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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县 2022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实 施 方 案

白水县地处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是渭南市唯

一的山区县，黄河沿岸土石山区片区县。全县总面积 986 平方

公里，辖 7 镇 1 办 124 个行政村（含 1 个社区），人口 30 万。

脱贫攻坚期间，在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奋力建设实力白水、幸福白

水、人文白水。2016—2020 年，白水县积极开展了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有效促进了全县扶贫产业稳步发展、

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提升，圆满成了脱贫攻坚任务。2021 年以来，

我县认真贯彻落实“四不摘”工作要求，延续执行脱贫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政策，持续优化整合资金供给机制，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集中资源推进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战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现结合本年度工作任务，制定本方

案。

一、编制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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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20〕30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

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财政部关于继续支持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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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14 号）、《中共陕西省

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陕发〔2020〕5 号）、 《陕西省财政

厅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过渡期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农〔2021〕38 号）、《白水

县 2022 年涉农整合资金实施方案编制意见》等文件精神，经白

水县政府审议、县委审定，制定本方案。

二、整合思路和规划目标

（一）整合思路。通过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

作，将纳入整合范围的资金全部归集“资金池”，形成“多个

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资金投入格局。以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为主，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以《白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引领，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重点项目为平台，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创新财政投入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促进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成效更加持续，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好坚实基础。

（二）脱贫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十

四五”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目标

落实五年过渡期“四个不摘”要求，坚持摘帽不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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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保持主要帮扶

措施总体稳定。加强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稳定增收的带贫益

贫、资产管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运营管护、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等长效机制的监督、管理和运行，推进过渡期内

领导机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措施、考核机制等有序

调整、平稳过渡、有效衔接，全面推动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

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 2025 年，脱

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全县农村发展活力和后劲明显增强，

乡村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扎实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村基层组织不断

增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分类帮扶长效机制逐步完善，农民收入

增速高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三、整合项目实施建设内容和区域

（一）产业发展项目实施区域内容和区域

作为驰名中外的中国“苹果之乡”，2022 年白水县将继续

坚持把苹果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首位产业，围绕《加快推进白

水苹果高质量发展意见》，实施果园改造提升、苗木繁育提升、

核心示范引领、果业机械化、苹果品牌推介为主导产业，协同

推进畜牧业、设施农业、中药材和经济林建设等为特色产业，

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同时引导



- 4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合作经营、联合经营、租赁等多种形式，

开展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增强村

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实现村级集体、群众长期稳定增收。

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延长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果园托管等发展模式，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群众通过产业发展增收。具体

项目包括：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北塬、彭衙供水站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改造工程第二阶段项目:产业供水站建设：1、更换上水管

线 1km；2、新建产业抽水泵房 30m³；3、新增水处理设备一台

套；4、更换配电设备，消毒设备 1 台套;5、新建（彭衙水站）

400m3 产业蓄水池一座。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石狮新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第二阶段项目:产业用水管道改造升级 1.2km，修建闸阀井

2 座，安装产业用水智能磁卡水表及水表井 25 套及消毒设备 1

台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四河村 16 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铺设产业用水管道 1.3km，修建闸阀井

5 座，新建产业蓄水池 1 座，安装加压泵 1 台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鸭洼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第二阶段项目:铺设产业用水管道 12.8km，修建闸阀井 35 座，

安装产业用水智能磁卡水表及水表井 289 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康家卫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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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第二阶段项目:铺设产业用水管道 14.5km，修建闸阀井 51

座。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新庄村下荒地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铺设产业用水管道 5.2km，修建闸阀

井 15 座，安装产业用水智能磁卡水表及水表井 149 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林皋村南靠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修建 100T 产业蓄水池 1 座，配套围墙

45 米。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西固村田家河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产业用水管道改造升级 4.3km，修建

闸阀井 9 座，安装产业用水表井 35 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高西村普均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铺设产业用水管道 12.32km，修建闸阀

井 26 座。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中塬村凉泉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新打 300 米产业机井一眼,消毒设备 3

台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四河村安河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铺设产业用水管道 8.6km，修建闸阀井

