后续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后，受益主体要

负责制定后续管理办法，确保扶贫建设项目永续利用。

四、加快资金支出进度

加快资金拨付报账进度，为防止扶贫资金“趴窝”现象发生，

本次下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照“竣工一个，验收一个，报账

一个”的原则进行管理，具体报账流程如下：1、开具正式税票，

和项目村村委会签订施工合同的税票付款方开具项目村村委会，

和镇政府签订施工合同的税票付款方开具镇政府，税票上镇长、

村长签字并加盖镇、村公章；2、领款方出具领条；3、施工合同

原件；4、工程决算清单（须由资质公司出据工程决算报告）；5、

镇、村自验材料（镇村参加验收人员签字并加盖镇村公章）；6、

项目受益贫困户名单（贫困户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并加盖村

委会公章）；7、领款人身份证、银行账号复印件。

五、规范项目建设档案管理

要加强项目档案建设。实行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双重管理机

制。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落实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确保

3





附件

商洛市2019年贫困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备案表 
                                                                                                    单位：万元、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资金投入（万元）
受益

贫困户
绩效目标

备注（贫困
村属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其他资金

镇名 村名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合计 1787 1787 0 0 945 

1 店坊河村产业路

新修店坊河村上河组至上竹园瓜
蒌子基地、食用菌基地水泥产业

路长2.9公里，宽2米。浆砌产
业路挡墙7.m³，新建产业平板

桥1座，长4,5米，宽3米，埋设
管涵9处。

赵川镇 店坊河村 50 50 96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2 大阳坡村产业路

新修大阳坡村金家坪组护庄挡墙
641m³，新修金家坪组萝卜山水

泥产业路长270米，宽3米；新
修江家凸组水泥产业路（包含整
修路基）长385米，宽3米；新

修寨沟水泥产业（包含整修路
基）585米，宽3米；拓宽改造

水磨沟通组砂石路，长3.5公
里，宽4米。

赵川镇 大阳坡村 60 60 112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3 松树垭村通组路

新修袁家沟至乔坡组通组水泥

路，长2.1公里，宽3米，新建
护坡挡墙（下宽1米上宽

0.5米）长27米，高2.5米。

赵川镇 松树垭村 10 10 15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4 松树垭村便民桥

新修松树垭村财神庙便民桥
1座，长26米，宽5.5米，高8米

。桥头挡墙长18.5米，高
5.5米，底宽2米，面宽0.8米。

浆砌石方142m³。

赵川镇 松树垭村 75 75 13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5 赵川镇腰岭村

新修腰岭村便民桥2座，其中：

葫草坪便民桥长12米，宽4米；
九亩地便民桥长14米，宽4米；

赵川镇 腰岭村 20 20 11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6 文化坪村通组路

新修文化坪村屈家坪组至庙沟
组通组砂石路，长1.8km，宽

3.5米，新修涵洞2个，开炸及
运输土、石方10000m³，新修护

坡挡墙长50米，宽0.6米，高2
米。

赵川镇 文化坪村 30 30 12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7 魏家台村便民桥

新修魏家台村上河组便民桥

1座，长22.8米，高6米，宽4.5
米。

赵川镇 魏家台村 42 42 28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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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洛市2019年贫困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备案表 
                                                                                                    单位：万元、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资金投入（万元）
受益

贫困户
绩效目标

备注（贫困
村属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其他资金

镇名 村名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8 淤泥湾村产业路

新修韦园沟脑咸水岭产业基地

砂石产业路600米，宽4.5米.铺
设管涵3处。

赵川镇 淤泥湾村 10 10 8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9 耀岭河村河堤

新修耀岭河村尖刀坪组排洪渠

长90米，宽7.5米，开挖及运输
土方1251m³；修建挡墙

1272m³；平整及硬化渠底
741m³；铺设排污￠30管道长
100米新建检查井3座；新建便

民桥1座，长7米，宽3.5米。

过风楼镇 耀岭河村 50 50 1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10 耀岭河村通组路
新修纸坊沟口至先王沟通组砂

石路2.1公里，宽4.5米。
过风楼镇 耀岭河村 50 50 1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11 八里坡村河堤

