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单位：尖扎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 筹资方式 收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和带贫减贫机制 备注

1
尖扎县2021年第一批中央
财政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

金项目
基础设施 改建

尖扎县南山林场
、冬果林场、坎
布拉林场、洛哇
林场、申宝林场

2021年 尖扎县自然资源局

1、坎布拉林场主要建设内容为：万吉合管护站和俄家台管护站维
修，维修内容为室内外墙粉刷、更换门窗、顶棚粉刷及新增彩钢屋
面；2、尖扎县冬果林场主要建筑内容为：如什其管护站、香干管
护站维修，维修内容为室内外墙粉刷、更换门窗、顶棚粉刷及新增
彩钢屋面；3、南山林场主要建设内容为：小南山管护站维修，维
修内容为室内外墙粉刷、更换门窗、顶棚粉刷及新增彩钢屋面；场
区内种植绿植688棵、新建2处管护站分别位于夏藏滩、禾地肉，新
建管护站面积为61.60㎡。4、洛哇林场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挡土
墙75m；5、申宝林场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3处管护站，分别位于
尕么堂、砍加（下）、大九滩，新建管护站面积为61.60㎡；新建
挡土墙80m、自来水管道7000m，种植绿植500棵。

230 衔接资金
尖扎县南山林场、冬果林场、坎布拉

林场、洛哇林场、申宝林场

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提高职工生活居住条件，解决
了他们在生产建设中的后顾之忧，极大地提高职工

投身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提高职工生活居住条
件，解决了他们在生产建设中的后顾之忧，

极大地提高职工投身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2
云上拉德文化旅游设施建
设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当顺乡拉德村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新建木栈道850m,观景平台375㎡，环保厕所54㎡，星空帐篷6顶,停
车场1000㎡，游客服务中心224㎡，大门1座，围墙98m,果皮箱30
个，景区指示牌2个,太阳能路灯6盏。

330 衔接资金
该项目受益42户163人，其中：建档立
卡户15户49人。

以乡村旅游为龙头，民俗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的扶
贫特色产业，云上拉德旅游步行道、帐篷营地的建
设，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地方经济，为更好的就业机
会。

旅游带动增收

3
尖扎县俄什加村俄加社排
洪渠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措周乡俄什加村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80m排洪渠,670米DN500双壁波纹管,路面修复56米。 65 衔接资金
该项目受益263户996人，其中：建档
立卡户43户256人。

有效防止村内地质灾害。排水畅通。该项目实施
后，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减少洪水灾害，减少每年洪
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有效防止村内地质灾害。排水畅通。该项目
实施后，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减少洪水灾害，
减少每年洪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4
尖扎县阿穹工艺品有限公
司办公设备购置项目

基础设施 扶持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购买绣花机、乐彩写真机、亨泰珠边机等。 20 衔接资金
该公司就业人数   6人5户，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1户 1人。

增进就业人数，开发特色产品，挖掘民族文化。该
项目实施后，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年营业收入预
计可增加52万元。

增加就业岗位

5
青海昆育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奶罐车及设施设备购置
项目

基础设施 扶持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购买酸奶灌装机1台 10 衔接资金
该公司就业人数   23人19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户5人。

解决就业岗位，增加群众收入，带动县域内农产品
的发展和销售。为地区产品发展具有很好的示范带
头作用。该项目实施后，扩大公司增收渠道，新增
就业岗位。

增加就业岗位

6
尖扎县朋专工艺品有限公
司特色产品研发及原材料
购置项目

基础设施 扶持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购买唐卡铂金纸、刺绣架子等。 7.5 衔接资金
该公司就业人数   21人18户，其
中：大学生3名，残疾人2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4户4人。

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人员经济收入，挖掘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促进民族特色产品的研发
和推广。该项目实施后，开发创意手工艺品研发，
预期往年营业收入20万元，年利润增加13余万元。

增加就业岗位

7
青海引福五谷画开发有限
公司发展资金

就业扶贫 扶持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1.购置麦秆画生产制作机1台；制作技艺培训等。 7.5 衔接资金
该公司就业人数   18人12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户11人。

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人员经济收入和民族特色
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加大培训技艺，传承民族文化
。该项目实施后，提高公司生产效能，增加年销售
额40余万元，年利润增加10余万元。

增加就业岗位

8
青海洛多杰智旅游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发展资金

基础设施 扶持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购置现代织机设备2台。 10 衔接资金
该公司就业人数   37人31户，其
中：残疾8人。建档立卡贫困户9户18
人，

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人员经济收入和民族特色
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加快文旅产品的流通和文化产
业的兴起。该项目建成后，实现年新增产1000件氆
氇民族服饰生产规模，年可新增销售收入100万
元，年利润50万元。

增加就业岗位

9
尖扎县圣地坎布拉文化艺
术有限公司安多强巴画派
唐卡艺术发展项目

就业扶贫 扶持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劳动技能培训及扩大生产规模 30 衔接资金
该公司就业人数   13人13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户5人。

增加就业岗位，传承安多强巴画派唐卡绘画技艺。
有效保护和传承、发扬唐卡绘画技艺。该项目实施
后，增加年销售额近到达100万元，年利润增加50
万元。

增加就业岗位

10
尖扎县尖扎滩乡、昂拉乡
、马克唐镇道路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马克唐镇娘毛龙哇村修建170米，宽2.5米道路进行硬化。
昂拉乡尖巴昂村修建道路硬化700米，宽3米。
尖扎滩乡夏藏滩四村修建长300米，宽3.5米道路进行硬化。
尖扎滩乡羊智村全长19公里，期间修建涵洞17道，其中10公里道路
进行整治。
尖扎滩乡幸福村：1.全长6.9公里，宽4.5米沙石路进行整治；
2.修建涵洞13道，维修2道。
3.增收波形护栏200米。

445 衔接资金

马克唐镇娘毛龙哇村受益38户169人，
其中：建档立卡户 8户31人。
昂拉乡尖巴昂村受益 125户567 人，
贫困户25户106人。
尖扎滩乡夏藏滩四村受益45户318人，
其中：建档立卡户19户69人。
尖扎滩乡羊智村受益306户1400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0户347人。
尖扎滩乡幸福村受益178户886人，建
档立卡贫困户66户288人。

改善村级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群众出行方便。 改善村基础道路

11
尖扎县坎布拉镇、能科乡
水利设施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坎布拉镇仁才更换63供水管道1784m，新建减压池1座，阀门井3座
。
能科乡子哈贡村修建DN500排水涵管231m,进水口2座，消力池2座。
能科乡下扎移民村修建长79m排水渠。

43.84 衔接资金

坎布拉镇仁才受益户24人，其中：建
档立卡户户人。
能科乡子哈贡村受益81户438人，其
中：建档立卡户26户127人。
能科乡下扎移民村受益41户179人，其
中：建档立卡户14户58人。

该项目建成后，能极大的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
居住条件。

该项目建成后，能极大的改善村民的生产、
生活、居住条件。

12
青春瀑布高原生态文艺创
作基地建设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新建木质栈道700米及观景平台. 100 衔接资金
该项目受益50户187人，其中：建档立
卡户14户41人。

挖掘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增
收致富。

挖掘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发展旅
游业增收致富。

13
多加办事处拉群村“尖扎
螺雅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设备购置项目

基础设施 扶持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民宗局 购买一台榨油坊及设备。 11.16 衔接资金
该项目受益38户160人，其中：建档立
卡户 13户59人。

