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宝市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入库项目统计表

序号 乡镇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万

元）
资金筹措

方式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 利益联结机制

合计 95 15450.66 

1 川口乡
2022年灵宝市川口乡洼

里村蔬菜大棚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洼里村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建钢结构大棚24座，总建筑面积13760平方米，并配套

建设棚膜、棉被、卷膜机、卷帘机、供电、供水等设施

设备。

225 财政资金 洼里村

该项目建成后，由洼里村两委运营管理，依托村经

济能人示范带动群众参与种植 ，通过收取承包费形

式收益，预计年综合收益可达18万元，可大幅度提

升村集体经济，丰富村产业结构，从而以产业发展

促进乡村振兴。

否

该项目建成后，由洼里村两委运营管理 ，依托村经济
能人示范带动群众参与种植 。一方面可通过收取承包

费形式收益，预计年直接效益可达11.5万元，另一方

面，通过与周边村签订困难群众转移就业合作协议带

动困难群众务工就业，间接效益可达6.5万元，在大幅

度提升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可有效实现困难群众增收 ，
从而以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

2 川口乡
2022年灵宝市川口乡西

岭村张坡危桥改建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西岭村

2022年1月-

10月
交通局

在西岭村C102线上改建桥梁一座，全长54m，桥宽6.5米

。
183.82 财政资金 西岭村

解决西岭村张坡组、赵坡组、许洼组群众生产生活

目前存在的交通中断问题，有效促进群众对外交流

和物资流通，从而提升项目区内群众生活水平 ，加

速西岭村大樱桃主导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

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否

解决西岭村张坡组、赵坡组、许洼组群众生产生活目

前存在的交通中断问题 ，有效促进群众对外交流和物

资流通，从而提升项目区内群众生活水平 ，加速西岭

村大樱桃主导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实现乡村

振兴夯实基础。

3 川口乡

2022年灵宝市川口乡

G209洼里桥至垃圾中转

站道路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洼里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全长396米，路基宽5.5米，路面宽4.5米，水泥混凝土路

面，16cm厚砂砾垫层+18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及混凝土边

沟、配套安全设施等。

47.04 财政资金 川口乡

该项目建成后，可彻底打通通往乡垃圾中转站的最

后一段村内道路，从而解决全乡垃圾中转清运不便

的问题，有效提升垃圾中转工作效率 ，助推全乡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稳步开展，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
夯实基础。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彻底打通通往乡垃圾中转站的最后

一段村内道路，从而解决全乡垃圾中转清运不便的问

题，有效提升垃圾中转工作效率 ，助推全乡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稳步开展，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

4 川口乡
2022年灵宝市川口乡西

岭村阳坡桥梁新建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西岭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建漫水桥一座，长41m，宽4m，桥涵（2*3m）高1.8m，

桥台高3m。
44.07 财政资金 西岭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西岭村阳坡组、黄凹组群众
的生产生活交通问题，保障了村大樱桃主导产业的

持续快速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受益群众生活水平 ，

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西岭村阳坡组、黄凹组群众生
产生活目前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问题 ，从而有效提升

受益群众生活水平、促进西岭村大樱桃主导产业持续

快速发展，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

5 川口乡
2022年灵宝市川口乡横

渠村饮水管网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横渠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铺设输水主管459m、输水干管1156m、输水支管
8456m；新建阀门井8座；一体化阀门井388个，水表386

个；安装50m3压力罐一座，次氯酸钠消毒设备一套 ；

45KW变频启动柜一台等。

87.63 财政资金 横渠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极大程度上提高横渠村居民饮水

的供水保障率，有效解决项目区内386户1700余人的

饮水问题，从而提升项目区内群众生活水平 ，促进

项目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

夯实基础。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极大程度上提高横渠村居民饮水的

供水保障率，有效解决项目区内386户1700余人的饮水

问题，从而提升项目区内群众生活水平 ，促进项目区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

6 寺河乡
2022年灵宝市寺河乡南

埝村艾叶二期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南埝村

2022年2月-
3月 农业农村局

种植100亩艾叶；购买化肥、有机肥、拖拉机一台、旋
耕耙一台、液压翻转犁一台、秸秆机一台、正牵引跨行

式方草捆捡拾压捆机1台、撒肥机1台；涡轮喷枪和支架

、消防带和接头、喷灌泵。

46.34 财政资金 南埝村
项目建成后预计增加收入 5万元，可用于发展村集体

经济、公共设施维修、困难群众临时救助等。
是

项目建成后预计增加收入 5万元，可用于发展村集体经

济、公共设施维修、困难群众临时救助等。

7 寺河乡

2022年灵宝市火山关村

连翘育苗、种植和保护

性抚育产业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火山关村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栽植扦插接穗插接穗 15万枝，苗埔围栏680米，示范基

地300亩，每亩栽种150棵，复合肥10吨，尿素2吨，管理

房1座及其他配套设备。

79.86 财政资金 火山关村
该项目生产周期为3年，3年后预计每年收入6.4万元

左右，用于增加火山关村集体经济收入 。
是

项目建成后预计增加收入 6.4万元，可用于发展村集体

经济、公共设施维修、困难群众临时救助等。

8 寺河乡

2022年灵宝市寺河乡寺

河村文家山组农村安全

饮水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寺河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修建40方集水池1座，铺设管道5522m，阀门井7座，集

中供水点2处等。
22.40 财政资金 寺河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寺河村文家山组、勿雨组29
户111人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

否

保障了群众饮水质量，改善了生活条件，减少了疾病

的发生，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巩固该村脱贫成

果，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增加满意度。

9 尹庄镇

2022年灵宝市前店村香

菇产业设施大棚建设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前店村
2022年4月-

10月 菌办

占地40亩左右，新建大棚55座，其中包括35个出菇大

棚，20个高标准网格化养菌大棚及室内外配套设施 、物

联网系统初期设备等。

819.41 财政资金 尹庄镇

该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承包经营的模式，每年预

计收取租金65万元左右，租金由乡镇统筹用于镇产

业发展、小型公益事业、公益岗等支出。

是

吸纳周边群众务工，收益由乡镇统筹，用于全镇食用

菌产业发展、设施设备提标改造和所在村公益事业发

展。



序号 乡镇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万

元）
资金筹措

方式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 利益联结机制

10 函谷关镇
2022年灵宝市函谷关东

寨村乡村振兴民宿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东寨村

2022年4月-
10月

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

新建民宿3座，总占地959.56平米，每座房屋为两层楼，

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新建生态停车场一座，总占地

3999平方米，并规划停车位118个。

302.80 财政资金 东寨村

该项目建成后，对外出租，年收入24万元，带动乡

村的物产、生活、就业、文化旅游持续发展，助推

函谷关镇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 。

是
项目收益由乡镇统筹，主要用于支持全乡产业发展 、

小型公益事业、公益岗位工资等支出。

11 焦村镇

2022年灵宝市焦村镇高

质高效种植玻璃温室建

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西册村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建设温室总面积5280平方米（48米*108米），包括土建