16 座，安装产业用水智能磁卡水表及水表井 78 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大杨村杨西尧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铺设产业用水管道 37.5km，修建闸阀

井 45 座，安装产业用水智能磁卡水表及水表井 12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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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满义村 1-2 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产业用水管道改造升级 9.2km，修建闸

阀井 15 座，安装产业用水智能磁卡水表及水表井 600 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北盖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第二阶段项目:安装一体化净水设备一台套，修建 100T 产业

蓄水池 1 座，产业用水管道改造升级 9.8km，修建闸阀井 26 座，

安装产业用水表 336 套。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云台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第二阶段项目:加固产业拦水坝 1 处，农村产业用水管道改造

升级 12.3km，修建闸阀井 28 座。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渭南市白水县林皋水库中型灌区节水

配套改造项目:干渠改造 0.768km，隧洞改造长 8km，渠道浆砌

石护角 1.216km,渠道衬砌改造长 0.924km；干渠渠系建筑物改

造 9 座。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县建设

高标准农田面积 50279 亩，土地平整面积 120 亩、土壤改良及

地力培肥面积 50279 亩、铺设低压暗管 31445m，新修及改造渠

道 19307m、改造田间道路 96054m，农田林网 48034 棵（胸径 5cm

国槐和株高 1.5m 白皮松均为 24017 棵）。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苹果新优品种推广项目:1、全县

新建新品种苹果园 5000 亩，每棵苗木按照单价的 60%进行补助；

2、全县苹果园高接换优 5000 亩，1—2 年生苗木按照每株 9 元

进行补助，3 年以上生苗木按照每株 14 元进行补助；3、全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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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品种示范园 400 亩，其中种植大户、社会化服务组织、龙

头企业新建示范园对其扶持杆、节水灌溉、苗木、地布按照投

资额的 60%进行补助，一般农户按照苗木价格的 60%进行补助。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雷牙镇北井头村集体经济发展项

目: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在雷牙镇共同建

设一个年产 500 吨以上的苹果果酱、饮料深加工建设项目，不

断提升苹果深加工能力，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2022 年农业农村局杜康镇和家卓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安

装分布式光伏电站容量 120 千瓦。

2022 年乡村振兴局雷牙镇刘家卓村集体经济设施农业项目:

新建水果蔬菜大棚 4 座。

2022 年乡村振兴局杜康镇张家塬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安

装分布式光伏电站容量 120 千瓦。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农民农业技术培训项目: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苹果、粮食、设施蔬菜等产业为主的实用技术培训；

农业政策法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管理培训；致富带头人和

高素质农民培训；乡村振兴骨干人才培训班；果园托管技术培

训；动物疫病防控培训；市场营销、现代农业管理与经营培训；

易地搬迁群众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及农产品质量

安全、农资应用等培训，不断提升农户技能水平。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提升改造项目:1、果园

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建设 40 万元，购置果园机械由秋林苹果专业

合作社对北马村 3000 余亩果园实施作业；为李家塬、南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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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三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购置 37 万元、37 万元、36 万元共

计 110 万元的果园机械，由白水县美华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新

农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白水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分别对李家塬村 1700 亩果园、南马村 1800 亩果园、故现村 4000

亩果园实施机械化作业。2、开展示范县的技术培训、指导推广

和宣传等支出 10 万元。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补贴项目:对全县种粮大

户种植业粮食每亩补贴 100 元，共补助 1.29 万亩。

2022 年乡村振兴局监测户、脱贫户发展产业补助项目:预留

资金，对脱贫户发展产业新建果园、老园改造；养羊、育肥猪、

养牛等产业发展项目进行补助补助。

2022 年白水县小额信贷贴息（含互助资金协会贴息）:预留

资金，解决脱贫户发展产业资金短缺，发放贷款 2.805 亿元，

受益脱贫户 4248 户。

2022 年乡村振兴局涉农企业贴息项目:预留资金，按照产业

项目管理，对涉农企业带动脱贫户发展产业增收给予商业银行

贷款贴息。

2022 年白水县雨露计划补助项目: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高

职高专院校的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的学生家庭进行补助。

2021 年白水县水毁产业设施修复第二阶段项目:水毁路面

拆除重建 19035 平方米，填埋土方 73559 立方米，护坡砌石 1342

立方米，修复渠道 590 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北塬镇却才村养殖场产业道路硬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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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业道路硬化长 1550 米，宽 3.5 米，厚 18 厘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股份集体经济联合总社生态有