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合作社效益最大化，促进现代
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

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合作社效益最大化，促
进现代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

14
尖扎县雨露计划短期技能
培训

就业扶贫 新建
9个乡镇1各办事

处
2021年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9个乡镇1个办事处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400人 70 衔接资金 贫困人口400人 带动贫困人口400人通过技能培训解决就业问题。 增强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15
尖扎县雨露计划大学生补
助

教育扶贫 新建
9个乡镇2各办事

处
2021年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9个乡镇1个办事处贫困大学生雨露计划教育补助发放441余人 380 衔接资金 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441人余

发放贫困学生补助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家庭减轻家
庭经济负担。

通过现金方式发放补助资金

16 尖扎县致富带头人培训 教育扶贫 新建
9个乡镇3各办事

处
2021年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9个乡镇1个办事处40名致富带头人 20 衔接资金 致富带头人40 人

通过培训创业人员、搭建创业平台，培养一批在贫
困地区引领创业发展、率先增收致富，并带领贫困
群众实现共同致富的骨干力量。

培养一批致富带头人，拟带动贫困群众实现
共同富裕

17 尖扎县扶贫小额贷款贴息 金融扶贫 新建
9个乡镇4各办事

处
2021年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9个乡镇1个办事处扶贫小额贷款和合作社（企业）贷款贴息 280 衔接资金

530贷款户及带动贫困户的企业或合作
社

贫困户、合作社通过资金扶持扩大规模，增加家庭
收入。

实施贷款利息进行贴息政策，实现贫困户和
企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进行增收

18
尖扎县2021年生态草原管
护员公益性岗位工资

公益性岗位 新建
9个乡镇5各办事

处
2021年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9个乡镇1个办事处公益性岗位1146名发放生态草原管护员公益性岗
位工资

2475.36 衔接资金 1146名发放生态草原管护员
实施发放1146户贫困户草原生态管护员工资，稳定
贫困户经济收入来源。

发放工资形式增加贫困家庭经济收入

尖扎县2021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库工作计划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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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扎县2021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库工作计划调整表

19
尖扎县贫困人口劳动技能

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尖扎县产业园区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劳动技能培训中心，总建筑面积9900平方米，并配套相应的给
排水管网、电力线路、采暖管网、培训中心设备等胚胎设施。

4500 衔接资金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2570户7000余人
贫困劳动力

进驻培训机构，扩大我县贫困人口就业覆盖面，且
提高我县就业率。

进一步增强我县贫困劳动力就业，拓展就业
渠道。

20
尖扎县当顺乡东果村（贫
困村）乡村旅游道路工程

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当顺乡东果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路线(主线)全长8.0213公里，设计行车速度15公里/小时，路基宽
6.5米，路面宽6米，拓宽利用小桥2座，新建盖板涵，维修加固部
分原涵洞，新建标志、里程碑、护栏、路面标线等。

1528 衔接资金 当顺乡东果村户人
改善东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搬迁群众的生产运
行安全。

提高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搬迁群众的生
产安全，提升旅游景区知名度。

21 尖扎县昂拉景区建设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尖扎滩乡来玉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尖扎县昂拉景区游客服务中心1700平方米、消防水池140平方
米，新建厕所3座各70平方米（共计210平方米）、新建生态停车场
3700平方米、同时建设给排水管网、供电工程、供暖工程等配套设
施工程。

1000 衔接资金 尖扎滩乡来玉村
通过实施旅游扶贫项目，拓宽了贫困群众增收渠
道，让贫困群众吃上“旅游饭”，并使旅游业形成
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提升我县旅游景区服务水平，改善旅游环
境，促进群众非农收入。

22
尖扎滩乡来玉村培训基地

建设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尖扎县尖扎滩乡
来玉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尖扎滩来玉村服装加工厂，计划新建厂房面积300M2,及厂房配
套基础设施，购买服装加工设备等

300 衔接资金 99户380人 来玉村异地搬迁户99户380人后续产业 增加搬迁户经济收入

23
尖扎县能科乡下扎村山洪

灾害治理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能科乡下扎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挡土墙共3道，新建冲沟沟头防护墙2座，新建进水口一座，铺
设排水管334米

42.77 衔接资金 99户418人
改善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搬迁群众的生产运行安

全。
改善基础设施

24
尖扎县能科乡下扎村人饮

水源改造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能科乡下扎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集水廊道一座，架设无缝钢管，埋设供水主管道，埋设溢流
管，新建阀门井2座，排气井1座，钢管支墩16座，管道防护墙20
米，水源地保护网围栏400米，警示牌1座等。

45.85 衔接资金 99户418人 改善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 改善基础设施

25
尖扎县多加乡满岗村至仁
才村公路段地质滑坡处治

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多加办事处满岗
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路线起点于满岗村至仁才村公路K23+400处，终点于K24+900处，路
线长约1.5KM，该路段地质滑坡进行整治。

183.2 衔接资金 100户485人
改善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搬迁群众的生产运行安

全。
改善基础设施

26
尖扎滩乡来玉村（贫困
村）景观广场绿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滩乡来玉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绿化种植、土方工程、绿化养护工程3年、喷灌工程 385.49 衔接资金 99户380
改善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搬迁群众的生产运行安

全。
改善基础设施

27
尖扎滩乡来玉村（贫困

村）旅游扶贫采摘园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滩乡来玉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绿化种植、苗木换土及灌溉管网工程 279.13 衔接资金 99户380 解决来玉村安置点采摘园灌溉问题 保障来玉村安置点灌溉问题

28
能科乡德欠村乡村旅游点

饮水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能科乡德欠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泉室引水口1座，铺设Φ63PE100上水压力管道316米，Φ
50PE100配水干管1668米，Φ32PE100配水支管806米；新建水泵管
理房1座、20T蓄水池1座、各类阀门井5座、管道防护20米，供水点
32个，上水压力管镇墩33座，配套水泵及自动化设备1套（水泵功
率4Kw)

59 衔接资金 解决能科乡乡村旅游点供水 解决旅游点饮水问题 保障了旅游点饮水问题

29
尖扎滩乡来玉村（贫困
村）护坡治理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滩乡来玉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阳光沙滩3764.3平方米，挡土墙155米，台阶五段，共45平方
米。

116 衔接资金 99户380 改善来玉村防洪设施 改善来玉村防洪设施

30
尖扎县昂拉乡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德吉村护坡整治

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昂拉乡德吉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游步道1048.18平方米，防腐木栏杆359.8米，木栈道94.5平方
米。新建骨架植草护坡1358m2，排水渠162.4米。

170 衔接资金 251户931人 改善德吉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德吉村基础设施建设

31 洛科村人饮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马克唐镇洛科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15m集水廊道1座；埋设PE100DN125（1.6MPa）输水干管
5771m，其中1502m输水干管埋深为1.0m，管道做保温措施；埋设
PE100DN110（1.25MPa）输水支管50m；新建阀门井10座，其中检查
井4座，分水井1座，进排气阀井5座；新建管道防护墙150m，管道
支墩98座；水源地保护网围栏400m，水源地保护警示牌1座。