、温室主体骨架、顶部覆盖、四周覆盖、内外侧遮阳系
统、顶部通风系统、升温降温系统、智能配电系统、给

排水系统等相关配套设施 。

251.54 财政资金 焦村镇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承包经营的模式 ，预计每年

产生效益20.1万元左右，收益由乡镇统筹用于乡镇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等支出。

是

该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出租，市场化经营模式，年

可产生收益20.1万元左右，持续13年以上，包含大棚

租金、大棚产业效益及带动务工等 ，直接收益由乡镇

统筹，用于全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完善提升和公益事业发展支出等 ，同时可为困难群众
提供务工岗位。

12 焦村镇
2022年灵宝市焦村镇秦

村机井饮水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秦村

2022年1月-
10月 水利局

1）新建机井一眼，井深350m，井壁管采用螺旋钢管

377*8mm；2）配套200QJ10-295/19潜水泵一台(扬程
295m，功率22KW，出水量10m³/h)，水泵潜水电缆线

3*25mm2长350m，37KW变频柜一台，提水管采用无缝钢

管，型号D57*4mm 长330m（机井内300m，井外30m）接至

压力罐；3）新建管理房12m2；4）安装80KVA变压器一

台，架设电力电缆线路(JKLGYJ-10KV-70mm2)450m；5）
配套30m3压力罐（壁厚8cm）和储水罐各一座；6）铺设

输水管道PE100级聚乙烯管De63*4.7mm  1980m，

1.25MPa；压力罐顶采用彩钢棚覆盖 62m2；配套全自动化

次氯酸钠发生器一套。

89.00 财政资金 秦村村
可改善秦村220户790人的饮水问题，提升居民生活

条件
否

可改善秦村220户790人的饮水问题，提升居民生活条

件。

13 焦村镇

2022年灵宝市焦村镇坪

村（马家沟）供水管网

改建

基础设施 新建
坪村（马

家沟）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铺设管道524m；新建阀门井29座，维修变压器 S13-M-

100/10 一台含配电箱等。
18.59 财政资金 坪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坪村(马家沟)24户、125口人

的饮水问题，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群众稳

定增收。

否 改善坪村（马家沟）24户，125口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14 焦村镇
2022年灵宝市焦村镇垃

圾中转站工程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卯屯村

万渡村

2022年4月-
10月 城管局

新建垃圾中转站2座，每个面积为95.68平方米，中转站

檐高5.8米； 操作间檐高3.3米，化粪池2个。铁皮垃圾

箱60个，240升塑料垃圾桶600个。

106.30 财政资金 全镇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国道310卯屯村段及周边村、省

道312万渡村段及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国道310卯屯村段及周边村、省道

312万渡村段及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

15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福

地村蔬菜大棚产业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福地村上

套组

2022年1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占地面积58亩，建设钢架大棚30450平方米，建设大棚48

座，配套水电等基础设施。
417.53 财政资金 福地村

项目建成后发展群众种植蔬菜 ，不断增加群众收

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33.4万元.
否

用于脱贫户和三类人群公益岗支出带贫不少于 30%；用

于扶贫项目日常管护巡查维修基金不少于 30%；用于支

持村小型公益事业发展不少于 30%。用于脱贫户和三类

人群“十星示范户”评选奖补不少于10%。

16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董

家沟村蔬菜大棚产业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董家沟村
2022年1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占地面积25亩，建设大棚10550平方米，建设钢架大棚28

座，配套水电等基础设施。
163.32 财政资金 董家沟村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出租模式 ，预计年收入租金

13.06万元。
是

用于脱贫户和三类人群公益岗支出带贫不少于 30%；用
于扶贫项目日常管护巡查维修基金不少于 30%；用于支

持村小型公益事业发展不少于 30%。用于脱贫户和三类

人群“十星示范户”评选奖补不少于10%。

17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翻

里村连翘产业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沟南、沟

北、上沟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发展连翘160亩，栽植32500株。 28.13 财政资金 翻里村

该项目生产周期为3年，3年后预计每年收入2.2万元

左右，用于增加翻里村集体经济收入 。
是

一是30%用于脱贫户和三类人群公益岗支出带贫 ；二是
20%用于扶贫项目日常管护巡查维修基金 ；三是30%用

于支持村小型公益事业发展 ；四是20%用于脱贫户和三

类人群“十星示范户”评选奖补。

18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农

副产品分拣中心
产业项目 新建 孙家沟村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占地面积1253平方米，其中钢架棚一座700平方米，高度

4.95米，建设管理房553平方米，以及水电等配套设施。
271.91 财政资金 段家洼村

项目建成后，取对外承包经营的模式 ，年增加段家

洼村集体经济收入21.75万元。
是

一是30%用于脱贫户和三类人群公益岗支出带贫 ；二是
20%用于扶贫项目日常管护巡查维修基金 ；三是30%用

于支持村小型公益事业发展 ；四是20%用于脱贫户和三

类人群“十星示范户”评选奖补。

19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郭

家岭村蔬菜大棚产业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郭家岭大

桥后河边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建设蔬菜大棚30个，总面积10260平方米；土地平整及水

电配套设施等。
190.32 财政资金 郭家岭村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承包经营的模式 ，带动示范

群众发展蔬菜种植，增加群众收入，同时，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15.23万元左右。

是

一是30%用于脱贫户和三类人群公益岗支出带贫 ；二是
20%用于扶贫项目日常管护巡查维修基金 ；三是30%用

于支持村小型公益事业发展 ；四是20%用于脱贫户和三

类人群“十星示范户”评选奖补。



序号 乡镇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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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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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 利益联结机制