新修磨子洼组上山洞口至陶久

林上路口河堤，长160米，高
4.5米，宽1.4米，浆砌石方
1008m³。

过风楼镇 八里坡村 20 20 39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12 八里坡村河堤

修缮加固上山洞口至玉元沟口
河堤长200米。高1.5米，宽

1米，计混硬土300m³；新修玉
元沟口至刘先武门前河堤，长
200米，高2.5米，宽1.5米，浆

砌石方750m³；新修上山洞口至
刘先武门前防水护栏长350米，

高0.6米，宽0.5米，计混凝土
105m³。

过风楼镇 八里坡村 30 30 39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13 八里坡产业路
新修上阳坡花椒产业砂石产业

路长2.1公里，宽4.5米。
过风楼镇 八里坡村 20 20 5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14 水沟村便民桥

新修水沟村太白三组李家屋场

便民桥1座，长26米，宽
4.5米，高3.8米，引线28米。

过风楼镇 水沟村 40 40 7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15 千家坪村便民桥

新修千家坪村柳家大屋场便民

桥1座，长26米，宽4.5米，高
4.5米。

过风楼镇 千家坪村 30 30 6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16 炭沟村河堤

新修炭沟村三岔组河提长

160米，高2.6米，宽0.8米，浆
砌石方332m³。

过风楼镇 炭沟村 15 15 32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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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洛市2019年贫困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备案表 
                                                                                                    单位：万元、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资金投入（万元）
受益

贫困户
绩效目标

备注（贫困
村属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其他资金

镇名 村名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17 新庙村便民桥
新修新庙村十组便民桥1座，长

20米，宽4.5米。
青山镇 新庙村 20 20 8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18 马蹄店村产业路

新修马蹄店村十组漆树砂石产

业路长1.4公里，宽4.5米。新
建产业桥1座，长7米，宽4.5米
。

青山镇 马蹄店村 20 20 6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19 马蹄店村便民桥

新修马蹄店村五组至八组便民
桥4座，其中：5组便民桥长15

米，宽3.6米；6组便民桥长18
米，宽3.8米；7组便民桥长14
米，宽3.6米；8组便民桥长15

米，宽3.8米。

青山镇 马蹄店村 30 30 15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20 马蹄店村河堤

新修马蹄店村十组河堤长

385米，宽1米，高2.4米；护根
石坝长420米，高0.8米，宽0.6

米。

青山镇 马蹄店村 30 30 12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21 新庙村河堤

新修吊崖河堤长390米，均高

3.5米，宽1米。浆砌石方
1365m³。

青山镇 新庙村 45 45 12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22 青山社区河堤

新修青山社区八组护坡挡墙长
52米，高5.6米，宽1.2米，浆

砌石方349m³；新修河堤长
72米，浆砌石方117m³；河道加
固65米，路肩120米，挖运土方

3800m³。

青山镇 青山社区 20 20 1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23 青山社区河堤
新修青山社区和平组河堤长300

米，高3米，宽0.8米。
青山镇 青山社区 15 15 8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24 草荐村产业路
新修草荐村糍粑沟0.8公里水泥

产业路，宽3.5米。
青山镇 草荐村 25 25 15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25 花园村产业路

新修花园村十二组路沟茶园水

泥产业路长2.1公里，宽3.5米
。

青山镇 花园村 65 65 36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26 双庙岭村产业挡墙
新修双庙岭村柳上组黑毛猪养

殖基地产业挡墙900m³。
湘河镇 双庙岭村 20 20 13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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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洛市2019年贫困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备案表 
                                                                                                    单位：万元、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资金投入（万元）
受益

贫困户
绩效目标

备注（贫困
村属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其他资金

镇名 村名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27
双庙岭村产业路挡

墙

新修中沟至打鼓洞产业路挡墙7
处长516米，浆砌石方930m³，

铺设管涵4处60米，土方挖运
4593.2m³；填方304m³。

湘河镇 双庙岭村 38 38 8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28 湘河社区产业路

新修湘河社区石枣园水泥产业

路长1公里、宽3.5米。管涵1处
。

湘河镇 湘河社区 30 30 7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29 三官庙便民桥

新修三官庙村姜家台组便民桥1

座，长10米、宽4.5米、引线长
160米、挡墙260m³ 。

湘河镇 三官庙村 30 30 9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30 地坪村产业路
新修地坪村养殖基地砂石产业