183.5 衔接资金 128户531人 改善马克唐镇洛科村人饮工程 改善马克唐镇洛科村人饮工程

32 德洪村人饮（水窖）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坎布拉镇德洪村 2021 尖扎县水利局
新建配水管道3条，共计1238m，新建阀门井共计14座（其中2座为
分水井、12座为给水井），新建水窖45座。

100.21 衔接资金 44户163人 改善德洪村人饮基础设施 改善德洪村人饮基础设施

33
尖扎县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14号厂房（易地搬迁后

续产业）建设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尖扎县产业园区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14号厂房一栋，建筑面积为6530.8平方米，同时建设给排水、
电力、暖通、通讯等基础配套设施。

1300 衔接资金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2570户7000余人

贫困劳动力
租赁费用收益 租赁费用收益

34
尖扎县德吉村至达拉卡

（来玉村）道路延伸段工
程

基础设施 新建 昂拉乡德吉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道路286米 175 衔接资金 99户380人 改善德吉村和来玉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德吉村和来玉村基础设施建设

35 当顺乡古浪河村防洪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古浪河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在古浪堤沟道内新建防洪堤1727米，其中左岸新建防洪堤983米，
右岸新建防洪堤744米；新建潜坝6座共86米，新建穿堤涵洞2座。

309.41 衔接资金 42户163人 改善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
改善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搬迁群众的生产

生活。

36
达拉卡（来玉村）链接德
吉村道路配套桥梁工程

新建 新建 尖扎滩乡来玉村
2021年4月-2021

年9月
尖扎县交通运输局 2-16T梁中桥一座 269.13

行业资金190.2
万元；衔接资金

78.93万元

德吉村、达拉卡村（来玉村）易民集
中安置村村民

项目的实施将对沿黄河岸谷地的经济建设、生态环
境保护与美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项目既是旅游景点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
又能带动德吉村、达拉卡村（来玉村）易民

集中安置点发展民俗文化旅游。

37
尖扎县三江源扶贫产业园
建设项目10kv供电工程

产业发展 新建 尖扎县产业园区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新装用电3600kVA，电力用途为厂房、仓储、冷库用电。 109 衔接资金 产业园区 解决产业园区供电设施 解决产业园区供电设施

38
尖扎县来玉村乡村振兴试点

改造提升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来玉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民宿配套停车场1500及环境整治1700平方米；村入口道路修复1000平方

米等
300 衔接资金

 通过实施项目使村内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改善来玉村99户380人（脱贫户57户225人）
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来玉村99户380人（脱贫户57户
225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39
尖扎县来玉村基础设施提升

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来玉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村入口排洪沟整治4500平方米。新建污水管网1400米。雨水管1000米、
给水管1100米。新建桥梁一座（双车道）：宽7米，长24米(转弯内径长

度24米，外径长度17米）。新建大门一座，面积60平米
266 衔接资金

 通过实施项目使村内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改善来玉村99户380人（脱贫户57户226人）
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来玉村99户380人（脱贫户57户
226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0 来玉村采摘园灌溉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来玉村 2021 水利局 蓄水池400吨，铺设管网100米 30 衔接资金
 通过实施项目使村内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改善来玉村99户380人（脱贫户57户227人）
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来玉村99户380人（脱贫户57户
227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小

型焚烧炉）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来玉村 2021 住建局
来玉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对日常生活垃圾进行彻底、快捷、无害化处

理。
74.5 衔接资金

 通过实施项目使村内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改善来玉村99户380人（脱贫户57户228人）
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来玉村99户380人（脱贫户57户
228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2
尖扎县古浪河村环护坡治理

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古浪河村 2021 水利局 护坡整治12000㎡ 260 衔接资金
改善古浪河村基础设施，为群众出行

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改善古浪河村97户423人（包括脱贫户29户

111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古浪河村97户423人（包括脱贫

户29户111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3
尖扎县古浪河村基础设施提

升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古浪河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污水管网1600米、钢筋混凝土化粪池20立方一座、小型污水处理站一座

（20立方）
200 衔接资金

改善古浪河村基础设施，为群众出行
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改善古浪河村97户423人（包括脱贫户29户
112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古浪河村97户423人（包括脱贫
户29户112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4
尖扎县古浪河村道路整治建

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古浪河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新建主干路（水泥压花）1.37km；次干路，0.5km；宅间路，1.11km； 150 衔接资金
改善古浪河村基础设施，为群众出行

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改善古浪河村97户423人（包括脱贫户29户

113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古浪河村97户423人（包括脱贫

户29户113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5
拉德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

目（小型焚烧炉）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古浪河村 2021 住建局
来玉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对日常生活垃圾进行彻底、快捷、无害化处

理。
74.5 衔接资金

改善古浪河村基础设施，为群众出行
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改善古浪河村97户423人（包括脱贫户29户
114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古浪河村97户423人（包括脱贫
户29户114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6
尖扎县拉德村乡村振兴试点
改造提升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拉德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特色帐篷13个；篱笆墙整治0.7km、改建村口大门一座、村容村貌整治。 320 衔接资金

改善拉德村容村貌，提升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功能。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15户49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
15户49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7
尖扎县拉德村基础设施提升

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拉德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单户污水处理设备1T/d（43户） ; 污水管网500米、钢筋混凝土化粪池20

立方一座、小型污水处理站一座（20立方）
190 衔接资金

改善拉德村容村貌，提升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功能。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15户50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
15户50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8
尖扎县拉德村道路整治配套

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拉德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村内道路面层修复3km、混凝土路面、路灯 240 衔接资金
改善拉德村容村貌，提升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功能。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15户51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

15户51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49
拉德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

（小型焚烧炉）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拉德村 2021 住建局

来玉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对日常生活垃圾进行彻底、快捷、无害化处
理。

74.5 衔接资金
改善拉德村容村貌，提升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功能。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15户52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

15户52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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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扎县2021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库工作计划调整表

50 拉德村水利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当顺乡拉德村 2021 水利局 修建管网铺设3公里，闸阀井5座，入户管网2公里，人工机井3眼睛。 50 衔接资金
改善拉德村容村貌，提升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功能。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15户53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进一步改善拉德村43户163人（包括脱贫户

15户53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51
尖扎县德乾村乡村振兴试点

改造提升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能科乡德欠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观景台4处、每处50㎡;游客分流点停车位4处、每处200㎡;道路两侧生态

停车场720㎡;生态停车场500㎡
208.8 衔接资金

德欠村旅游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244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
244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52
尖扎县德乾村村容村貌整治

提升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能科乡德欠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新建村口大门一座;村庄主要道路一侧安装木栏杆（长3km、高度

800mm）;太阳能路灯120个
287 衔接资金

德欠村旅游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245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
245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53
尖扎县德乾村基础设施提升

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能科乡德欠村 2021 乡村振兴局
村庄旅游公路改造1.5km（面层修复、沥青路面） 单户污水处理设备

1T/d（17户）   污水管网2.4km 、 钢筋混凝土化粪池30立方一座、小型
污水处理站一座（30立方）

270 衔接资金
德欠村旅游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246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

246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54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小型

焚烧炉）
基础设施 新建 能科乡德欠村 2021 住建局

来玉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对日常生活垃圾进行彻底、快捷、无害化处
理。 74.5 衔接资金

德欠村旅游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247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
247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55
德乾村水利综合整治工程项

