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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彝族自治县 2020年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意见》，动员全县社会力量、整合各类资源，紧紧

抓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个工作重心，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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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云厅字〔2016〕20 号）精神，结

合《景东县（2018—2020 年）精准脱贫攻坚三年动态调整实

施方案》，精确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对象，集中财力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基本方略，改革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围绕突出

问题，以扶贫攻坚任务为目标，以脱贫规划为引领，统筹整

合使用各行业、各级次、各渠道财政涉农资金，撬动金融资

本和社会帮扶资金投入扶贫开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

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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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精准度，确保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二、统筹目标

聚焦全县贫困人口，以“人脱贫”和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为目标，集中安排使用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农

资金，做到精细化管理、精确化配置、精准化扶持，提高财

政资金配置效率，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求。精准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确保完成 2020 年净脱贫 3895 人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和全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等重点项目。

2020 年，我县脱贫目标是：

净脱贫 3895 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户有稳定收入

来源，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剩余贫困人

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实现消除绝对贫困。 村内基础设施、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基本农田和农田水

利等设施水平明显提高，特色产业基本形成，集体经济有一

定规模，社区管理能力不断增强。

三、基本原则

——坚持重点突出、规划引领的原则。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要紧紧围绕打赢扶贫攻坚战，以脱贫攻坚规划为

引领，以脱贫成效为导向，区分轻重缓急，稳步推进，分类

实施，编制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年度项目计划，引导财政

涉农资金的精准统筹整合，确保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精准投入，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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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原则。实行以规划引领

项目，以项目引导整合，以整合带动实施的工作思路，建立

健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持脱贫攻坚协调工作机制，明确各

涉农部门统筹整合职责，夯实工作责任，加强沟通协作，形

成强有力的协调配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

——坚持精准使用、绩效导向的原则。按照“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原则，确保资金精准使用，推动建立县级整合、

部门主管、乡镇落实的整合模式，严格规范管理整合资金，

加快构建综合绩效考评体系，高标准、高配置、高效率管理

使用好整合资金。

四、保障机制

（一）强化统筹整合组织保障

调整设立景东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由县

长胡其武担任组长，相关县政府领导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

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工作，研究确定整合项目总体规划、审查确定年度项目实施

计划及申报等重大事项。

（二）合理划分项目职责分工

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对方案中规划的项目进行资金分配

和任务分解，负责对乡镇实施的项目进行日常监督和过程管

理，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整改，并将相关问题线索及时反

馈纪检监察部门；项目责任部门（乡镇）负责在县委、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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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项目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施项目，确保项目如期保质完

成，负责收集、整理、完善、管理项目基础资料，对提供资

料、凭证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三）加强资金管理

各涉农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资金使用部门应根据《景东

彝族自治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景政办

发〔2019〕80 号）及各涉农部门职责分工，加强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

到项目、检查到项目，确保项目实施进度，充分发挥资金使

用效益。切实加强涉农日常监督检查，做好涉农资金财政、

审计、纪监委、扶贫等部门定期、不定期开展统筹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使用专项检查和抽查，同时，积极探索开展第三方

独立监督，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

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

推行和完善项目招投标制、监理制等管理方式，促进实现资

金分配依据科学、分配办法公开、分配程序规范、分配结果

公正。进一步提高涉农资金整合管理使用的公平性、公正性

和透明度。针对发现的情况和问题，要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督促有部门及时整改，并对全县监管职责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问效。

（四）建立综合绩效考评体系

进一步完善综合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和结果运用体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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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对各乡镇、各涉农部门的涉农项目资金整合情况、

脱贫攻坚情况实行综合绩效考核，根据行业部门制定的行业

考核指标，对实际开展的项目按照行业分类，确定项目适用

指标，结合日常考评情况，开展综合评价。加大督查督办力

度，定期进行通报，严格年度考核。对整合工作不力、整合

成效差的单位将视其情节对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

确保全县涉农项目资金整合工作落到实处、不走过场。

（五）加大整合信息公开力度

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提高涉农政策和项目资金的透

明度，各有关部门应通过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等多种媒体渠

道将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工作进度等

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实施扶贫项目部门及乡镇要打通公示

“最后一公里”，将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来源、用途和项

目建设等情况公示到村，接受社会监督，实现统筹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阳光透明。

（六）加强纪律约束，严格责任追究

建立以两办督查室、纪委监委为主的执纪问责机制。明

确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乡镇是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工作的关键部门，各单位和乡镇必须从讲政治、讲大局、