20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水

南村桑园危桥建设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苏村乡

2022年1月-

10月
交通局

建筑硬化砼垃圾破碎清运 、预制桥梁、开挖基坑、浇筑

桥台，片石浆砌护坡及挡墙，防冲面板，桥头引线及硬

化路面等。

133.55 财政资金 水南村
解决水南村99户307人的生产及出行问题，促进产业

发展和群众增收。
否

解决水南村99户307人的生产及出行问题，促进产业发

展和群众增收。

21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宋

峪村人蓄饮水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宋峪村一

二组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维修100立方蓄水池2座；铺设支管1753米及配套阀门井

等工程；更换管道200米，无缝钢管180米。
16.44 财政资金 宋峪村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宋峪村72户240人饮水问题，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增加群众收入。
否 方便72户240人吃水，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22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卫

家磨村人蓄饮水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高家窑组

、咧吧咀

组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高家窑组新建50立方蓄水池及配套设施等；咧吧咀组新

建50立方蓄水池及配套设施等。
23.13 财政资金 卫家磨村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卫家磨村55户250口人饮水问

题，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增加群众收入。
否 改善55户250口人吃水条件。

23 五亩乡

2022年灵宝市五亩乡盘

龙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盘龙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在四、五、六组分别建设20立方蓄水池1座、10立方蓄水

池1座、20立方蓄水池1座，新建泉室两处，铺设输水管

道12.9km，购置配套消毒柜等。

79.72 财政资金 盘龙村
项目实施后，可解决盘龙村三、四、五、六组121户

468人饮水安全问题。
否

项目实施后，可解决盘龙村三、四、五、六组121户

468人饮水安全问题。

24 五亩乡

2022年灵宝市五亩乡五

亩村农村安全饮水提升

项目

基础设施 扩建 五亩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建50方蓄水池1个，铺设饮水管道1400米，输水管线

1775米，安装阀门、建设阀门井16座，购置消毒设备一

套。

28.57 财政资金 五亩村
项目建成后，可解决五亩村3组65户群众饮水问题，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增加群众收入。
否

项目实施后，可解决五亩村3组65户群众饮水安全问题

。

25 五亩乡
2022年灵宝市五亩乡台

头村台头危桥改建工程
基础设施 改建 台头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新建桥梁全长46.04米，桥面净宽6米+2*0.5米防撞护

栏，桥头引线共计158米。
186.91 财政资金 台头村

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台头村1038人出行问题，促进

山区对外交流和物流流通 ，加快沿线村的经济发

展，增加群众收入。

否

极大方便台头村1038口人出行，加快乡村旅游和农业

发展，促进山区对外交流和物质流通 ，加快沿线村的

经济发展，增加群众收入。

26 朱阳镇
2022年灵宝市朱阳镇杜

仲茶加工厂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寺上村

2022年2月-
10月 工信科技局

新建长70m、宽20m总面积为1400㎡杜仲茶加工车间1座，

及配套水电设施。
265.75 财政资金 朱阳镇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出租模式 ，预计年收入租金

13.06万元。
是

每年承包费用于全镇公益岗工资发放 ，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27 朱阳镇
2022年灵宝市朱阳镇贾

村村水毁道路修复项目
基础设施 修复 贾村村

2022年3月-
4月 交通局

全长0.03公里，设计时速为15km/h，拟建路基宽4.5m，

路面宽3.5m，水泥混凝土路面。挖除原路面，统一铺筑
4.5m宽16cm厚砂砾垫层，再统一铺筑3.5m宽18cm厚水泥

混凝土面层，路线右侧设置40m长水泥混凝土护栏，右

侧0.5米宽土路肩。路线左侧设置25m长水泥混凝土挡土

墙及25m长浆砌护面墙。

41.59 财政资金 贾村村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解决532人出行难问题。 否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解决532人出行难问题。

28 朱阳镇
2022年灵宝市朱阳镇美

山村人畜饮水提升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美山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铺设管道9136米，100m³蓄水池1座，50m³蓄水池2座等

。
55.41 财政资金 美山村

项目建成后，可解决美山村三、四组218户797人饮

水问题，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增加群众收入。
否

该工程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全村10户贫困户和7个村民

小组218户797人，500只羊，120头牛饮水问题。

29 朱阳镇

2022年灵宝市朱阳镇集

中水厂水源地水毁修复

项目

基础设施 修复 周家河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铺设输水管道 488m；新建10m³调蓄池1座；新建水源

地防护 128m及护栏59m，新建挡土墙16m等。
65.45 财政资金 朱阳镇

项目修复后，可解决朱阳镇区1.5万人的饮水安全问

题。
否

项目修复后，朱阳镇镇中水厂可解决 1.5万人的饮水问

题。

30 朱阳镇
2022年灵宝市朱阳镇何

家村道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何家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全长2.378km，路基宽4.5米，路面宽3.5米，16cm厚砂砾

垫层+18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及错车道 、防护设施等。
216.67 财政资金 何家村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和出行条件 ，促

进群众稳步增收。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农民经

济稳步增收。

31 朱阳镇

2022年灵宝市朱阳镇朱

阳村至梁家庄村部道路

拓宽提升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梁家庄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朱阳村界至梁家庄村部 6.4公里道路拓宽至6米 350.00 财政资金 梁家庄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全村282户1200人出行安全问

题。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改善朱阳村及梁家庄村 282户1200人

出行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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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西阎乡
2022年灵宝市西阎乡葡