目
基础设施 新建 能科乡德欠村 2021 水利局

修建200吨蓄水池1座，铺设管网6公里，入户管网4公里，各类闸阀井，
人工机井5眼。 300 衔接资金

德欠村旅游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248
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提升改善德欠195户987人（包括脱贫户55户
248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56
坎布拉镇直岗拉卡村乡村

旅游示范点
产业发展 新建

坎布拉镇直岗拉
卡村

2021-2022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改建村大门、村内道路及沿线整治提升 250 衔接资金 480户1920人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完善坎布拉镇直岗拉卡村旅游基

础设施，同时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完善坎布拉镇直岗拉卡村

旅游基础设施，同时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57
尖扎县德吉村停车场800KV

箱式变压器配备
基础设施 新建 昂拉乡德吉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安置德吉村停车场800KV箱式变压器一台 49.8 衔接资金 德吉村 解决德吉村停车场电力问题 解决德吉村停车场电力问题

58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13、

15厂房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措周乡措香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产业园区新建厂房2栋（13、15号厂房） 2000 衔接资金 产业园区厂房

本项目建成后通过入驻企业，可解决部分人口就
业，缓解项目区就业压力，推动项目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

本项目建成后通过入驻企业，解决部分人口
就业，缓解项目区就业压力，推动项目区的

社会经济发展

59
措周乡措香村（冶合社）
地址灾害移民安置点道路

排水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措周乡措香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道路全长2246米，村内道路排水工程包括排水边沟、过水沟（含雨
水篦子）、急流槽、拦水带、挡墙加高及延长、滞水坑、植树、路
口三角20cm水泥混凝土路面修补等。

60 衔接资金 57户213人
改善地质灾害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级防洪

能力
改善地质灾害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

级防洪能力

60
尖扎县措周乡措香村冶合
社搬迁点沟道防护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措周乡措香村 2021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在冶合社沟道新建拦沙坎46座，其中1#沟道31座、2#沟道15座 110 衔接资金 57户213人
改善地质灾害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级防洪

能力
改善地质灾害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

级防洪能力

61
尖扎县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产业基地古日羊麻村民俗

体验试点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坎布拉镇古日羊麻村 2021-2022

尖扎县坎布拉镇人民
政府

修建木质二层小楼20间，建设面积约600平方米；庭院绿化改造，
种植庭院景观树、草坪、花卉等约2000平方米；庭院内木质小屋6
间，约120平方米；

200 衔接资金 168户、486人
项目建成后实现坎布拉镇古日羊玛村观光旅游一体

乡村旅游项目，同时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项目建成后实现坎布拉镇古日羊玛村观光旅
游一体乡村旅游项目，同时增加群众经济收

入

62
尖扎县尖扎滩乡洛哇村至

尕加公路工程
基础设施 改扩建 尖扎滩乡洛哇村 2021-2022 尖扎县交通运输局 路线全长4.311公里，水泥混凝土路面 431 衔接资金 尖扎滩乡洛哇村和尕加村农牧民群众

解决尖扎滩乡洛哇村和尕加村农牧民群众的通行问
题

以工代赈

63

尖扎县马康公路沿线（解
放村、古日羊麻村、措干
口村、格曲村、城上村、
西么拉村）村庄绿化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 2021-2022 尖扎县自然资源局

 规划总面积为585亩，其中景观节点绿化区域为8.31亩，行道树绿
化面积为156亩，可视范围内地势平坦裸露公共区域面积为420.69
亩，种植不同种类不同规格苗木276453株，其中乔木26965株,灌木
106518 株，宿根花卉 19.7亩( 2511㎡），色带11.2亩(3286㎡)。

367 衔接资金 改善人居环境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环境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环境

64
尖扎县妇女手工业（乡村
产业车间提升工程）

就业扶贫 新建 尖扎县吾麦公司 2021年 尖扎县妇联联合会

1、购置1台绣花机，计划投入资金17.5万元。2、购置电脑1台，计
划投入资金0.5万元。3、购置绘图仪1台，计划投入资金5万元。4
、开展异地培训项目，进行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技能培训，计划投
入资金5万元。5、制作便捷式包装盒，计划投入资金2万元。

30 衔接资金 就业带动25人

1.通过设备的进一步完善，很大程度上能提升工作
效率，推进产能、效能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2、
通过对公司各级层面的培训，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将会大幅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将会为公司的创新引领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通过设备的进一步完善，很大程度上能提
升工作效率，推进产能、效能方面发挥积极
的作用。2、通过对公司各级层面的培训，
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将会大幅提高，员工的
技能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将会为公司的创

新引领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65
尖扎县马克唐镇李加村地
质灾害移民安置点道路排

水及道路硬化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马克唐镇李加村 2021年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李加村幼儿园道路和射箭场道路硬化0.389Km/2条；新建排水沟
3Km,过水沟2处，护肩墙等

90 衔接资金 90户 地质灾害安置点人居环境整治，改善人居环境
地质灾害安置点人居环境整治，改善人居环

境

66
多加办事处浪哇村至香哇

东村道路硬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浪哇村 2021年 尖扎县乡村振兴局

簸拉公路至浪哇村文化广场段新建浆砌石长15米，高2米，宽1米，
其他6公里全部硬化，并公路两端修建水渠。

375 衔接资金
收益全村52户273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11户48人。

解决890人出行安全问题。 解决890人出行安全问题。

67
马克唐镇等9个乡镇垃圾焚

烧炉建设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马克唐镇、措周
乡、坎布拉镇、
康杨镇、昂拉乡

2021年 尖扎县城乡和建设局 9个乡镇新建10个垃圾焚烧炉 745 衔接资金 9个乡镇 改善村人居环境，提高垃圾环境整治 改善村人居环境，提高垃圾环境整治

68
康杨镇万头牛场给水建设

工程
产业发展 新建 康杨镇 2021年 尖扎县水利局 新建基站1个40平方米，管网2.6公里，蓄水池500吨 170.7 衔接资金 康杨镇万头牛场 改善牛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牛场基础设施建设

69
康杨镇万头牛场道路建设

工程
产业发展 新建 康杨镇 2021年 尖扎县交通运输局 新建硬化道路6公里 185 衔接资金 康杨镇万头牛场 改善牛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牛场基础设施建设

70

2021年青海省级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藏羊产业
发展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贾加乡贾加村 2021年 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局
建设360平方米“四位一体”生态环保畜棚两栋，120平方米畜草棚
一栋，360平方米运动场两个，注射兰一个，养殖场围栏720米，饲

料运输车辆一个。
106.30 衔接资金 贾加乡谢日藏系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加强合作社的产出能力，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
增强合作社竞争力

加强合作社的产出能力，提高合作社的经济
效益，增强合作社竞争力

71
尖扎县古浪提村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规模养殖场
搬迁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当顺乡古浪堤村 2021年 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局
建设360平方米“四位一体”生态环保畜棚1栋，90平方米畜草棚一

栋，240平方米运动场1个，注射兰一个。
40.00 衔接资金 扎巴合作社

以提高当地畜牧业基础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畜产品产量、缓解畜产品市场的供需矛盾

以提高当地畜牧业基础水平，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提高畜产品产量、缓解畜产品市场的

供需矛盾

72
尖扎县康杨镇华兴肉牛繁
育专业合作社养殖场搬迁
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康扬镇格曲村 2021年 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局 修建砖混结构420平方米畜棚一栋，平整场地500平方米。 44.00 衔接资金 华欣合作社
以提高当地畜牧业基础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畜产品产量、缓解畜产品市场的供需矛盾

