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龙区2021年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完成情况统计表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实施
地点

时间
进度

责任
单位

建设内容
资金
规模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高庄街道张庄社
区蛋鸡养殖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张庄社区 2021 高庄街道

新建蛋鸡标准化厂房3栋，面积约
5000平方米，配套仓库、水帘等附

属设施。
383.05 张庄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夏庄
社区村组生产路项目

夏庄社区 2021 人民路街道
新修厚15cm，C25混凝土生产道路约

2240平方米。
37.34 夏庄社区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关庄
社区集体经济发展配套设施项目

关庄社区 2021 人民路街道

安装250KVA变压器一台，架设电缆
约200米，铺设DN50PE水管道管道全

长约293米。
24.84 关庄社区

通过项目实施，推动该社
区产业项目健康发展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夏庄
社区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夏庄社区 2021 人民路街道

新建钢结构厂房一座，面积约2310
平方米，硬化地面1800平方米，砖
砌排水沟长276米，；配套消防设施

、照明等设施。

274.01 夏庄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南顾
庄社区生产道路建设项目

南顾庄社
区

2021 人民路街道
新修厚15cm，C25混凝土路生产道路

1032m。
34.73 南顾庄社区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河街道贾岭社
区村组道路建设项目

贾岭社区 2021 龙河街道
新建宽2米（局部3.5米）、15CM厚
、C25混凝土村组道路约1781米。

40.42 贾岭社区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河街道大庄社
区生产道路建设项目

大庄社区 2021 龙河街道

新修宽2.5米、厚20cm、C25水泥混
凝土沿河道路372米，配套小桥及护

栏等设施。
34.54 大庄社区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河街道河湾社
区村组道路建设项目

河湾社区 2021 龙兴街道
新建宽2米（局部3米）、15cm厚、
C25混凝土村组道路约2751米。

58.02 河湾社区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兴街道北郎店
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光设施建
设项目(产业项目）

北郎店社
区

2021 龙兴街道

新修混凝土道路10572平方米，边沟
1572米、沥青路面1475米、铺设涵

管159米。
239.10 北郎店社区

通过项目实施，推动该社
区特色产业发展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兴街道军营社
区艾尚园农民专业合作社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

军营社区 2021 龙兴街道
新建无尘净化抑菌标准化车间450平

方米，
121.08 军营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
众收入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兴街道赵岭社
区肉羊养殖标准化厂房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

赵岭社区 2021 龙兴街道
新建肉羊养殖标准化厂房水、电、

路等配套设施。
118.91 赵岭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
众收入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兴街道楝树店
社区食用菌基地建设项目

楝树店社
区

2021 龙兴街道
新建食用菌烘干车间151平方米，配

备烘干机6台，及水电配套设施
67.99 楝树店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
众收入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兴街道许坊社
区农产品加工仓储间项目

许坊社区 2021 龙兴街道
新建钢架结构仓储间一座，面积约
700平方，配套水、电等附属设施。

33.34 许坊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兴街道许坊社
区村组道路建设项目

许坊社区 2021 龙兴街道
新建4米宽、400米长村组道路1600

平方米。
48.75 许坊社区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兴街道泉上社
区村组道路建设项目

泉上社区 2021 龙兴街道
新建200mm厚C25混凝土道路1649平

方米。
27.81 泉上社区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河街道刘庄社
区仓储物流项目

刘庄社区 2021 龙河街道

以衔接资金购置仓储厂房的形式获
取收益，年收益率为购置金额的

8%，主要用于各村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工作奖励。

703.00 刘庄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雨露计划项目 石龙区 2021 乡村振兴局
职业教育补贴、短期技能、致富带

头人及实用技术培训补贴
0.90 石龙区

职业教育补贴、短期技能
、致富带头人及实用技术

培训补贴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金融小额贴息项
目

石龙区 2021 金融局

对带贫企业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申请
的的扶贫小额贷款，分别给予年利

率的2%和全额贴息。
1.97 石龙区

提高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和就
业创业积极性的积极性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康洼
社区农产品种植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

康洼社区 2021 人民路街道
铺设主水管道450米；分支给水管道
1380米，建生产道路765平方米。

32.67 康洼社区
通过项目实施，推动该社

区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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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夏庄
社区河道整治项目

夏庄社区 2021 人民路街道
砌筑河道护坡110m和河道清淤约

1898米。
186.84 夏庄社区 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关庄
社区食品储存仓库建设项目

关庄社区 2021 人民路街道
新建钢结构仓储间一座，面积约770
平方米，硬化路面1600平方米。

79.45 关庄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兴街道许坊社
区市派第一书记资金

许坊社区 2021 龙兴街道
资金注入区城投公司，年收益率10%

。
20.00 许坊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河街道刘庄社
区市派第一书记资金

刘庄社区 2021 龙河街道
资金注入区城投公司，年收益率10%

。
20.00 刘庄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高庄街道山高社
区市派第一书记资金

山高社区 2021 高庄街道
资金注入区城投公司，年收益率10%

。
20.00 山高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项目管理费 石龙区 2021 乡村振兴局 项目设计、监理、检测等费用 138.22 石龙区
配套管理费避免各街道工
程建设类项目因前期资金

不足而影响进程。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龙河街道嘴陈社
区现代农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嘴陈社区 2021 龙河街道
新建恒温储藏室3座，配套加工机械

等等设施。
183.56 嘴陈社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
众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高庄街道张庄社
区蛋鸡养殖标准化厂房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

张庄社区 2021 高庄街道

新建粪污处理厂房一座，面积约
1000平方米；蛋品库一座，面积约
400平米，配套水、电、路等设施。

269.15 张庄社区
通过项目实施，推动该社

区蛋鸡养殖产业发展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种养殖补贴项目 石龙区 2021农业农村和水利

对自愿发展种植养殖产业的脱享
户，按项目类别、规模给予相应的
资金奖励，每户每年最高5000元。

8.05 石龙区
提高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

积极性。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第一书记经费资
金

石龙区 2021 乡村振兴局 第一书记相关经费支出。 14.56 石龙区
落实保障驻村干部住宿办

公条件。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村集体经济产业
发展项目

石龙区 2021 乡村振兴局

街道作为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基金
项目的实施主体，立足资源禀赋和
产业基础，以特色种、养植业产业
为主，筛选出运营良好、信誉度高
的农业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作

70.54 石龙区 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龙区 2021年石龙区风险代偿补偿金 石龙区 2021 乡村振兴局

对贫困户和带贫企业、合作社扶贫
小额贷款实际发生的风险进行代偿

补偿。
245.18 石龙区

提高扶贫小额贷款户贷
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