机花茶果干深加工厂基础配套设施:新建生态有机茶菊、苹果

花、洋槐花等各类花茶果干深加工厂的配套设施建设:1、空气

能烘干设备 6 台，配套架子托盘 2000 个；2、自动包装设备 1

台，包装车间 1 间，真空包装机 3 台；3、包装材料库 1 间，成

品仓库 1 间；4、消毒房、更衣房、化验室等配套设施 1 套；5、

品鉴室配套设施 1 套；6、储存室 1 间；7、有机认证及品牌建

设子商、厂房地板铺设到食品 1 间。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北关村新修晾晒场项目:新

修晾晒场 700 平方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小雷公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

产业道路硬化长 2000 米，宽 4 米，厚 18 厘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小雷公村产业灌溉渠道项目:新修 400

产业灌溉 2200 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林皋镇云门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村产

业道路硬化长 2300 米，宽 3.5 米，厚 18 厘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史官镇贺苏村产业灌溉渠道建设项目:

新修 400 产业灌溉渠道 3000 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故现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生产

道路硬化长 2500 米，宽 3.5 米，厚 16 厘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故现村农田灌概渠道建设项

目:40 型 U 水渠 1500 米；60 型 U 水渠 800 米；200 型 pvc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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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110 型 pvc600 米；75 型 pvc500 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四河村园区产业道路硬化建设项

目:产业道路硬化长 700 米，宽 3.5 米，厚 18 厘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尧禾镇收水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村产

业道路硬化长 2200 米，宽 4 米，厚 18 厘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尧禾镇唐寨村小高抽配套建设项目:抽

水站配套 DN80 钢管 402 米，Pvc90 管道 1167 米，启动柜 1 个，

电机 1 台，电缆 360 米，闸阀井 1 个，水上浮筒 1 个，清运土

方 710 立方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尧禾镇北盖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村产

业道路硬化长 1800 米，宽 4 米，厚 18 厘米；沙石路硬化长 1700

米，宽 3.5 米，厚 20 厘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史官镇狄家河村新修产业灌溉渠道建设

项目:铺设 400 产业灌溉渠道 90 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史官镇首居村产业道路建设项目:产业

道路硬化 1000 米，宽 3.5 米，厚 16 厘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南桥村损毁产业道路修复项

目:损毁产业道路修复 2100 平方米，厚 20 厘米。

2022 年扶贫办史官镇股份经济合作总社产业园区设施配套:

铺设 DN1000 管道 24 米，DN600 管道 137 米，DN80 管道 425m，

新修 700*700 阀门井 5 座，1000*1000 检查井 15 座。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冯雷村新修晾晒场建设项目:

新修晾晒场 1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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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白水县公益专岗工资补助:在县域内开发公益专岗

246 个，用于解决脱贫劳动力就业问题，每人每月发放 600 元工

资补贴。

（二）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区域内容和区域

2021 年白水县水毁道路修复第二阶段项目:水毁路面拆除

重建 19035 平方米，填埋土方 73559 立方米，护坡砌石 1342 立

方米，修复渠道 590 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北关村安装照明路灯项目:

为村道路安装太阳能照明路灯 120 盏。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北关村道路硬化项目:村硬

化道路长 1000 米，宽 4.5 米，厚 18 厘米；400 排水渠 500 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小雷公村道路排水建设项目:

新修村巷道排水 2000 米。

2022 年乡村振兴局雷牙镇刘家卓村环境提升项目:栽植红

叶李 360 株、樱花 200 株、白皮松 200 株，月季 100 株，油松

360 株、高山黄杨小苗 5000 株、红叶石楠 5000 株、冬青球 50

个、金叶榆 5000 株。

2022 年乡村振兴局雷牙镇北乾村道路硬化项目:村巷道硬

化长 1650 米，宽 3.5 米，厚 18 厘米。

2022 年白水县乡村振兴局林皋镇段塬村安装照明路灯项目:

为村道路安装太阳能照明路灯 75 盏。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雷村村安装照明路灯项目:为村

道路安装太阳能照明路灯 70 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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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白水县杜康镇石狮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续建 600*600 排水项目 1681 米，盖板 8510 块，800*800 检查井

63 座、Φ160 出户排水管 2870 米，隔油井 172 套，破损道路修

复 2650 平方米，绿化 3200 平方米，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

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1 年白水县杜康镇大杨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续建 600*600 排水项目 741 米，盖板 3056 块，雨水篦子 155 个，

Φ160 出户排水管 300 米，1000*1000 检查井 34 座，排水项目

清淤 2200 米，隔油井 310 套，绿化 1800 平方米，政策宣传及

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1 年白水县雷牙镇刘家卓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

目:续建 1000*1000 检查井 17 座，排水项目清淤 650 米，雨水

篦子 130 个，户前硬化 3000 平方米，绿化 1240 平方米，政策

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1 年白水县林皋镇南马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续建 400*400 排水项目 819 米，盖板 2016 块，雨水篦子 189 块，

Φ160 出户排水管 1428 米，隔油井 286 套，户前硬化 4500 平方

米，绿化 1800 平方米，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

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1 年白水县林皋镇北马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续建 400*400 排水项目 1521 米，600*600 排水项目 1009 米，盖

板4900块，隔油井335套，Φ160出户排水管1680米，1000*1000

检查井 36 座，绿化 1200 平方米，户前硬化 3000 平方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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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1 年白水县林皋镇林皋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林皋村续建 600*600 排水项目 526 米，盖板 1031 块，雨水篦子

324 块，Φ160 出户排水管 4650 米；赵尧村续建铺设Φ160 出户

排水管 3300 米，1000*1000 检查井 73 座，户前硬化 3000 平方

米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1 年白水县史官镇史官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续建隔油井 25 套，雨水篦子 120 个，1000*1000 检查井 28 座，

户前硬化 3900 平方米，绿化 1560 平方米，政策宣传及灾情预

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1 年白水县尧禾镇田家洼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

目:续建 600*600 排水项目 970 米，盖板 3017 块，Φ160 出户排

水管 1135 米，1000*1000 检查井 37 座，道路拓宽 10230 平方米，

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1 年白水县尧禾镇尧禾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尧禾村续建 1000*1000 检查井 23 座，隔油井 86 套，雨水篦子

145 块，Φ160 出户排水管 760 米，绿化 1500 平方米；满义村

续建 1000*100 检查井 85 座，Φ160 出户排水管 720 米,排水项

目清淤 930 米，安装路缘石 1037 米，绿化 2700 平方米等。

2022 年白水县乡村振兴局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对农民

在苹果、花椒、葡萄、蔬菜大棚等种植产业、养猪、养鸡等养

殖产业等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10000 人（次）。

2022 年白水县农村安全饮水水质监测项目:全县 124 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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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农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认定水质检测点 101 处，共检测

水样 101 份，每份水检测 34 项指标。

2022 年白水县偿还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和地方政府债

券利息项目:偿还“十三五”期间政策规划内的易地扶贫搬迁贷

款和调整规范后的地方政府债券本息。

2022 年乡村振兴局雷牙镇北井头村重点村建设项目:村道

路改建、道路排水、垃圾处理、残垣断壁整治、村道路照明、

绿化；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

善。

2022 年乡村振兴局杜康镇汉积村重点村建设项目:村道路

改建、道路排水、垃圾处理、残垣断壁整治、村道路照明、绿

化；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史官镇丰乐村重点村建设项目:村道路

改建、道路排水、垃圾处理、残垣断壁整治、村道路照明、绿

化；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尧禾镇新武村重点村建设项目:村道路

改建、道路排水、垃圾处理、残垣断壁整治、村道路照明、绿

化；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西文化村重点村建设项目:

村道路改建、道路排水、垃圾处理、残垣断壁整治、村道路照

明、绿化；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

施改善。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器休村重点村建设项目: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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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道路排水、垃圾处理、残垣断壁整治、村道路照明、绿