萄种植基地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雷家营村

2022年4月-
10月 园艺局

栽植阳光玫瑰葡萄186亩，搭建葡萄遮雨棚186亩，安装

50吨压力罐两个，配套安装水肥一体化及滴管设施 ，建

设冷藏库两座及配套设施 。

416.00 财政资金 西阎乡

项目建成后，由雷家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租 ，项

目实施第一年和第二年每亩年租金 1000元，年收益
18.6万元，第三年至开始每亩年租金 1500元，年收

益27.9万元；项目收益由乡镇统筹用于壮大集体经

济、脱贫户、监测户产业扶持、小型公益事业等支

出。

是

项目收益用于全乡巩固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 、主要

用于壮大集体经济、脱贫户监测户产业扶持 、小型公

益事业。

33 西阎乡

2022年灵宝市西阎乡水

泉头村葡萄种植基地二

期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水泉头村
2022年4月-

10月 园艺局

建设栽植阳光玫瑰葡萄 100亩，全部搭建葡萄遮雨棚，

安装50吨压力罐1个，配套安装水肥一体化及滴管设施

。

168.00 财政资金 西阎乡

项目建成后，由水泉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租 ，第

一年和第二年每亩年租金 1000元，年收益10万元左

右，第三年开始每亩年租金 1500元，年收益15万元

左右；项目收益由乡镇统筹用于壮大集体经济 、脱
贫户、监测户产业扶持、小型公益事业等支出。

是

1、项目收益用于全乡扶贫工作统筹使用 ，主要用于困
难群众产业扶持、救助帮扶，增强困难群众自我发展

能力；

2、示范带动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群众稳定增收。

34 西阎乡

2022年灵宝市西阎乡香

菇产业园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永泉埠村
2022年4月-

10月 供电公司
安装400KVA变压器一台，铺设地埋电缆5200米，安装配

电箱等相关配套设施。
44.87 财政资金 西阎乡

项目建成后，可解决香菇产业园用电问题 ，提升香

菇产业园生产能力。
是

项目建成后，解决香菇产业园用电问题 ，提升香菇产

业园绩效。

35 西阎乡

2022年灵宝市西阎乡西

上村至破胡村道路硬化

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西上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全长2000米，路基宽4.5米，路面宽3.5米，16cm厚砂砾

垫层18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增加错车道等。
174.20 财政资金 西上村

项目建成后，改善西上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众

生产生活。
是

项目建成后，改善西上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众生

产生活。

36 西阎乡

2022年灵宝市西阎乡桃

花营村人畜饮水建设项

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桃花营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打150米深机井1眼；安装20吨压力罐一台及自动上水

设备；安装50KVA变压器一台；铺设90mmPE管道430米，

50mmPE管道120米，25mmPE35，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39.87 财政资金 桃花营村
项目建成后，可解决桃花营村500口人饮水问题，促

进群众稳步增收。
是

项目建成后，解决全村饮水问题，饮水保障进一步提

升。

37 西阎乡

2022年灵宝市西阎乡

Y013至C759道路硬化建

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小常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全长1457米，其中建设里程1120米，路基宽4.5米，路面

宽3.5米，16cm厚砂砾垫层+16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增

加错车道等。

97.06 财政资金 小常村
项目建成后，改善小常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众

生产生活，促进群众稳步增收。
是

项目建成后，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

38 西阎乡

2022年灵宝市西阎乡沿

黄生态廊道至杨家湾村

公路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杨家湾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全长1063米，路基宽7.5米，路面宽6.5米，沥青混凝土

路面，加宽部分铺筑20cm厚砂砾垫层，全断面18cm厚水

泥稳定碎石基层+5cm厚中粒式沥青混凝土面层。

192.79 财政资金 杨家湾村
项目建成后，连接沿黄公路，方便群众出行，促进

沿黄村高质量发展。
是

项目建成后，连接沿黄公路，方便群众出行，促进沿

黄村高质量发展。

39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下

原村桥梁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下原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建漫水桥一座，桥宽4m，采用箱涵结构，共三孔，单
孔箱涵净尺寸为3×1.5m，左、右两侧设置C20砼路与现

状道路连接。箱涵上游格宾石笼护底 ，下游钢筋混凝土

护坦，并对箱涵上下游两岸河道进行疏浚顺接防护

59.88 财政资金 下原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下原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

群众生产生活，促进群众稳步增收。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下原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40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九

营村安全饮水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九营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建460m机井一眼；管理房一座；安装30m3压力罐一
座；消毒设备一套；启动柜一台；新架变压器一台；水

泵一台，配套提水钢管等；铺设管道3702m；阀门井27座

等。

108.88 财政资金 九营村
项目建成后，可解决643户2813余口人饮水问题，改

善农村生活条件，促进群众稳步增收。
否 改善该村饮水条件，提升饮水质量。

41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谢

家庄村桥梁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改建 谢家庄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建漫水桥一座，桥宽4m，采用箱涵结构，共三孔，

单孔箱涵净尺寸为3.5×1.5m，左、右两侧设置C20砼路

与现状道路连接。箱涵上游格宾石笼护底 ，下游钢筋混

凝土护坦，并对箱涵上下游两岸河道进行疏浚顺接防护

。

47.09 财政资金 谢家庄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谢家庄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谢家庄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序号 乡镇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万

元）
资金筹措

方式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 利益联结机制

42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张

村村桥梁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改建 张村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建漫水桥一座，采用箱涵结构，箱涵由两孔组成，单
孔箱涵净尺寸为6×4m，左、右两侧设置C20砼路与现状

道路连接。设计对箱涵上下游两岸河道进行疏浚顺接防

护，工程设置混凝土管与现状排水渠连接 。

59.85 财政资金 张村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张村村群众出行条件，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张村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43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

Y017线水峪村至湖东村

道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水峪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全长740米，路基宽6米，路面宽5米，18cm厚砂砾垫层

+18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
62.77 财政资金 水峪村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水峪村、湖东村两个村群众出

行条件，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促进群众稳步增收。
否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44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咀

头村桥梁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咀头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对现有跨河桥涵加固拓宽 ，在现有桥涵右岸新建1孔桥

涵，并对现有桥上游侧加宽，新建3孔桥涵，单孔桥涵

净空尺寸为3m×1.2m，桥涵上游格宾石笼护底，下游钢

筋混凝土护坦，桥涵上下游新建混凝土防护挡墙 ，桥涵

两侧新建C20砼路与现状道路连接。

46.37 财政资金 咀头村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咀头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咀头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45 故县镇
2022年灵宝市故县镇张

家山村饮水安全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张家山村

2022年1月-
10月 水利局

新建机井300m，铺设提水管线2328m、输水管线2936m，
新建潜水泵、台式变压器、管理房1座、100m³蓄水池等

配套设施。

95.95 财政资金 张家山村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张家山281户、1067人安全饮水

问题，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张家山281户、1067人安全饮水问

题，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46 故县镇
2022年灵宝市故县镇冯
家塬村冷库配套设施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冯家塬村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建分拣车间两间、分拣包装材料库房、电商营运等用
房、硬化场地2750㎡，安装200Kwa变压器1台，配备叉车

两台等。

276.65 财政资金 冯家塬村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承包的模式经营 ，每年收入

租金18万元左右，用于增加冯家塬村集体经济 。
否

项目建成后，能更好的发挥冷库的作用 ，增加集体经

济收入。

47 故县镇
2022年灵宝市故县镇故

县村饮水安全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故县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配置潜水泵2台，配电柜1台，启动柜1台，提升钢管

110m，防水电缆110m， 电力电缆180m，铺设提水管道

111m，输水PE管7603m，消毒设备2套，配套入户连接工
程共455户，配置自动化控制系统1套等。

71.22 财政资金 故县村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故县村393户、1436人安全饮水