路长1.5公里，宽5.5米。
湘河镇 地坪村 30 30 9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31 湘河社区产业路
新修湘河社区金家岭砂石产业

路长2公里，宽4.5米。
湘河镇 湘河社区 30 30 12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32 两岔河村河堤

新修两岔河村杜家槽河堤长130

米、底宽1.5米、面宽0.8米、
高5米。浆砌石方747m³。

湘河镇 两岔河村 20 20 2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33 莲花台村产业路
新修莲花台村红桐沟砂石产业
路长2公里、宽4.5米。

湘河镇 莲花台村 20 20 1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34 瓦窑岭村河堤

新修瓦窑岭村金沟组河堤长100
米，均高4.5米（基础高
1.5米），底宽2.5米，面宽

1米，浆砌石方787.5m³。

湘河镇 瓦窑岭村 20 20 2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35 黑沟村饮水项目

新修黑沟村安沟组自来水项

目：新建蓄水池50m³，铺设饮
水管道2000米。

十里坪镇 黑沟村 10 10 1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36 黑沟村饮水项目

新修石板沟自来水项目：新建

蓄水池35m³，铺设主管道2400
米，入户管道1500米。

十里坪镇 黑沟村 10 10 9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37 核桃坪村便民桥

新修核桃坪村红岩组便民桥

1座，长10米，宽4米，引线4.5
米，栏杆7米。

十里坪镇 核桃坪村 16 16 13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38 核桃坪村便民桥

新修核桃坪村红岩组便民桥

1座，两孔平板桥，长20米，宽
4.5米，引线长20米，栏杆24.7
米。

十里坪镇 核桃坪村 34 34 13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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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洛市2019年贫困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备案表 
                                                                                                    单位：万元、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资金投入（万元）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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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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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其他资金

镇名 村名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39 梁家坟村产业路

贺家沟产业基地路面平整

790米，路面硬化790米，路基
宽3.5米，起点贺家沟口至邢国
强老房下100米处。

十里坪镇 梁家坟村 26 26 19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40 梁家坟村产业路

梁家坟村通村路改线工程，长

185米，宽6米，包括新修路基
挡墙26米，宽1.4米，高

3.4米，污水管道23米。

十里坪镇 梁家坟村 19 19 67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41 梁家坟村产业路

圪㙮坪组后沟组通组沙石路，

长1200米，宽4.5米。其中（管
涵一处长5米）起点后沟口至叶
宜财门口。

十里坪镇 梁家坟村 12 12 21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42 梁家坟村产业路

阴坡组洞子口香菇基地防洪河

堤，长147米，平均高4.5米，
底宽1.5米，顶宽1米。便民桥
一座，长9.5米，宽5米。

十里坪镇 梁家坟村 30 30 33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43 梁家坟村产业路 入户、联户路1000米，宽2米 十里坪镇 梁家坟村 13 13 34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44 红岩村产业路

新修红岩村十袁路至龙凤山组

李忠新门口通组砂石路，长1.4
公里，宽5.5米。干砌挡墙长
500米，高4.5米，宽1.5米，土

石方开挖3100m³。

十里坪镇 红岩村 30 30 23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45 碾子坪村通组路

拓宽改造碾子坪村寨沟脑至钓
鱼河通组砂石路，长3.5公里

（急转弯硬化200米），宽4.5
米，修建涵洞1处，过水路面1

处，排水渠200米。

十里坪镇 碾子坪村 30 30 2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46 碾子坪村通组路

拓宽改造碾子坪村马家台至段
家沟通组砂石路，长2.5公里，

新修过水路面5处，开挖石方
500m³，浆砌石挡墙200m³。

十里坪镇 碾子坪村 20 20 6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47 碾子坪村便民桥

新修碾子坪脑产业桥一座长3米

、宽3.5米；新修碾子坪组大西
沟产业桥一座，长4米，宽3.5
米。

十里坪镇 碾子坪村 10 10 1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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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洛市2019年贫困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备案表 
                                                                                                    单位：万元、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施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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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名 村名 小计 中央 省级 县级