化；政策宣传及灾情预警平台建设，等农村人居环境设施改善。

四、资金投入情况

（一）投入规模及资金来源。2022 年，根据各级整合资金

收入情况，白水县计划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0400.62 万元。

1、中央资金 11764.16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6507 万元、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798 万元、中央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326.56 万元、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712.6

万元、农田建设补助资金难 3420 万元。

2、省级资金 5811.46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 3362 万元、农业专项资金 1589.46 万元、林业改

革发展专项资金 240 万元、水利发展专项资金 620 万元。

3、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60 万元。

4、2021 年结余资金 765 万元。

（二）产业发展投入。2022 年，整合资金计划投入产业发

展 13806.74 万元，占整合资金总量的 67%。其中：中央资金拟

投入 8591.16 万元、省级资金拟投入 3716.58 万元、县级资金

投入 1499 万元，共实施 49 个产业项目。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022 年，整合资金计划投入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 6593.88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拟投入 3173 万

元、省级资金拟投入 2094.88 万元、县级资金投入 1326 万元，

共实施 26 个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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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政资金补助标准

（一）产业发展类补助标准。

1、产业发展补助到户项目。对产业发展脱贫户按照脱贫攻

坚期至及过渡期内累计不超过 10000 元/户标准补助，根据脱贫

户年内实施情况，由村、镇（办）逐级申报、逐级公示，镇级

检查、扶贫办抽查后，通过财政惠民“一卡通”据实兑付。

2、贫困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在 5 万元限额内，3 年期限内，

对脱贫户产业发展贷款实行基准利率，并全额贴息。

3、雨露计划补助项目。对接受中高职教育的脱贫家庭学生，

按照每生 3000 元/学年进行补助。

4、公益专岗工资补助项目。对县域内签订公益专岗的脱贫

户，按照每人 600 元/月进行补助。

5、种植业补贴项目。按照每亩 100 元、每户累计不超过 1

万元标准，对县域内粮食种植大户（种植面积 100 亩以上）进

行补贴。

6、苹果新建园项目。按照苗木购买价格的 60%进行财政补

贴。

（二）基础设施类补助标准。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政全额支持，据实结算。

2、农村安全饮水水质监测项目，财政全额支持，据实结算。

3、乡村振兴重点村建设项目，财政全额支持，据实结算。

六、实施步骤

根据《陕西省财政厅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过渡期脱贫县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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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农

〔2021〕38 号）文件精神，结合市级部门安排部署及实际情况，

白水县 2022 年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步骤如下：

（一）起草《白水县 2022 年涉农整合资金实施方案编制意

见》，初步规划年度整合资金项目总盘子

由财政局牵头负责，涉农整合资金主管部门配合，制定《白

水县 2022 年涉农整合资金实施方案编制意见》，按照“村申报、

镇初审、县审核、汇总入库”的原则，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需求，初步确定 2022 年度涉农资金项目总

盘子，逐级提交县政府审议、县委研究审定。

（二）下达年度整合资金项目建设计划及资金预算

为了加快项目实施，根据《白水县 2022 年涉农整合资金实

施方案编制意见》，及时向各部门、各镇（办）下达初步确定

的 2022 年整合资金项目计划，并结合各部门整合资金实际到位

情况，予以下达资金预算。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对资金已下达的

项目，加快开展实地调研和踏勘，在充分尊重基层群众意愿的

前提下，如期完成项目立项、设计、招投标（政府采购）等前

期准备工作。按照“能快则快”的原则，对不需要招标、具备

建设条件的项目应即时开工，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对于产业种

植类项目，应简化程序，结合农作物种植节气需求，及时完成

种植工作。

（三）完成《2022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

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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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部门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安排部署及要求，按照资