问题，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故县村393户、1436人安全饮水问

题，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48 豫灵镇
2022年灵宝市豫灵镇姚
子头村饮水安全水源保

障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姚子头村
2022年4月-

10月 水利局

新建 210m 机井一眼；新建机井管理房一座；压力罐一

座；净化器一套； 55kw 变频启动柜一台，泵宝一台；

新架变压器 一台；提水水泵一台，配套钢管 200m，高

压线 50m，低压线 50m，电缆200m；铺设输水主管 
195m；新建阀门井 1 座，其中 DN80 闸 2 个，机械水

表 1 个。

38.61 财政资金 姚子头村
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姚子头村501户2150人的饮水问

题，改善村民饮水条件，促进群众稳步增收。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极大程度上改善水量保障率等方面

不同程度不达标的问题 ，有效解决饮水不稳定问题 ，

提升群众生活水平，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

49 豫灵镇
2022年灵宝市豫灵镇堡
里村至泔上村道路硬化

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堡里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全长1161米，路基宽4.5米，路面宽3.5米，16cm厚砂砾

垫层18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增加错车道、边沟等。
85.32 财政资金 堡里村

项目建成后，可极大地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 ，
解决该村240户1134人生产出行困难，从根本上解决

该村基础设施问题。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出行条件 ，进一步
为群众发展种植产业提供交通保障 ，从而有利于内群

众增收、有效促进村产业健康发展 。

50 豫灵镇
2022年灵宝市豫灵镇杜
家村王南至黄河入豫观

景台道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杜家村
2022年4月-

10月 交通局
全长1930米，路基宽7.5米，路面宽6.5米，16cm厚砂砾
垫层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5cm厚中粒式沥青混凝土面

层，修建排水设施等。

253.37 财政资金 杜家村
项目建成后，可极大地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 ，
解决该村1046户 4297人生产出行困难，从根本上解

决该村基础设施问题。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出行条件 ，进一步
为群众发展种植产业提供交通保障 ，从而有利于内群

众增收、有效促进村产业健康发展 。

51 宗教局
2022年灵宝市豫灵镇桥
上村回民组人蓄饮水工

程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桥上村
2022年1月-

5月 水利局

铺设 De50（1.6MPa）PE 提水管道 327m，提水至现有村

内1#水池；1#水池与 2#水池之间通过 De90(1.6MPa)PE  

管道连通，共计 85m。铺设输水主管De75（1.6MPa）PE

管205m，铺设 De50（1.6MPa）PE管743m。项目区砼路面
拆除恢复208m，De25PE管(1.6MPa)705m；阀门井7座，标

准入户47户。

18.00 财政资金 桥上村
该项目建成后，解决桥上村北侯阳组47户166人的安

全饮水问题，改善村民饮水条件。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解决桥上村北侯阳组 47户166人的安

全饮水问题，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52 林业局
2022年国有灵宝川口林

场巩固提升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国有灵宝

川口林场

2022年1月-

10月
林业局

林区内新建3套森林防火监控系统。主要包括新建铁塔3

座、防火监控系统3套、网络信号传输系统、前端供电

系统、监控指挥中心保障等。

57.00 财政资金
国有灵宝

川口林场

一是加大了林区森林防火监控覆盖范围 ，运用新的

防火监控技术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为指挥、决策和

调度赢得宝贵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二是该

项目建设符合欠发达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
也是林场长期发展的需要。三是森林防火监控系统

投入使用后是实现森林火灾 “早发现、早扑救、早

消灭”的必然保障。四是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川口林

场森林防灭火管理水平，巩固森林资源管护效果 ，

加快国有灵宝川口林场信息化建设步伐 ，充分发挥
国有林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

否

一是加大了林区森林防火监控覆盖范围 ，运用新的防

火监控技术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为指挥、决策和调度

赢得宝贵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二是该项目建

设符合欠发达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也是林场
长期发展的需要。三是森林防火监控系统投入使用后

是实现森林火灾“早发现、早扑救、早消灭”的必然

保障。四是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川口林场森林防灭火管

理水平，巩固森林资源管护效果 ，加快国有灵宝川口

林场信息化建设步伐，充分发挥国有林场在生态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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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社局
2022年灵宝市跨省就业

一次性交通补贴
就业补贴 新建 各乡镇

2022年4月-

10月
人社局 为跨省就业脱贫户、监测户进行一次性交通补贴 。 110.00 财政资金

脱贫户、

监测户

为跨省就业脱贫户、监测户进行一次性交通补贴 ，

减轻困难群众负担。
是 对劳动力进行交通补贴，鼓励外出务工。

54 人社局
2022年灵宝市公益岗位

工资补贴
就业补贴 新建 各乡镇

2022年4月-

10月
人社局 对全市公益岗位工资进行补贴 。 350.00 财政资金

脱贫户、

监测户
对全市公益岗位工资进行补贴 ，增加群众收入。 是 增加脱贫劳动力工资收入 。

55 城管局
2022年灵宝市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12个乡镇

2022年4月-

10月
城管局 为各乡镇购买垃圾箱、垃圾转运车等。 321 财政资金 12个乡镇 提升各村垃圾集中堆放点垃圾收集能力 。 否 改善全市各村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

56 乡村振兴局
2022年小额贷款贴息项

目
小额贷款贴息 新建 灵宝市

2022年1月-
12月 乡村振兴局 对脱贫户和监测户进行小额贷款贴息 。 280.00 财政资金 灵宝市 对脱贫户和监测户进行小额贷款贴息 。 否 对脱贫户和监测户进行小额贷款贴息 。

57 乡村振兴局 2022年雨露计划项目 雨露计划 新建 各乡镇
2022年1月-

12月 乡村振兴局
对困难学生进行职业教育补助 ，对脱贫户和监测户进行

短期技能补助、实用技术培训。
260.00 财政资金 各乡镇

对困难学生进行职业教育补助 ，对脱贫户和监测户

进行短期技能补助、实用技术培训。
否

对困难学生进行职业教育补助 ，对脱贫户和监测户进

行短期技能补助、实用技术培训。

58 川口乡
2022年灵宝市川口乡人

居环境整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川口乡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在楸梓村翻挖并清运陈年垃圾约 3000立方。 15.30 财政资金 川口乡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推进陈年垃圾清理工作 ，切