以提高当地畜牧业基础水平，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提高畜产品产量、缓解畜产品市场的

供需矛盾

73
尖扎县废禽物集中处理项
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坎布拉镇保仓沟 2021年 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局
新建发酵容积120立方米的高温好氧发酵罐2套及围墙、地坪、堆粪

池、固肥成品车间、大门、发酵罐雨棚等。
343.16 衔接资金

生猪养殖场和沃宝有机肥合作社,改善
农牧民管理手段及经营模式

万头生猪养殖场的粪污资源化利用，减少环境污
染，同时促进沃宝有机肥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原材

料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万头生猪养殖场的粪污资源化利用，减少环
境污染，同时促进沃宝有机肥农民合作社的

发展，原材料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填报单位：尖扎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 筹资方式 收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和带贫减贫机制 备注

尖扎县2021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库工作计划调整表

74
尖扎县2021年鲑鳟鱼良种
补贴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昂拉乡河东村，
隆务河口。

2021年 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局 鲑鳟鱼良种补贴40万尾，每尾补贴1元，共计补贴40万元。 40.00 衔接资金 水产养殖企业
推广良种，改善水产品品质，增加产量，提高水产

质量
推广良种，改善水产品品质，增加产量，提

高水产质量

75

2021年青海可鲁克渔业有
限公司尖扎分公司网箱残
饵及鱼粪收集装置制作与
安装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昂拉乡河东村 2021年 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局 安装鱼粪、残饵及死鱼无害化收集设备40套。 30.00 衔接资金 有效改善当地水域环境
有效提高网箱养殖过程中死鱼、残饵及鱼粪的收

集，减少对水体影响。
有效提高网箱养殖过程中死鱼、残饵及鱼粪

的收集，减少对水体影响。

76
2021年青海联合水产集团
有限公司网箱残饵及鱼粪
收集装置制作与安装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昂拉乡隆务河口 2021年 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局 安装鱼粪、残饵及死鱼无害化收集设备40套。 30.00 衔接资金 有效改善当地水域环境
有效提高网箱养殖过程中死鱼、残饵及鱼粪的收

集，减少对水体影响。
有效提高网箱养殖过程中死鱼、残饵及鱼粪

的收集，减少对水体影响。

77 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项目 就业扶贫 新建 尖扎县 2021年 尖扎县就业局 跨省就业3个月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实施交通补贴 10.00 衔接资金
尖扎县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及边缘易致

贫人口
实施跨省就业3个月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实施交通

补贴
实施跨省就业3个月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实

施交通补贴

78 村容村貌整治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昂拉乡尖巴昂村
、马克唐镇加让
村、马克唐镇娘
毛龙哇村、坎布
拉镇仁才村、坎
布拉镇拉夫旦村
、康杨镇格曲村
、能科乡下扎村
、当顺乡古浪河

2021年 尖扎县城乡和建设局
村容村貌整治、新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及室外配套、道路硬化、污水
管网建设、文化广场改造、射箭场、护栏、自来水入户、太阳能路灯等

项目的建设与改造
1240 行业资金

改善昂拉乡尖巴昂村、马克唐镇加让村
、马克唐镇娘毛龙哇村、坎布拉镇仁才
村、坎布拉镇拉夫旦村、康杨镇格曲村
、能科乡下扎村、当顺乡古浪河村等8个

村落村容面貌

全面清除残埂断壁、简易旱厕棚圈、废弃危旧房屋和老
旧设施，消除村域内存在的“脏、乱、差、危”等现

象，统筹安排加快村庄水、电、路、网和卫生、医疗、
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突出乡

土特色和地域特点，提高并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全面清除残埂断壁、简易旱厕棚圈、废弃危旧
房屋和老旧设施，消除村域内存在的“脏、乱
、差、危”等现象，统筹安排加快村庄水、电
、路、网和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突出乡土特色和地

域特点，提高并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79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产业发展 新建
覆盖全县农区每
个乡镇每个村庄

2021年 县农牧和科技局 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6.3万亩，开展绿色防控6.3万亩 973.40 行业资金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加土地有机质含

量
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40%, 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40%,

80
耕地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检测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全县9个乡镇1个
办事处

2021.08-2022.04 县农牧和科技局 在全县范围内设置十个监测点 20.00 行业资金 全县耕地农户和农产品种植户
加强尖扎县耕地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农产品的竞争
能力和耕地质量

加强尖扎县耕地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农产
品的竞争能力和耕地质量

81 牦牛藏羊追溯体系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全县 2021年 县农牧和科技局
新生牛羊电子耳标采购：采购牦牛追溯耳标资金4万元(耳标1.21万枚)，
藏羊追溯耳标资金9万元(耳标3.9万枚)，统一由省农业农村厅招投标

13.00 行业资金 全县牦牛、藏羊养殖户 实现牦牛藏羊等畜产品基于物联网的全过程追溯查询
实现牦牛藏羊等畜产品基于物联网的全过程追

溯查询

82 仁才村生态畜牧养殖合作社 基础设施 新建 坎布拉镇仁才村 2021年 县农牧和科技局 仁才村生态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畜棚加高 40.00 行业资金 仁才村生态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加强合作社的产出能力，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增强

合作社竞争力
加强合作社的产出能力，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

益，增强合作社竞争力

83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与合作社

发展
基础设施 新建 全县 2021年 县农牧和科技局 改造和提升10家专业合作社和4个家庭农牧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170.00 行业资金 对扶持的合作社进行规范化建设 让合作社向规范化经营 让合作社向规范化经营

84
尖扎滩石乃亥小流域综合治

理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滩乡石乃亥
村

2021年 水利局

本工程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1500.00hm2，其中新修水平梯田27.40hm²，
水土保持造林40.01hm²，其中，乔木林9.97hm²，经济林9.33hm²，灌木
林20.71hm²，封育治理1432.59hm²，四旁植树6144株，田间道路1.2km，
网围栏长度14772m，管道1833m，200T蓄水池1座，渠道1680m，拦砂坝2

座，谷坊34座，潜坝22座，封禁宣传碑2座，封禁警示牌6座

675.00 行业资金

通过治理，流域内河道泥沙得到有效控
制，减少了洪水对河道的下切侵蚀，提
高流域内的林草覆盖率，减小了水土流
失，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发展。项目实施后，经济效益显著，
年可增加产值35.36万元，人均年收入增
加593.28元。由项目实施前的6344.18元

/人，增加到6937.46元/人

（1）项目区内近年来对各村庄进行了治理，提高项目
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保障项目流域内各项水保措施全部
生效后平均每年可拦蓄径流总量。（2）通过本项目水
土保持造林、封育治理，提高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度，
受过度放牧等影响产生的低覆盖度天然牧草地得到重新
营造并封育，中覆盖度天然牧草地和其他林地封禁得到
恢复，有效改善流域生态环境。通过林草、封育及坡改
梯等措施综合治理，蓄水保土能力增强，有效防治沟道
坡面和岸坡侵蚀，下降项目区侵蚀模数。（3）将有效
促进项目区社会经济发展。治理期末，农牧业用地结构
得到有效调整，草场资源得到有效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