金实际到位规模，编制完成《白水县 2022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

农资金实施方案》，经县委常委会审定后报省市备案。

（四）下达 2022 年度整合资金项目建设调整计划

根据 8 月后我县整合资金收入情况及年度项目总盘子，结

合我县整合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编制《2022 年度统筹整合财

政涉农资金调整方案》，经县委常委会审定后报省市备案。同

时向各部门、各镇（办）下达《2022 年度整合资金项目调整计

划》。

（五）加强项目日常监管

项目主管部门要明确项目管理机制，夯实管理责任，根据

项目建设需求经常性开展检查验收，并广泛听取群众代表意见，

全面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同时结合项目进展，加快项目资金报

账和资金申请。

（六）编制《2022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补充方案》，

并对应下达项目计划

根据 11 月后我县整合资金收入情况及年度项目总盘子，编

制《2022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补充方案》，经县委常委

会审定后报省市备案。同时向各部门、各镇（办）下达《2022

年度整合资金项目补充计划》。

调整计划和补充计划合并作为各部门年度涉农整合资金项

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的依据。

七、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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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为确保试点工作扎实推进，成

立白水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以下

简称领导小组），组长由县长担任，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的具体实施和统一推

进。

（二）建立会议协调机制。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

由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相关成员单位参加，原则上每季度

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集。联席会议主要研究整

合项目总体规划、审查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引导资金投向，以

及其他需要解决的重大事项等；建立协调会议制度，由领导小

组办公室牵头召集，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相关成员单位

参加，确保日常工作扎实推进。

（三）严格公告公示制度。一是整合资金始终坚持公开公

示原则，县财政局负责县级公开，将《白水县 2022 年度统筹整

合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涉农资金政策文件及相关管理制

度等在政府网站进行公开；二是各按照“事前公示事后公告”

的要求，各项目主管部门负责镇、村公开，将涉农资金项目内

容和工作进度等信息在项目实施地所在村、镇向社会公开，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三是项目实施全过程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项

目实施单位主动邀请村干部、群众代表及驻村工作队参与涉农

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

八、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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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发展类项目绩效目标。按照“一县一业、一村

一品”发展思路，因地制宜，稳步推进。以增产增收为核心，

以科技支撑为重点，坚持市场先导、政策引导、项目带动为抓

手，在稳定发展粮食产业的基础上，支持苹果种植主导产业和

油料作物、中药材特色产业。通过深化集体经济改革，推动苹

果高质量发展，培育市场主体，让农民成为产业主人；通过职

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质量，提升劳动就业水平，让农民成

为产业工人。以项目引领整合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农民“造血”功能，实

现收入增长，生活富裕。具体包括：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北塬、彭衙供水站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改造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

益农田 318 亩农户 16105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石狮新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田 40

亩农户 89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四河村 16 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

田 60 亩农户 203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鸭洼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田 90

亩农户 1069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康家卫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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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田 178

亩农户 1917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新庄村下荒地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

农田 80 亩农户 521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林皋村南靠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

田 50 亩农户 210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西固村田家河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

农田 50 亩农户 74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高西村普均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

田 76 亩农户 599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中塬村凉泉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

田 60 亩农户 380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四河村安河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

田 120 亩农户 215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大杨村杨西尧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

农田 180 亩农户 24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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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满义村 1-2 组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

田 130 亩农户 1850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北盖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田 253

亩农户 1131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云台村农村产业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第二阶段项目:巩固提升饮水、农田灌溉能力，受益农田 200

亩农户 350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务局渭南市白水县林皋水库中型灌区节水

配套改造项目:提高杜康镇、城关街道办、雷牙镇灌溉水利用系

数，改善灌溉面积 5 万亩，降低灌区运行成本，增加灌区群众

收入，受益脱贫户 1113 户 3602 人。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提高全县

农村 50279 亩农田的灌溉水利用率 3%、提高农田林网防护面积

11 万亩，建成后年净效益 936.70 万元，经济内部收益率 8.22%，

经济净现值 97.95 万元，高于基准值；静态投资回收期 9.44 年，

效益费用比 1.01；受益农业人口 3.7 万人。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苹果新优品种推广项目:通过品

种改良，提升白水苹果品质，增加群众苹果产业收入，促进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受益群众 2285 户 7997 人，其中脱贫户 718

户 2298 人。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雷牙镇北井头村集体经济发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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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年收益 10

万元以上，可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受

益群众 197 户 689 人，其中脱贫户 41 户 144 人。

2022 年农业农村局杜康镇和家卓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受益群众 488 户 2150