实提升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卫生水平 ，改善群众生活

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有效助推乡村振
兴。

否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推进陈年垃圾清理工作 ，切实

提升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卫生水平 ，改善群众生活质

量，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59 寺河乡
2022年灵宝市寺河乡残

垣断壁清理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寺河乡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对寺河乡上埝村、牛心村、园艺场残垣断壁进行集中整

治，拉运土方1280立方。
3.20 财政资金 寺河乡

项目实施后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质量 ，有效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整体形象。
否

项目实施后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质量 ，有效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整体形象。

60 尹庄镇
2022年灵宝市尹庄镇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尹庄镇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用于伍洞村人居环境提升和闫李村污水管网改造 。 6.20 财政资金 尹庄镇

项目实施后，可有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

改善农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

否
项目实施后，可有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改

善农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61 函谷关镇
2022年灵宝市函谷关镇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函谷关镇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翻运并清运陈年垃圾约 1850立方； 回填陈年垃圾坑洼处

土方约580立方。
9.10 财政资金 函谷关镇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推进陈年垃圾清理工作 ，切

实提升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卫生水平 ，改善群众生活

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有效助推乡村振
兴。

否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推进陈年垃圾清理工作 ，切实

提升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卫生水平 ，改善群众生活质

量，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62 焦村镇
2022年灵宝市焦村镇人

居环境整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焦村镇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对卯屯、 西册、辛庄、沟东、滑底、乔沟、罗家等7个

村环境卫生进行整治约 1500平米，残垣断壁、陈年垃圾

进行整治并清运 约5000立方。

20.00 财政资金 焦村镇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推进陈年垃圾清理工作 ，改

善群众生活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有效

助力乡村振兴。

否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推进陈年垃圾清理工作 ，改善

群众生活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有效助力

乡村振兴。

63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人

居环境整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苏村乡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苏村乡域内残垣断壁、私搭乱建拆除约1400平方米以及

垃圾清运约4952.38立方等人居环境整治。
14.60 财政资金 苏村乡

该项目实施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改

善农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
否

该项目实施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改

善农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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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五亩乡
2022年灵宝市五亩乡人
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

升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五亩乡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为东淹塬、布庄塬、桂花塬、 西淹塬四个垃圾中转仓

硬化3米道路260米，硬化场地400平方，加固垃圾中转仓

墙体。

18.80 财政资金 五亩乡
该项目实施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改善

农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
否

该项目实施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改善农

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

65 朱阳镇
2022年灵宝市朱阳镇七
个行政村垃圾转运清理

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朱阳镇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在朱阳镇果园村、梁家庄村、 闫家驮村、杨家河村、
贾村、鱼仙河村、麻林河村7个行政村开展垃圾转运清

理。

18.80 财政资金 朱阳镇
项目实施后，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7个村的生

活垃圾问题，改善村容村貌。
否

项目实施后，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7个村的生活

垃圾问题，改善村容村貌。

66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十
个行政村垃圾转运清理

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阳平镇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在阳平镇咀头村、下庄村、横涧村、张村村、文乡村、
程村村、坡底村、裴张村、东营村、郎寨村十个行政村

实施垃圾转运清理。

31.90 财政资金 阳平镇
项目实施后，将解决十个村的生活垃圾问题 ，改善

村容村貌。
否

项目实施后，将解决十个村的生活垃圾问题 ，改善村

容村貌。

67 西阎乡
2022年灵宝市西阎乡沿
黄生态廊道引线环境整

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西阎乡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整治西吕店村、东古驿村进入沿黄生态廊道引线环境卫
生，总长 3公里，并对以上路段路肩进行整修 ，购买专

用垃圾清运三轮车 2辆。

26.80 财政资金 西阎乡
项目实施后，进一步提升全乡农村人居环境面貌 ，
彻底改善沿黄生态廊道引线的环境卫生问题 ，加快

形成沿黄乡村振兴发展示范带 。

否
项目实施后，进一步提升全乡农村人居环境面貌 ，彻
底改善沿黄生态廊道引线的环境卫生问题 ，加快形成

沿黄乡村振兴发展示范带 。

68 故县镇
2022年灵宝市故县镇人

居环境整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故县镇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在全镇范围内拆除残垣断壁 60处，清运陈年垃圾约2500

立方。
14.10 财政资金 故县镇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和陈年垃

圾清理工作，切实提升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卫生水

平，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
感，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否

项目实施后，可进一步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和陈年垃圾

清理工作，切实提升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卫生水平 ，改

善群众生活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有效助
推乡村振兴。

69 豫灵镇
2022年灵宝市豫灵镇十
一个行政村垃圾转运清

理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豫灵镇
2022年4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在豫灵镇北寨、东桥、万回、 太张、麻庄、姚子头、
董社、古董、桥上、安头、堡里11个行政村开展垃圾转

运清理。

21.10 财政资金 豫灵镇
项目实施后，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11个村的

生活垃圾问题，改善村容村貌。
否

项目实施后，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11个村的生

活垃圾问题，改善村容村貌。

70 寺河乡
2022年灵宝市寺河乡新
村村阳坡组至沙子坡组

道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新村
2022年5月-

10月 交通局
新建全长1.188公里，路基宽4.5米，路面宽3.5米，水泥

混凝土路面。
78.44 财政资金 23户57人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解决了苹
果运输难、收购价格低的问期，从而保障了群众增

收致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解决了苹果
运输难、收购价格低的问期，从而保障了群众增收致

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71 寺河乡
2022灵宝市寺河乡坡跟
村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坡跟村
2022年5月-

10月 气象局
新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一座 ，一层框架结构，建筑面
积112平方米，820米长道路，购置双三七高炮一门及其

他配套设施。

85.40 财政资金 寺河乡
项目建成后，可减轻冰雹灾害损失，发挥增雨减灾

的作用，保障苹果等农作物生产可持续发展 。
否

项目建成后，可减轻冰雹灾害损失，发挥增雨减灾的

作用，保障苹果等农作物生产可持续发展 。

72 尹庄镇
2022年灵宝市尹庄镇闫

李村供水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闫李村

2022年5月-
11月 水利局

（1）水源工程：新建1眼深200m机井；水泵（20-

186/18.52KW型）1套及砖混结构管理房20㎡。

（2）管线工程：主管道3280米，其中Φ110管1840米，

Φ90管1260米，Φ50管180米等配套设施。
（3）电源工程：变压器（80KVA）1台；输电电缆

（95mm²）600m。

94.33 财政资金 闫李村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增收 ，

解决了7个村民小组，412户1413人饮水困难问题。
否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增收 ，解

