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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彝族自治县 2020年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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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0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调整方案编报

工作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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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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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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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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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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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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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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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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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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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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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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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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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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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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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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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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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计划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6342.51万元。



- 7 -

调整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4935.6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0944.52万元，省级资金 3984.08万元，县级资金 7万元。

经过县扶贫办、县财政局、项目单位认真梳理，经县级各相

关部门审核，县人民政府决定从以下资金渠道解决：

1.整合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666 万元（普财整合

〔2019〕31号、普财整合〔2020〕10号）；

2.整合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2115万元（普财整合〔2019〕

29号、普财整合〔2020〕15号）；

3.整合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748万元（普财整合〔2019〕

33号、普财整合〔2020〕22号）；

4.整合中央林业改革资金 379.61万元（普财整合〔2019〕

35号、普财整合〔2020〕23号）；

5.整合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1668.62 万元（普财整合

〔2019〕33号）；

6.整合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1522万元（普财

整合〔2019〕30号、普财农〔2020〕37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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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整合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3358.29 万元（普财

整合〔2019〕36号、普财整合〔2020〕21号）；

9.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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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普财整合〔2020〕14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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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万元（普财整合〔2019〕33号、普财整合

〔2020〕22号）；

11.整合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752 万元（普财整合

〔2020〕3 号、普财整合〔2020〕4 号、普财整合〔2020〕

11号）；

12.整合省级统筹整合涉农项目资金 232.08 万元（普财

整合〔2020〕7号、普财整合〔2020〕8号、普财整合〔2020〕

17号）。

13.整合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7万元（普财整合〔2020〕

11号）。

六、项目规划

本方案项目规划总投资 24935.6万元，资金投向主要用

于：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总投资 10834.59万元；二是产

业发展，计划总投资 14101.01万元。

（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串户路硬化项目

资金规模：6222.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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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058 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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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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2517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10个乡镇 22个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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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至 2020年 5月

管理部门：县水务局

责任部门：县水务局

3.2018-2019““非四类”无能力建房危房改造先建后补

项目

资金规模：2095.08万元（2019-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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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涉及 10个乡（镇）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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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4户，其中：修缮加固 3266户，拆除

重建 1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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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4户“非四类”无能力建房户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进度计划：2019年 5月至 2020年 3月

管理部门：县住建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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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新识别有劳动能

力有意愿卡户发展产业，其中：种植烤烟 5户、茶叶提质增

效 14户、核桃提质增效 27户、种植蚕桑 9户、种植蔬菜 6

户、其他种植 5户、养牛 22户、养猪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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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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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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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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县茶叶初制所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1310万元。

建设地点：7个乡镇 11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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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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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型经营主体奖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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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黄姜种植项目

资金规模：168.16万元。

建设地点：7个乡镇 20个村。

建设任务：按照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扶持

20个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282户贫困户发展小黄姜种植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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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户种植，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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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水稻种植项目

资金规模：1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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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标

准的技术实施方案，主推标准规范种植、配方施肥、配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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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先进配套适用技术；举办种植农户培训班八期，培训农

民 500人次。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绿色水稻种植，通过新型经营主体

带动 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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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③稻鱼种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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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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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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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新型经营主体奖补项目

资金规模：74.25万元。

建设地点：7个乡镇 15个村。

建设任务：按照政府+新型经营主体+农户模式，扶持 15

个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17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茶产业。

绩效目标：实行企业带动通贫困户稳定增收挂钩奖补政

策，采用“政府+新型经营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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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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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月

管理部门：县农科局

责任部门：县农科局

4.小额信贷贴息金

资金规模：1183.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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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小额贴

息贷款 38374万元，按照 4.75%贴息。

绩效目标：完成小额贴息贷款 38374万元，8867户 3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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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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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计划：2020年 1-12月

管理部门：县扶贫办

责任部门：县农商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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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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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800元。

绩效目标：通过培训，使 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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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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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505万元。

实施地点：大朝山东镇文玉村、曼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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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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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计划：2020年 1-12月

管理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责任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7.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1507万元。

实施地点：锦屏镇董报村

建设任务：河道治理 9.23公里保护耕地 0.22万亩。

绩效目标：受益人口 0.18万人，保护耕地 0.22万亩。

进度计划：2020年 1-12月

管理部门：县水务局

责任部门：锦屏镇人民政府

8.产业路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9018.44万元。

实施地点：13个乡镇 115个村

建设任务：产业路建设 2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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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84人生产出行难问题，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15520人生产生活条件，方便农户农特产品运

输，解决群众产业发展成本高、产品运输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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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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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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