人，其中脱贫户 64 户 224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雷牙镇刘家卓村集体经济设施农业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受益群众人，其中

脱贫户 46 户 151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杜康镇张家塬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受益群众 597 户 2086

人，其中脱贫户 141 户 473 人。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农民农业技术培训项目:立足全

县产业发展，通过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及观摩交流等形式开展

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提升农户生产经营能力和就业本领，全

面推进产业发展、稳固脱贫攻坚成效，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全年培训农户不少于 6000 人次。

2022 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提升改造项目:通过引

进高效植保机械、施肥机械、中耕除草机、果园采收升降作业

平台、防霜冻机械等先进的果业机械，使示范区机械耕整地和

机械施肥率均达到 95%以上，机械中耕除草和病虫害防治达到

100%，果园机械化采摘达到 60%，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升 50%

以上，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应用果业新技术、新机具，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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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生产全程机械化；通过项目扶持壮大三个社会化服务组织，

监督其规范运营管理，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使四个

村 280 户贫困户 959 人 7500 亩果园受益，辐射带动 5 万亩果园

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

2022年白水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补贴项目:补贴种植户100

户，面积 12957.26，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种植业

生产规模，鼓励各经营主体、种粮农民多产粮、产好粮，促进

粮食的稳定发展与规模种植，提高粮食单产水平，促进农民增

收。

2022 年乡村振兴局监测户、脱贫户发展产业补助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增加脱贫户经济收入，受益脱贫户 500 户 1350

人。

2022 年白水县小额信贷贴息（含互助资金协会贴息）: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脱贫群众发展产业，增加收入，受益贫困

户 8010 户 28035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涉农企业贴息项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通过企业带动增加脱贫户经济收入，受益脱贫户 200 户 760 人。

2022 年白水县雨露计划补助项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支持

脱贫家庭学生完成学业，受益脱贫户 520 户 520 人。

2021 年白水县水毁产业设施修复第二阶段项目: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修复水毁设施，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受益群众 8330

户 23240 人，其中脱贫户 1229 户 3498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北塬镇却才村养殖场产业道路硬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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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畅通生产资料运输；

受益群众 1556 人，其中脱贫户 94 户 356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股份集体经济联合总社生态有

机花茶果干深加工厂基础配套设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大

雷公村、冯雷村、西文化村产业发展，增加集体经济和农民收

入，受益群众 1616 户人 5587 人，其中脱贫户 140 户 446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北关村新修晾晒场项目: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受益群众 1300 人，其中受益

脱贫户 10 户 15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小雷公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提高农产品运输能力；受

益群众 1834 人，其中脱贫户 145 户 452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小雷公村产业灌溉渠道项目: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提升改善群众生产条件，方便农业灌溉；受益群众

1670 人，其中脱贫户 135 户 495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林皋镇云门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提高农产品运输通行能力；受

益群众 2321 人，其中脱贫户 152 户 549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史官镇贺苏村产业灌溉渠道建设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改善群众生产条件，方便农业灌溉；

受益群众 503 人，其中脱贫户 123 户 503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故现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提高农产品运输通行能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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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群众 3257 人，其中脱贫户 117 户 442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故现村农田灌概渠道建设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改善群众生产条件，方便农业灌溉；

受益群众 3257 人，其中脱贫户 117 户 442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四河村园区产业道路硬化建设项

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提高农产品运输通行能

力；受益群众 341 人，其中脱贫户 24 户 91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尧禾镇收水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提高农产品运输通行能力；带

动脱贫户增加收入受益群众1489人，其中脱贫户115户 388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尧禾镇唐寨村小高抽配套建设项目: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改善群众生产条件，方便农业灌溉；受

益群众 305 人，其中脱贫户 10 户 34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尧禾镇北盖村产业道路硬化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提高农产品运输通行能力；受

益群众 1127 人，其中脱贫户 81 户 1127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史官镇狄家河村新修产业灌溉渠道建设

项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改善群众生产条件，方便农业灌

溉；受益群众 1865 人，其中脱贫户 141 户 530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史官镇首居村产业道路建设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提高农产品运输通行能力；受