48 碾子坪村河堤

新修段家沟防洪渠长130米，浆

砌石400m³，新修7米长板桥2座
。

十里坪镇 碾子坪村 20 20 6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49 碾子坪村河堤
新修段家沟河堤长550米，平均

高度2.5米，浆砌石1200m³。
十里坪镇 碾子坪村 30 30 6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50 十里坪社区河堤

护坝工程总方量770立方米：下
湾组护坝浆砌石坝570m³（高3

米：其中地表2米、地下1米，
底宽1.6米、顶宽0.8米，长164
米）；                赵家

院护坝200m³（①长
18+22+28+30=98米；高2米：其

中地表1.5米、地下1米；宽：
底宽1米、顶宽0.6米；②长
36+15=41米、高1.5米：其中地

表1米，地下0.5米；宽：底宽1
米，顶宽0.6米）

十里坪镇 十里坪社区 30 30 25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51 大竹园村通组路

新修大竹园村老屋场老院通组
水泥路长480米（两段：长194
米，宽3米；长286米，宽

2.5米）。新建平板桥两座：一
座长4米，宽3米，一座长2米，
宽4米。新建涵管桥一座长

3米，宽4米。

十里坪镇 大竹园村 20 20 22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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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2019年贫困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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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白鲁础村排洪渠

白鲁础组管道排洪项目：1.河
道至张后广路口长102米，宽

1.5米；2.合计长32米排洪渠。
范礼君门口桥头管涵排洪渠长8
米，宽1米；索中来路口管涵排

洪渠长8米，宽1米；白鲁础农
商银行门口管涵排洪渠长8米，

宽1米；刘长命门口管涵排洪渠
长8米，宽1米。白鲁础组u型排
洪渠项目：1.自白鲁础九年制

学校宿舍楼路口至车站上，长
80米，宽0.8米；2.自张传宏门

口至范礼君门口桥头，长
196米，宽0.8米。

十里坪镇 白鲁础村 30 30 17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53 马王沟村河堤
整修马王沟村大屋场组至胡家
堡组河堤长1200米，宽0.8米，

高1.5米，浆砌石方1440m³。

十里坪镇 马王沟村 30 30 80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54 白玉河口村产业路

新修白玉河口村店坊沟茶园砂

石产业路，长2公里，宽3.5米
。

金丝峡镇 白玉河口村 30 30 26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55 毕家湾村通组路
新修撞上组到北下组通组水泥

路2公里，宽3.5米。
金丝峡镇 毕家湾村 50 50 24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56 马家坪村河堤

新修中厂组河堤长140米，高

3.8米，浆砌石方810m³，垫方
1750m³。

金丝峡镇 马家坪村 25 25 11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57 曹营村产业路

新修曹营村东沟口至沟脑砂石

产业路长2公里，宽4.5米。开
挖土石方11000m³，新修挡墙

110立方米。埋设管涵 5处。

城关街道办 曹营村 10 10 14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58 曹营村产业路

新修曹营村腰子哇沟口至沟脑

砂石产业路长2公里，宽
4.5米，开挖土石方6500m³，埋

设管涵7处。

城关街道办 曹营村 5 5 8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59 曹营村产业路

新修火神庙至腰子哇沟脑砂石

产业路长3公里，宽4.5米，开
挖土石方15000m³，新修挡墙
60m³，埋设管涵8处。

城关街道办 曹营村 25 25 18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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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龙窝村联村产业路

新修龙窝村彭家沟口至草荐沟
村秋树沟脑联村联镇产业路路
基挡墙1800m³，DN800管涵

3道，板涵5处。

富水镇 龙窝村 81 81 85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贫困村

61 梁家坟村通组路
新修梁家坟阴坡组至放马坪通
组路路基挡墙2750m³。

十里坪镇 梁家坟村 81 81 98
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深度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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