讲规矩、讲纪律的高度，全力服从和服务于统筹整合工作。

两办督查室要把精力集中到对整合方案的推进落实上，

对凡是工作推动不到位、资金整合不及时、项目推进不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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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启动问责，情节严重

的，将相关线索移交县纪委监委。

县纪委监委要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积极受理扶

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线索，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切实做

好问题线索排查移送受理，及时受理审计、信访和职能部门

督查、稽查、检查、抽查等发现的扶贫领域纪律作风问题线

索。及时梳理分析移送受理的问题线索，按照先查先办、快

查快处、严查严处的要求，及时查处扶贫领域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对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整合方案决策部署，责任

落实不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弄虚作假、虚报冒领

吃拿卡要、优亲厚友，挪用、侵占、套取、骗取脱贫项目专

项资金等违纪违规行为的纪委监委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

责任。

五、资金投入

按照国办发〔2016〕22 号文件和云厅字〔2016〕20 号

文件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涉农资金

整合范围为中央、省、市文件明确可以纳入整合范围的所有

涉农专项资金，包括整合跨部门、跨行业性质和用途相近的

涉农资金。

我县 2020 年计划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6342.51 万元（已

到位资金 26342.67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6342.67 万

元）。经过县财政局、县扶贫办认真梳理建议从以下资金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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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解决：

1.整合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7616 万元（普财整合

〔2019〕31 号）；

2.整合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2073 万元（普财整合〔2019〕

29 号；

3.整合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63 万元（普财整合〔2019〕

33 号）；

4.整合林业改革资金 279.76 万元（普财整合〔2019〕35

号）；

5.整合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

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项目资金 2336 万元（普财整合

〔2019〕30 号）；

6.整合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0634.29 万元（普财

整合〔2019〕36 号）；

7.整合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

接补贴除外）4 万元（普财整合〔2019〕33 号）；

8.整合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1668.62 万元（普财整合

〔2019〕33 号）；

9.整合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1568 万元（普财

整合〔2019〕30 号）；

六、项目规划

本方案项目规划总投资 36342.51 万元，资金投向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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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总投资 25708.11 万元；二是产

业发展，计划总投资 9684.4 万元；三是“其他”项目，雨露计

划 950 万元。

（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2018-2019““非四类”无能力建房危房改造先建后补

项目

资金规模：4776 万元（2018 年 1571 万元，2019 年 3205

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166 个行政村。

建设任务：完成全县 2018-2019 年“非四类”无能力建

房户农村危房改造 6512 户，其中：修缮加固 4711 户，拆除

重建 1441 户。

补助标准：修缮加固 1 万元/户，拆除重建 2 万元/户。

绩效目标：实施好“非四类”对象危房改造工作，可使

6152 户“非四类”无能力建房户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进度计划：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

管理部门：县住建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2.串户路（组内道路）硬化项目

资金规模：9068.2 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13 个乡镇 146 个村。

建设任务：完成串户路（组内道路）建设 1066844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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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绩效目标：解决 4.72 万户 15.54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

户 0.93 万户 3.28 万人出行难。

进度计划：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管理部门：县住建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3.村组道路改扩建项目

资金规模：9363.91 万元。

实施地点：13 个乡镇 115 个村

建设任务：村组道路改扩建 2340.98 公里，路基宽度加

边沟 5.1 米，靠坡一侧设置 0.6 米的土边沟，路面过水设置

水泥涵管，一般不小于 0.6 米，进出水口参照实际情况来做，

路基在必要的地方设置挡土墙。

补助标准：4 万元/公里

绩效目标：解决 78784 人出行难问题，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16456 人，改善出行难问题。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交运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4.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2500 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10 个乡镇 22 个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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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输水管网 606.247 公里，其中：主管 390.045