益群众 1456 人，其中脱贫户 20 户 68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南桥村损毁产业道路修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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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受益群众 1350 人，

其中脱贫户 70 户 256 人。

2022 年扶贫办史官镇股份经济合作总社产业园区设施配套: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加首居村、邱坪村、狄家河村、落雁村、

丰乐村 5 个村集体经济收益，受益脱贫户 181 户 588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冯雷村新修晾晒场建设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受益群众 387 人，其中脱

贫户 29 户 98 人。

2022 年白水县公益专岗工资补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

246 名脱贫劳动力就业问题。

（二）基础设施类项目绩效目标。以巩固全县脱贫村基础

设施、平衡非贫村基础设施短板为目标，最终实现全县 123 个

行政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切实改

善，提升镇村公共配套设施能力，改善区域面貌，改善投资环

境，加快当地苹果产业、服务业、零售业、乡村旅游业、休闲

农业发展，提高村级综合发展能力，激发农户发展内生动力，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焕发农村社会活力，最终

实现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

目标。 具体包括：

2021 年白水县水毁道路修复第二阶段项目: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修复水毁基础设施，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受益脱贫户 8330

户 23240 人，其中脱贫户 1229 户 3498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北关村安装照明路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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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受益群众 1600 人，其

中受益脱贫户 10 户 15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北关村道路硬化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受益群众 130 人，其中脱

贫户 2 户 5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小雷公村道路排水建设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受益群众 810 人，其

中脱贫户 15 户 52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雷牙镇刘家卓村环境提升项目: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受益群众 700 人，其中脱贫

户 32 户 90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雷牙镇北乾村道路硬化项目: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受益群众 1280 人，其中脱贫户

36 户 126 人。

2022 年白水县乡村振兴局林皋镇段塬村安装照明路灯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受益群众 1865 人，其

中脱贫户 141 户 530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雷村村安装照明路灯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受益群众 856 人，其中脱

贫户 71 户 225 人。

2021 年白水县杜康镇石狮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1120 人，其中脱贫户 57 户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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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021 年白水县杜康镇大杨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3851 人，其中脱贫户 185 户 630

人。

2021 年白水县雷牙镇刘家卓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

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1780 人，其中脱贫户 52 户 189

人。

2021 年白水县林皋镇南马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2177 人，其中脱贫户 179 户 628

人。

2021 年白水县林皋镇北马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1499 人，其中脱贫户 82 户 320

人。

2021 年白水县林皋镇林皋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5188 人，其中脱贫户 380 户 1403

人。

2021 年白水县史官镇史官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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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2953 人，其中脱贫户 106 户 351

人。

2021 年白水县尧禾镇田家洼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

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936 人，其中脱贫户 69 户 274 人。

2021 年白水县尧禾镇尧禾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第二阶段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3242 人，其中脱贫户 292 户 977

人。

2022 年白水县乡村振兴局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帮助群

众提升生产能力，增加经济收入，受益群众 10000 人，其中脱

贫户 350 户 1200 人。

2022 年白水县农村安全饮水水质监测项目: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提高农村饮水安全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49259 户 15772 人，其中脱贫户 16477 户 57470 人。

2022 年白水县偿还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和地方政府债

券利息项目:加快安置项目结（决）算审计和项目竣工验收，促

进规范 20 个安置项目资产移交，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隐患，

减轻基层财政压力。

2022 年乡村振兴局雷牙镇北井头村重点村建设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提升

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1927 人，其中脱贫户 106 户 338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杜康镇汉积村重点村建设项目:巩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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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提升群

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1110 人，其中脱贫户 88 户 331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史官镇丰乐村重点村建设项目: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提升群

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2192 人，其中脱贫户 51 户 149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尧禾镇新武村重点村建设项目: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提升群

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1906 人，其中脱贫户 172 户 540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城关街道办西文化村重点村建设项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1295 人，其中脱贫户 59 户 206

人。

2022 年乡村振兴局西固镇器休村重点村建设项目: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文明乡村建设，提升群

众幸福指数；受益群众 2268 人，其中脱贫户 202 户 772 人。

附表 1：白水县 2022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明细表

附表 2：白水县2022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