（1）项目区内近年来对各村庄进行了治理，提
高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保障项目流域内各
项水保措施全部生效后平均每年可拦蓄径流总
量。（2）通过本项目水土保持造林、封育治
理，提高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度，受过度放牧
等影响产生的低覆盖度天然牧草地得到重新营
造并封育，中覆盖度天然牧草地和其他林地封
禁得到恢复，有效改善流域生态环境。通过林
草、封育及坡改梯等措施综合治理，蓄水保土
能力增强，有效防治沟道坡面和岸坡侵蚀，下
降项目区侵蚀模数。（3）将有效促进项目区社
会经济发展。治理期末，农牧业用地结构得到

85
尖扎县加让沟防洪治理工程

（三期）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加让沟、
如什其沟

2021年 水利局

治理河道长度为9.0Km，其中加让沟治理河道长度6.5km，如什其沟治理
河道长度2.5km，新建毛石混凝土防洪堤总长7.84km，毛石混凝土挡
103m，共设置穿堤涵管27座，潜坝22座共1432m(其中加让沟18座共计

1300m，如什其沟4座共计132m)，河道疏浚30916.50m

3186.00 行业资金

 （1）减少水土流失面积，为尖扎县县
城沿岸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一个健康舒心
的生活环境，同时对推动尖扎县经济和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2）制约了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落后的防洪设施与
社会经济发展对防洪的要求不相适应

尖扎县加让沟防洪治理工程使治理段河道的沿线的村庄
、少量耕地和村级公路的防洪标准有所提高，使大小牲
畜660头(只)免受洪水的威胁，保护河道内125亩耕地和
马措公路的安全。通过结合一期已建防洪堤工程等级，
亩耕地免受洪水的威胁。沟道下切，疏导河道内和河道

沿线各沟口的水流通道

尖扎县加让沟防洪治理工程使治理段河道的沿
线的村庄、少量耕地和村级公路的防洪标准有
所提高，使大小牲畜660头(只)免受洪水的威

胁，保护河道内125亩耕地和马措公路的安全。
通过结合一期已建防洪堤工程等级，亩耕地免
受洪水的威胁。沟道下切，疏导河道内和河道

沿线各沟口的水流通道

86 尖扎县节水型达标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县域 2021年 水利局

加强用水定额管理、计划用水管理、农田灌溉用水计量率、工业用水计
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节水型企业、建立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
建立节水型居民小区、公共管网漏损控制、推广生活节水器具、加强再

生水利用

110.00 行业资金

到2021年底全面完成尖扎县县域节水型
社会达标建设任务，基本建立起适应尖
扎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良性运行要

求的节水型社会政策体系

（1）经济效益:减少供水工程建设投入费、节省污水处
理费、减少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工程投资等方面的经
济效益；保障尖扎县重要水功能区、城乡饮用水水源地
、交接断面水质目标，为保障尖扎县乃至下游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供水；（2）社会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全面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落实总量
控制、定额管理等制度，建立科学的用水秩序，促进人
水和谐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生态环境效益:
改善生态环境和水环境质量，提高水资源与水环境承载

能力

（1）经济效益:减少供水工程建设投入费、节
省污水处理费、减少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工
程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效益；保障尖扎县重要水
功能区、城乡饮用水水源地、交接断面水质目
标，为保障尖扎县乃至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供水；（2）社会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全面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
落实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等制度，建立科学的
用水秩序，促进人水和谐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3）生态环境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和水

87
尖扎县山洪灾害防治工程、
非工程措施维修养护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县域 2021年 水利局
对县域内山洪灾害预警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和山洪灾害预警设施、预警监

控平台维修养护
90.00 行业资金

通过对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和山洪灾害预
警设施及预警监控平台的维修养护，有
效提升县域山洪灾害防治能力，有效减
少山洪灾害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保
障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提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运行维护水平，解决山洪灾
害防治运行维护、系统更新等问题，保障山洪灾害监测

预警系统可持续运行，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提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运行维护水平，解
决山洪灾害防治运行维护、系统更新等问题，
保障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可持续运行，提高

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88
尖扎县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

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坎布拉镇、康杨
镇、贾加乡、措
周乡、昂拉乡

2021年 水利局

更换供水管道8.615km，管材为PE100，管径为DN50-DN63；更换上水压力
管道2.595km，管材为PE100，管径为DN110，新建架管1座、过路管涵2
处；新增入户管0.67km，管材为PE100，管径为DN32；维修引水口5座、
阀门井9座、分水井4座；新建50t蓄水池1座；新建清水池1座、埋设

DN160PE100溢流管224m

155.00 行业资金

工程建成后，可确保项目区2261户9109
人，55938头（只）大小牲畜的日常饮水
安全问题，通过维修养护项目的实施，
完善用水设施，恢复供水能力，保证项

目区牧户正常饮水

工程建成后将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改善卫生条件，提
高人口素质和群众的健康水平，将会促进当地各项事业
的发展，促进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良好的饮水安全保障，其社会效益显着

工程建成后将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改善卫生
条件，提高人口素质和群众的健康水平，将会
促进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精神文明
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饮水安

全保障，其社会效益显着

89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南山、坎
布拉、洛哇、冬

果林场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项目4.0万亩，防治大、小蠹虫虫害等 48.00 行业资金

保护森林保护提高农牧民群众的经济收
入

林业生物防控保护森林质量，对当地农牧民群众创造财
富

林业生物防控保护森林质量，对当地农牧民群
众创造财富

90
尖扎县天保工程区森林保护

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申宝林场 2021 自然资源局 造林面积0.2917万亩，栽植青海云杉、油松、山杏等苗木323787株 350.00 行业资金

生态扶贫工程吸纳周边农牧民的劳动参
与带动农牧民就业，增加农牧民的经济
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活条件

使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生活质量得
到进一步提高公益林、林草的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
改善情况，效果明显可持续影响指标为处于推进，林业

可持续发展效果明显

使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生
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公益林、林草的可持续
发展，对生态环境改善情况，效果明显可持续
影响指标为处于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效果明

显

91 草原生态防治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滩乡尕加一

、二村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高原鼠兔大面积防治防治10万亩、成效巩固4.06万亩 50.00 行业资金 草原生态得以保护，增加农牧民的收入

减少草原的破坏，同时保护草原生态的效果，改善了农
牧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减少草原的破坏，同时保护草原生态的效果，
改善了农牧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92
尖扎县天保工程区森林保护

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南山、坎
布拉、洛哇、冬

果林场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尖扎县天保工程森林管护面积为66.52万亩,础设施建设、档案管理购买
办公耗材,如墨粉、打印纸张、档案盒等、管护站(点)燃煤购买管护站

(点)燃煤、管护站(点)电费缴纳管护站(点)电费65000度；森林防火安排
防火演练200人(次)、修建火源处置点2处、缴纳电线传输线路租金、安

排护林防火巡查费、制作防火宣传品

649.00 行业资金

通过对森林进行科学抚育,使项目区及其
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恢
复,使农牧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得到进一步
的改善,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生活质量

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通过对森林进行科学抚育,不断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和抗逆性；提升森林的生态效益功能及水源涵养林

的整体功能,同时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通过对森林进行科学抚育,不断提高森林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抗逆性；提升森林的生态效益功
能及水源涵养林的整体功能,同时有效保护生物