公里，分管 216.202 公里；水池 95 个，其中：500 立方米 2

个，300 立方米 7 个，200 立方米 3 个，100 立方米 3 个，50

立方米 9 个，30 立方米 14 个，20 立方米 24 个，10 立方米

以下以下 33 个；净水设备 66 台（包含自动绶时消毒器）。

绩效目标：解决 22 个贫困村 4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0.6 万人安全饮水问题；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清

洁、安全的饮用水保障了农民远离疾病，促进了农村社会和

谐稳定。

进度计划：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

管理部门：县水务局

责任部门：县水务局

（二）农业农村产业发展

1.种养殖业到户项目

资金规模：57 万元。

实施地点：13 个乡镇 54 个贫困村。

建设任务：完成全县 114 户 2019 年新识别贫困户发展

产业，其中：种植烤烟 6 户、茶叶提质增效 16 户、核桃提

质增效 24 户、种植蚕桑 10 户、种植蔬菜 5 户、养牛 17 户、

养猪 32 户、养羊 1 户、养鸡 3 户。

补助标准：每户 0.5 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通过新型经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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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联结带动 11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同时提高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

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2.水稻种植项目

资金规模：100 万元。

实施地点：大街镇三营村、大街村。

建设任务：实施 2000 亩绿色水稻高品质试验田示范基

地建设，实现带动全县水稻种植面积不低于 2 万亩。通过改

扩建使大米生产线生产能力达到年加工 3 万吨规模，大米低

温储藏保鲜仓库容至 200 吨。

补助标准：每亩 0.05 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绿色水稻种植，通过新型经营主体

带动 13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同时提高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

定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责任部门：大街镇人民政府

3.稻鱼种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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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规模：60 万元。

实施地点：太忠镇嘎仰村。

建设任务：打造以人文景观、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农耕文化产业链，实施绿色水稻种植和稻田养鱼基地

206 亩。

补助标准：每亩 0.3 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绿色水稻种植和稻田养鱼基地建设，

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同时提高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

脱贫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责任部门：太忠镇人民政府

4.核桃提值增效及加工厂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1230 万元。

实施地点：景福镇岔河村、安定镇旧村、锦屏镇新民村、

林街乡岩头村。

建设任务：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基地+农户”的合作

模式，计划实施核桃提质增效基地建设 2 万亩，建设 4 个相

对集中连片面积不小于 1000 亩的标准化核桃提质增效示范

点，扶持景东志和核桃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和景东昌瑞农特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企业提升改造，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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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建立合理、紧密、稳定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逐步建立完

善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核桃产业体系。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核桃提质增效基地建设，扶持景东

志和核桃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和景东昌瑞农特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进行企业提升改造，按照“新型经营主体+基地+农户”

的合作模式带动 504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同时提

高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

保脱贫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林草局

责任部门：乡镇人民政府

5.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1000 万元。

实施地点：锦屏镇。

建设任务：由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建设分拣包装、冷藏

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厂。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收购建档立卡户畜牧产品，带动 1025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责任部门：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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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景东紫金无量普洱茶产业项目

资金规模：3300 万元。

建设地点：锦屏镇。

建设任务：由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建设茶叶初制所及深

加工厂，借助中央定点帮扶单位浙江大学茶学院茶叶品牌优

势，打造我县茶品牌。

绩效目标：围绕茶产业资源优势，变输血为造血模式，

借助中央定点帮扶单位浙江大学茶学院茶叶一流可研单位

及浙大名牌效应，引进先进技术、工艺、人才和管理经验，

通过合资、合作，同时引进地方有实力的新型经营主体参与

经营，打造我县知名农产品品牌。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1108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同时提高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定

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茶特中心

责任部门：县茶特中心

7.新型经营主体奖补项目（小黄姜种植）

资金规模：600 万元。

建设地点：7 个乡镇 21 个村。

建设任务：按照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扶持

21个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6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小黄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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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6000 亩。