决了7个村民小组，412户1413人饮水困难问题。

73 尹庄镇
2022年灵宝市尹庄镇前
店村至寺洼村产业基地

连通道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前店村
2022年5月-

10月 交通局
新建全长2.415公里，路基宽5.5米，路面宽3.5米，水泥

混凝土路面。
156.39 财政资金

前店村、

寺洼村

项目建成后，贯通前店昌盛菌业产业基地与寺洼村
500亩矮砧苹果基地互连互通 ，形成唐窑、寺洼、前

店一线的乡村振兴产业带 。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农村经济
稳步增收，贯通前店村至寺洼村道路，有效促进村村

之间经济发展。

74 函谷关镇
2022年灵宝市函谷关镇
西留村日光温室大棚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西留村
2022年5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建设60m*10m日光温室大棚9座；90m*10m日光温室大棚

6座；配套建设75mm厚岩棉夹心彩钢管理房 15座；配套铺

设YJV-5×16-SC32-WE/CE电缆300米；安装给水管道300
米、整平土地、硬化道路210平方米等。

363.50 财政资金 西留村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出租的模式运营 ，年可增加
乡镇集体经济收入29.08万元，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就

近务工。

是
项目收益主要用于支持全乡产业发展 、小型公益事业

、村集体经济收入、公益岗位工资等支出。

75 函谷关镇
2022年灵宝市函谷关镇

西寨村污水管网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西寨村

2022年5月-
10月 环保局

新铺设主管线长度为 2802米，设计安装2台污水一体化处

理设备及其他配套设施。
80.93 财政资金 西寨村

项目建成后，便于村中居民雨污分流进一步改善 ，

解决污水横流现象，提升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洁度 。
否

项目建成后，便于村中居民雨污分流进一步改善 ，解

决污水横流现象，提升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洁度 。



序号 乡镇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万

元）
资金筹措

方式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 利益联结机制

76 函谷关镇
2022年灵宝市函谷关镇

孟村村污水管网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孟村村

2022年5月-
10月 环保局

新铺设主管线长度为83752米，设计安装2台污水一体化

处理设备及其他配套设施 。
213.73 财政资金 孟村

项目建成后，便于村中居民雨污分流进一步改善 ，

解决污水横流现象，提升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洁度 。
否

项目建成后，便于村中居民雨污分流进一步改善 ，解

决污水横流现象，提升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洁度 。

77 焦村镇
2022年灵宝市焦村镇贝
子原村省道S312至宜村

道路硬化工程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贝子原村
2022年5月-

10月 交通局
新建S312省道至宜村长0.95公里，路基宽5米，路面宽4

米，水泥混凝土路面。
74.29 财政资金 贝子原村

该项目建成后，改善贝子原村232户930人的生产生

活条件，解决群众出行困难的问题。
否

该项目建成后，改善贝子原村232户930人的生产生活

条件，解决群众出行困难的问题 。

78 苏村乡
2022年灵宝市苏村乡孙
家沟村蔬菜大棚产业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锦凤社区
2022年5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建设大棚5050平方米，单个大棚宽10米，建设大棚10
座，其中35米长大棚1座、40米长大棚2座、50米长大棚2

座、55米长大棚2座、60米长大棚3座及其他配套设施。

64.98 财政资金 孙家沟村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出租的模式运营 ，年可增加

村集体经济5万元左右。
是

项目每年可增加孙家沟村集体经济收入 5万元左，同时

带动周边群众务工。

79 五亩乡
2022年灵宝市五亩乡鱼
村村至阳坡道路硬化项

目

基础设施 新建 鱼村村
2022年5月-

10月 交通局
新建全长0.974公里，路面结构为16cm厚砂砾垫层+16cm

厚水泥混凝土面层。
63.51 财政资金 鱼村村

改善鱼村村821口人出行便利，其中阳坡组31户127

人，耕地面积275亩。项目建成后，可解决阳坡组沿

路群众烟叶种植运输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解
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增加群众收入。

否

改善鱼村村821口人出行便利，其中阳坡组31户

127人，耕地面积275亩。项目建成后，可解决阳坡组

沿路群众烟叶种植运输条件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解
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增加群众收入。

80 五亩乡
2022年灵宝市五亩乡南
村村蔬菜种植大棚建设

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南村村
2022年6月-

9月 农业农村局
计划占地45亩左右，建设大棚28个，总建设面积17496平
方米，配套建设田间道路，大棚供水、供电设施、卷帘

机等配套设施.

358.67 财政资金 南村村

该项目建成后，由南村村两委运营管理，依托村经

济能人示范带动群众参与种植 ，通过收取承包费形
式收益，预计年综合收益可达29万元，可大幅度提

升村集体经济和群众收入，调整村产业结构，以产

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否

该项目建成后，由南村村两委运营管理 ，依托村经济

能人示范带动群众参与种植 。一是可通过收取承包费

形式收益，预计年直接效益可达 21万元；二是通过转

移就业解决周边村庄富余劳动力 ，群众通过务工年可
增收8万元；三是群众可通过种植大棚直接增收 ，年均

每棚可增收2万元。

81 阳平镇
2022年阳平镇6000吨袋
装清水藕片、土豆加工

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阳平镇区
2022年5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建清洗存放莲池；传送配套网带提升系统；生产加工
相关配套设备；电商平台净莲菜加工包装生产线 ；快速

冷却生产自动线等。

305.85 财政资金 阳平镇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承包的模式经营 ，年收入租

金约24万元以上，同时可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 。
是

项目收益由乡镇统筹用于乡镇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提
升和公益事业发展等支出 ，同时可带动周边群众就近

务工。

82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裴

张村道路改建工程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裴张村

2022年5月-
10月 交通局

修建阳平镇裴张村道路主线长 102米，路基宽5.5米，路

面宽5米水泥混凝土路路面。
100.75 财政资金 裴张村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裴张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裴张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

83 阳平镇
2022年灵宝市阳平镇郎

寨村苹果园区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郎寨村

2022年5月-
10月 园艺局

在阳平镇郞寨村建设320亩现代矮化苹果园区，引进维

纳斯黄金、鲁丽、瑞香红等苹果新优品种，栽植苹果

47740株，配套建设搁架系统、肥水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
。

383.79 财政资金 阳平镇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承包的模式经营 ，年收入租