多样性

93
尖扎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

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冬果、洛
哇、申宝、坎布
拉、南山林场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尖扎县35.83万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管护员培训、印刷巡护日志等 181.58 行业资金

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高生态防护能力；进一步提高公益林
、林草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管护岗位，

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

实现了生态效益森林资源由过度消耗向恢复性增长转变
、生态状况由持续恶化向可逐步改善转变、经济社会由
举步维艰向全面发展转变，在改善生态环境、防灾减灾

、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的效益尤为明显”

实现了生态效益森林资源由过度消耗向恢复性
增长转变、生态状况由持续恶化向可逐步改善
转变、经济社会由举步维艰向全面发展转变，
在改善生态环境、防灾减灾、保护生物多样性

方面取得的效益尤为明显”



填报单位：尖扎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 筹资方式 收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和带贫减贫机制 备注

尖扎县2021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库工作计划调整表

94
尖扎县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

乔木造林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2021年 尖扎县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乔木造林项目，10000亩 1500.00 行业资金

95
尖扎县2021年人工乔木林造

林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2021-2022 人工乔木造林2万亩，800元/亩 1600.00 行业资金

96
尖扎县迹地更新和低效林改

造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冬果、洛
哇、申宝、坎布
拉、南山林场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尖扎县2021年迹地更新和低效林改造30000亩 900.00 行业资金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以直接为当地解决
劳动就业机会,增加林业收入,促进林,业
经济发展,维护林区稳定,为林业可持续
发展培植新的增水源防止长点。对促进
农民增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缓解农村就
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能
够全面提升施工林分的森林质量,提高林

场职工和林农的营林技术水平腰聊

全面实施低效林改造,将能有效地改善中幼龄林林地卫
生状况,树木生长,提高林分质量,同时优良树种得到保
存,林分各项功能得到强项目实施后,可以积极的起到改
善当地气候条件、保持水土、涵养源,防止土壤肥力流
失,净化空气,保障农民的生存、生活环境的多种益。相
关产业的发展可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其问接的经

济效益也趋显著

全面实施低效林改造,将能有效地改善中幼龄林
林地卫生状况,树木生长,提高林分质量,同时优
良树种得到保存,林分各项功能得到强项目实施
后,可以积极的起到改善当地气候条件、保持水
土、涵养源,防止土壤肥力流失,净化空气,保障
农民的生存、生活环境的多种益。相关产业的
发展可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其问接的经济

效益也趋显著

97
尖扎县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

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冬果、洛
哇、申宝、坎布
拉、南山林场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尖扎县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补植补栽60000亩，栽植青海云杉、油松、祁连

圆柏苗木，灌溉等工作
1800.00 行业资金

生态扶贫工程吸纳周边农牧民的劳动参
与带动农牧民就业，增加农牧民的经济
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活条件

项目带动农户增收;生态效益指标为天然林资源保护对
生态环境改善情况较明显;可持续影响指标为造林推进

林业可持续发展较明显

项目带动农户增收;生态效益指标为天然林资源
保护对生态环境改善情况较明显;可持续影响指

标为造林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较明显

98
尖扎县森林抚育天保工程项

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冬果、洛
哇、坎布拉林场

2021年
尖扎县森林抚育天保工程区内补植补栽，40000亩，栽植青海云杉、油松

苗木
1080.00 行业资金

99
尖扎县2021年森林抚育天保

工程区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冬果、洛
哇、申宝、坎布

拉林场
2021年 尖扎县2021年森林抚育天保工程区外项目，60000亩 600.00 行业资金

100 尖扎县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冬果林场
、尖扎滩乡等

2021-2022 自然资源局
（1）退化林修复6.2万亩，600元/亩；（2）退化草原修复工程15万亩，

90元/亩，拉设网围栏等
5070.00 行业资金

（1）退化林修复项目可提高农牧民的经
济收入和森林经营技术,为新农村建设作
出贡献,实现林业精准扶贫；（2）退牧
还草工程划区轮展的物质基础,缓解了卓
畜矛盾,转变了传统畜牧业对退化草原进
行补播,促进了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1）退化林修复作业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可以合理调
整树种组成与林分密度,维持土壤养分与水分循环,改善
林木生长发育的卫生条件,提高林分质量,从而缓解我国
木材供需结构性矛盾,保护种质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优化
人工林树种结构,提高碳汇贮备和林地利用率。（2）退
牧还草项目草地生产力,转变传统的畜牧业发展方的破
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直式,促进畜牧经济发展

和农牧民増收

（1）退化林修复作业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可
以合理调整树种组成与林分密度,维持土壤养分
与水分循环,改善林木生长发育的卫生条件,提
高林分质量,从而缓解我国木材供需结构性矛
盾,保护种质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优化人工林树
种结构,提高碳汇贮备和林地利用率。（2）退
牧还草项目草地生产力,转变传统的畜牧业发展
方的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直式,促

101
尖扎县2021年重点区域生态
保护和修复专项中央基建资

金退化草原修复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滩乡等 2021-2022 自然资源局 退化草原修复工程15万亩，90元/亩 1350.00 行业资金

退牧还草工程划区轮展的物质基础,缓解
了卓畜矛盾,转变了传统畜牧业对退化草
原进行补播,,促进了畜牧业发展和农牧

民增收

退化草原修复工程草地生产力,转变传统的畜牧业发展
方的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直式,促进畜牧经

济发展和农牧民増收

退化草原修复工程草地生产力,转变传统的畜牧
业发展方的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直

式,促进畜牧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増收

102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省

级）
基础设施 新建 住建局 264.00 行业资金

103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县

级）
基础设施 新建 住建局 36.00 行业资金

104 尖扎县森林城镇绿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昂拉乡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尖扎县昂拉乡森林城镇绿化项目 400.00 行业资金

105 尖扎县森林乡村绿化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康杨镇、

措周乡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尖扎县森林乡村绿化项目（康杨镇格曲村、措周乡俄什加村） 100.00 行业资金

106 村容村貌整治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昂拉乡尖巴昂村
、马克唐镇娘毛
龙哇村、马克唐
镇加让村、康杨
镇格曲村、当顺
乡古浪河村、能
科乡下扎村、多
加办事处拉夫旦
村、坎布拉镇仁

2021.4-2021.12 住建局
村容村貌整治、新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及室外配套、道路硬化、污水
管网建设、文化广场改造、射箭场、护栏、自来水入户、太阳能路灯等

项目的建设与改造
800.00 行业资金

改善昂拉乡尖巴昂村、马克唐镇娘毛龙
哇村、马克唐镇加让村、康杨镇格曲村
、当顺乡古浪河村、能科乡下扎村、多
加办事处拉夫旦村、坎布拉镇仁才村等8

个村落村容面貌

全面清除残埂断壁、简易旱厕棚圈、废弃危旧房屋和老
旧设施，消除村域内存在的“脏、乱、差、危”等现

象，统筹安排加快村庄水、电、路、网和卫生、医疗、
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突出乡

土特色和地域特点，提高并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全面清除残埂断壁、简易旱厕棚圈、废弃危旧
房屋和老旧设施，消除村域内存在的“脏、乱
、差、危”等现象，统筹安排加快村庄水、电
、路、网和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突出乡土特色和地

域特点，提高并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107
尖扎县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
修复专项中央基建资金封山