绩效目标：实行企业带动通贫困户稳定增收挂钩奖补政

策，依托普洱市鸿鑫食品有限公司，采用“政府+公司+三农

服务部+农户”的产业化利益联结模式，通过订单生产的带贫

模式，推动贫困户与带贫主体建立稳定利益联结关系。带动，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00 户，同时提高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茶特中心

责任部门：县茶特中心

8.香菌种植项目

资金规模：550 万元。

实施地点：太忠镇。

建设任务：完成小香菌基地建设 275 个大棚，实现完成

68.75 万个菌包生产。

补助标准：每个菌包补助 8 元。

绩效目标：变输血为造血模式，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1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同时提高了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定持

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4-12 月

管理部门：县农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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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部门：太忠镇人民政府

9.小额信贷贴息金

资金规模：1275 万元

建设地点：全县 13 个乡镇 165 个有贫困人口村

建设任务：2020 年扶持 802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小额贴

息贷款 34697.4 万元，按照 4.75%贴息。

绩效目标：完成小额贴息贷款 34697.4 万元，8027 户

32316 人贫困人口受益，解决贫困户缺产业发展资金难题，

用于发展产业增收，实现有贷款意愿建档立卡贫困户愿贷尽

贷。

进度计划：2019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扶贫办

责任部门：县农商行

10.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资金规模：112.4 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13 个乡镇。

建设任务：对全县有实用技术培训需求的 1405 人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开展种养殖实用技术等培训。

补助标准：每人 800 元。

绩效目标：通过培训，使 1405 人贫困人口受益，提高

种养殖技术，增加贫困户收入。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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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县扶贫办、县茶特中心

责任部门：县扶贫办、县茶特中心

11.冬农开发项目

资金规模：500 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13 个乡镇 147 个有贫困人口行政村。

建设任务：完成全县冬农开发 37000 亩，其中：水晶豌

豆种植 20000 亩、马铃薯种植 5000 亩、油菜 3000 亩、冬玉

米 4900 亩、辣椒 1100 亩、早青蚕豆 2000 亩、荷兰豆 900

亩、青贮玉米 100 亩。

补助标准：水晶豌豆 125 元/亩；油菜、马铃薯、冬玉米、

辣椒、早青蚕豆、荷兰豆、青贮玉米 147 元/亩。

绩效目标：完成全县冬农开发 37000 亩，其中：水晶豌

豆种植 20000 亩、马铃薯种植 5000 亩、油菜 3000 亩、冬玉

米 4900 亩、辣椒 1100 亩、早青蚕豆 2000 亩、荷兰豆 900

亩、青贮玉米 100 亩。1267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发展种

植业，既增加了收入，同时提高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

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

管理部门：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12.中药材种植项目

资金规模：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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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锦屏镇新民村、龙树村。

建设任务：完成重楼种植 2000 亩、滇黄精种植 2000 亩。

补助标准：按照新型经营主体+贫困户模式，和建档立

卡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每亩补助 1000 元。

绩效目标：通过新型经营主体联结带动，120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受益，增加了收入，同时提高了群众发展生产脱贫

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20 年 5-12 月

管理部门：县茶特中心

责任部门：锦屏镇人民政府

13.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500 万元。

实施地点：大朝山东镇文玉村。

建设任务：完成田间道路建设 3.6 公里、沟渠完善 1.2

公里、土地平整 2000 亩、水池 100 立方米 5 个、200 立方米

3 个、田间管网 8 公里、耕地培肥 2000 亩。

绩效目标：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 64 亩，提

高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进度计划：2020 年 1-12 月

管理部门：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责任部门：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三）雨露计划项目



- 19 -

资金规模：950 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读中专、职中、

技校或高职教育贫困学生家庭。

建设任务：补助 3000 人。

绩效目标：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读中专、职中、

技校或高职教育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补助标准：东西部协作 0.5 万元/人，其余 0.3 万元/人

进度计划：2020 年 9-12 月

管理部门：县扶贫办

责任部门：县教体局

附件：1.普洱市景东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方案基本情况

表

2.景东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来源情况表

3.景东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脱贫攻坚项目

4.普洱市景东县调整方案项目类型投入情况统计

表

景东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