金30万元左右，同时可可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 。
是

项目每年预计收益约 30万元，由乡镇统筹用于乡镇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提升和公益事业发展等支出 。

84 故县镇
2022年灵宝市故县镇神
底村四组至G310道路硬

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神底村
2022年5月-

10月 交通局
新建全长0.65公里，路基宽5.5米，路面宽4.5米，水泥

混凝土路面。
66.18 财政资金 神底村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增收 ，

解决1663人出行问题。
否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增收 ，解

决1663人出行问题。

85 故县镇
2022年灵宝市故县镇盘

西村排水渠新建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盘西村

2022年5月-
10月 环保局

新建1836 米混凝土排水沟，40 个排水井，43 处过路面
横向排水管，清理原有排水沟淤泥 301 米，清理季节性

池塘淤泥 2560 立方米，道路的破除和修复等。

140.77 财政资金 盘西村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盘西村485户、1860人污水处理

问题，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否

项目建成后，可改善盘西村485户、1860人污水处理问

题，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86 故县镇
2022年灵宝市故县镇河

西村连翘种植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河西村

2022年5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建107亩中药材连翘基地、滴灌及其他配套设施。 110.54 财政资金 河西村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承包的模式经营 ，每年收入

租金8.8万元左右。
是

项目建成后，对外出租，每年租金8.8万元左右，用于
增加河西村集体经济收入 ，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

工。

87 故县镇
2022年灵宝市故县镇红
花寨村蔬菜大棚建设项

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红花寨村
2022年5月-

9月 农业农村局
总占地约55亩，建设10米宽热镀锌钢构蔬菜大棚 50座，
配套建设水池、引水管、喷灌管、遮阳网和塑料薄膜等

设施。

398.00 财政资金 红花寨村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2万元左

右。
是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2万元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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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豫灵镇
2022年灵宝市豫灵镇文

底村农产品交易中心
产业项目 新建 文底村

2022年5月-
10月 农业农村局 新修建占地175平方米的一层农产品交易中心 。 37.60 财政资金 文底村

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承包的模式经营 ，每年可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左右。
是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万元左右，同

时解决群众农产品卖难的问题 。

89 焦村镇
2022年灵宝市焦村镇弘

峪生态牛场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罗家村

2022年7月-

2022年12月
农业农村局

标准化轻钢结构养牛大棚 4栋（长102m×宽37m），青储

草料场5000㎡，精料加工车间、搅拌车间1栋，牛粪储存

发酵大棚800㎡，硬化道路4900㎡，防疫综合楼1栋，水
、电、道路等相关配套设施等

1060 财政资金 焦村镇

该项目建成后，采取对外出租，市场化经营模式，

每年可产生经济效益 84.8万元以上，持续15年，直
接收益由乡镇统筹，用于全镇产业发展、公益岗工

资、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等，带动我镇养殖业发展和

群众增收致富，同时可为困难群众提供务工岗位 。

是
项目预计产生效益84.8万元以上，直接收益由乡镇统
筹用于乡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完善

提升和公益事业发展支出等

90 豫灵镇

2022年豫灵镇桥上村北

阳组至312省道道路加宽

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桥上村
2022年7月-

2022年12月
交通局

   挖除软土地基：350m³；回填碎石土：350m³；挖34cm

深路槽：911㎡；16cm厚级配砂砾垫层:911㎡；18cm 厚

水泥混凝土面层：911 ㎡；18cm厚土路肩:272㎡；挖除

原有18cm厚水泥混凝土面板：46.95㎡；浇筑18cm厚水泥

混凝土：30㎡；水泥混凝土边沟:295m；盖板水泥混凝土
边沟：249.5m；DN400钢筋砼圆管涵：2道29.5延米；Φ

200排水管（UPVC）:16.5米。

41.5 财政资金 桥上村
该项目建成后，将解决桥上村北侯阳组 47户166人的

安全出行问题，改善村民交通条件。
否

该项目建成后，可改善桥上村群众出行条件 ，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

91 豫灵镇
2022年豫灵镇底董村花

椒深加工二期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底董村

2022年7月-

2022年12月
农业农村局

新建厂房两座，一座为花椒籽压榨厂房，采用钢结构，

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东西长50米，南北长8米，檐口高

5.2米；一座为钢结构拱形大棚，作为原料仓库，建筑

面积1000平方米，东西长40米，南北长25米，建筑高度
6-10米；总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购置色选机、花椒专

用榨机、空压机等配套设施。

309.85 财政资金 豫灵镇
该项目建成后，将解决底董村群众的花椒销售问

题，增加村民收入，巩固脱贫成效，增加村集体经

济收入，预计每年24.8万元。

否
该项目建成后，将解决底董村群众的花椒销售问题 ，
增加村民收入，巩固脱贫成效，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预计每年24.8万元。

92 灵宝市 2022年益贫岗工资补助 公益岗 新建 各乡镇
2022年7月-

2022年12月

各乡镇人民

政府
对各乡镇开发的益贫岗工资进行补助 。 361.8067 财政资金

各乡镇益

贫岗脱贫

户、监测
户

通过对各乡镇开发的益贫岗工资进行补助 ，增加群

众内生动力，增加收入。
是

通过对各乡镇开发的益贫岗工资进行补助 ，增加群众

内生动力，增加收入。

93 灵宝市
2022年脱贫户、监测户
发展产业和务工就业增

收奖补

产业项目 新建 各乡镇
2022年7月-

2022年12月

各乡镇人民

政府

对各乡镇通过发展产业和务工就业实现增收的脱贫户 、

监测户进行奖补
847 财政资金

各乡镇脱
贫户、监

测户

通过对各乡镇发展产业和务工就业实现增收的脱贫
户、监测户进行奖补，增加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

力，增加群众收入。

是
通过对各乡镇发展产业和务工就业实现增收的脱贫户
、监测户进行奖补，增加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

增加群众收入。

94 灵宝市
2022年小额信贷风险补

偿金
金融扶贫 新建 各乡镇

2022年7月-

2022年12月
金融工作局 对小额信贷贴息风险进行担保 500 财政资金

各乡镇脱
贫户、监

测户

对小额信贷贴息风险进行担保 否 对小额信贷贴息风险进行担保

95 灵宝市 2022年项目管理费 项目管理费 新建 各乡镇
2022年1月-

12月

各乡镇人民

政府
为各乡镇拨付项目管理费。 360 财政资金

各乡镇人

民政府
确保项目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 否 确保项目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