育林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县冬果林场
、洛哇林场、尖
扎县坎布拉林场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封山育林7.3万亩，100元/亩，拉设网围栏、安排管护员 730.00 行业资金

通过封山育林,大力宣传生态环境建设的
重要性,提高了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也为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
环境基础:经济效益:封山育林是一项投
资少而见效快的一项生态工程,通过自然
封育林分结构趋于合理,保护了生物的多

样性,节约了生态恢复成本

随着封山育林项目的实施,使封育区及周边地区生态环
境得到有效改善,在水土保持,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
生物多样性方面将发挥出明显的生态效益。使森林资源
得到有资源恢复,水土流失将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

以改善,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提高社会效益

随着封山育林项目的实施,使封育区及周边地区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在水土保持,涵养水源,
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将发挥出明显的
生态效益。使森林资源得到有资源恢复,水土流
失将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森林覆

盖率进一步提高社会效益

108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坎布拉吉利村、
当顺古浪河村、
香干村、才龙村

、东果村

2021年
新建党群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文化墙上墙、广场维修、安装广场网围

栏
133.00 行业资金

坎布拉吉利村81户、当顺古浪河村77户
、香干村76户、才龙村64户、东果村45

户

项目建成后，将对全面改善村级“两委”办公条件，方
便群众办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升村级组织的地位

和凝聚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项目建成后，将对全面改善村级“两委”办公
条件，方便群众办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
升村级组织的地位和凝聚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109
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

目
基础设施 新建

尖扎滩乡来玉村
、尖扎滩乡夏藏
滩四村、尖扎滩
乡夏五星村、贾
加乡羊来村、当
顺乡东果村、坎
布拉镇德洪村、
坎布拉镇完吉合
村、能科乡德乾

2021年

利用中央财政扶持壮大村集体资金在来玉村新建村集体所有的藏服加工
厂、在夏藏滩四村扩展村集体所有的饲草种植专业合作社规模、在五星
村集体的肉牛养殖场中，新建畜棚和业务用房、羊来村利用现有的畜棚2
栋，使用中央财政扶持壮大村集体资金购置牦牛60头、洛哇村计划购置
牦牛70头，洛哇村经济股份合作社村两委负责合作社日常管理运行、东
果村计划购买绵羊150 只，花费37.5万元；维修100㎡畜棚2座，花费10
万元；药品及饲料花费2.5万元、德洪村对现有营地设施进行提档升级，
改造为木屋宾馆，改善游客居住条件、完吉合村对现有营地设施进行提
档升级，改造为木屋宾馆，改善游客居住条件、德乾村将中央财政扶持

450.00 行业资金

尖扎滩乡来玉村99户、尖扎滩乡夏藏滩
四村64户、尖扎滩乡夏五星村219户、贾
加乡羊来村62户、当顺乡东果村45户、
坎布拉镇德洪村46户、坎布拉镇完吉合

村85户、能科乡德乾村182户

增加当地农民集体受益，带动当地农民就业 增加当地农民集体受益，带动当地农民就业

110
大学生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

试点
就业扶贫 新建

三镇六乡一办事
处

2021.09-2022.08 农牧局 为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试点在全县范围内公开招聘大学生 58.00 行业资金 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提升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和竞争力，促进村集体经

济组织正规化
提升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和竞争力，促进

村集体经济组织正规化

111 露地蔬菜补贴项目 产业发展 新建
坎布拉镇、康杨
镇、马克唐镇、

昂拉乡
2021.08-2021.04 农牧局 对全县2200亩露地蔬菜进行补助 22.00 行业资金 2200亩土地种植户 提高尖扎县露地蔬菜种植户的积极性，加强菜篮子保障

提高尖扎县露地蔬菜种植户的积极性，加强菜
篮子保障

112 农作物种子工程 产业发展

坎布拉镇、康杨
镇、马克唐镇、
昂拉乡、措周乡
、能科乡。当顺
乡多加、贾加

2021.08-2021.04 农牧局 对全县农作物种植户进行补助 9.00 行业资金 全县人民
加强尖扎县农作物种子质量，提高尖扎县农作物的产出

能力
加强尖扎县农作物种子质量，提高尖扎县农作

物的产出能力

113 粮改饲 产业发展 全县 2021.3--12 农牧局
全县种植玉米3500亩；收储玉米青贮饲料1.2万吨；青贮饲料按实际青贮

量测算，每吨按60元进行补贴。
72.00 行业资金 全县青贮饲料收贮主体、种养户

积极引导发展青贮玉米等优质饲草料种植，推动种植结
构由粮向饲统筹方向转变，构建种养结合、粮草兼顾的
新型农牧业结构，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农牧民增产增

收

积极引导发展青贮玉米等优质饲草料种植，推
动种植结构由粮向饲统筹方向转变，构建种养
结合、粮草兼顾的新型农牧业结构，促进畜牧

业健康发展和农牧民增产增收

114 高素质农牧民培训项目 就业扶贫 全县 2021.08-20212.5 农牧局 培育高素质农牧民200人 63.00 行业资金
通过培训，让农户掌握科学种养与规范

经营的相关知识
增加科学种养水平，增加收入 增加科学种养水平，增加收入

115 基层农技推广项目 就业扶贫 全县 2021.08-2022.8 农牧局
推广绿色高效技术，建设示范基地并开展观摩活动，培训技术人员，开

展协同推广模式创建
75.00 行业资金 让现有技术人员系统掌握推广知识 提高技术人员服务能力 提高技术人员服务能力

合计 49730.79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破坏的土地生态系统,通过绿化措
施,逐步快复和建立新的生态系统,可以起到改善当地气
候条件、保持水土防止土展肥力流失,净化空气水民的

生存、生活环境的多种效益

国家公益林对生态环境改善情况效果明显；可
持续影响指标为抚育林业可持续效果明显

使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生
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公益林、林草的可持续
发展，对生态环境改善情况，效果明显可持续
影响指标为处于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效果明

显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政府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
见精神，持续保障农牧民住房安全，进一步提

高农牧区房屋抗震性能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破坏的土地生态系统,通过
绿化措施,逐步快复和建立新的生态系统,可以
起到改善当地气候条件、保持水土防止土展肥
力流失,净化空气水民的生存、生活环境的多种

效益

组织部

农牧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符合政策要求的动态新增危房户和未达到
抗震设防要求的农牧民均可纳入年度改造范围

通过项目带动周边农牧民群众经济增收
、带动农牧民群众就业

生态扶贫工程吸纳周边农牧民的劳动参
与带动农牧民就业，增加农牧民的经济
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活条件

各村危房改造享受人员

增加当地农牧民生活环境，提高当地旅
游、生态环境的知名度，提高农牧民群

众的生活质量及收入

昂拉乡、贾加乡
、措周乡、多加
办事处、康杨镇
、能科乡、马克
唐、坎布拉镇多

加办事处

马克唐镇、康杨
镇、坎布拉镇、
贾加乡、昂拉乡
、能科乡、昂拉
乡、尖扎滩乡

2021.6-2022.6

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局

国家公益林对生态环境改善情况效果明显；可持续影响
指标为抚育林业可持续效果明显

使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生活质量得
到进一步提高公益林、林草的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
改善情况，效果明显可持续影响指标为处于推进，林业

可持续发展效果明显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精神，持续保障
农牧民住房安全，进一步提高农牧区房屋抗震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