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囊谦县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年初计划统计表
填报单位：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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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三个试点村建设项目

产业、村基
础设施、村
公共服务项

目

续建项目

大桥村、果
永村、青土

村
2021.12-2022.11 县乡村振兴局

为大桥村、果永村、青土村试点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
公共服务功能进行完善。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净水厂一
处，新建畜棚2栋，购置牦牛800余头，新建冷库1栋及配套设
施购置，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整治，环境整治，改造原有村
级文化活动室2处。

4124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村社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基本实现建设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
村，产业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

金的6%以上。

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提升群众
生活质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

乡村振兴

2
囊谦县产业带动黑青稞啤酒厂功能提升完善项
目 产业项目 续建项目 香达镇 2021.9-2022.8 县乡村振兴局

厂房、设备用房及库房增加外墙保温，共计3312㎡；设备用
房彩钢坡560㎡；厂房及库房防水树脂瓦屋面1870㎡；改造60
㎡公共卫生间一间及配套35m³玻璃钢化粪池1座；厂房内购置
成品公厕一座；厂内维修供水管道200m；购置50m³保温储水
箱1套、电锅炉设备1套及净水设备1套

99.06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提升黑啤酒厂功能，完善设
施设备，提升企业生产投产能
力，拓展就业渠道，项目收益资

金达投入资金的6%以上。

通过提升黑啤酒厂功能，完善设施设备，
提升企业生产投产能力，拓展就业渠道，
吸纳更多剩余劳动力实现稳定增收。

3 囊谦县黑青稞啤酒生产线引进采购安装项目 产业项目 续建项目 香达镇 2021.9-2022.8 县乡村振兴局
购置啤酒生产线 1 条，包括原料处理系统、糖化系统、发酵
系统、 酵母扩培系统、 CIP 清洗系统站、工艺水罐系统、
空压系统、过滤系统、 能源系统、控制系统以及灌装等设备

241.2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带动当地青稞产业和包装、 运输
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金

的6%以上。

项目积极推进“企业+基地+农户+市场”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形成黑青稞种植、
收购、运输、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产业
链，引导 农民种植优良青稞农作物，形
成农业效益增长、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为项目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安置城
乡剩余 劳动力 40 人就业，减轻了社会
再就业的压力，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增加居民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构建

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
囊谦县乡村旅游“夜经济”创新创业风情街项
目 产业项目 续建项目 香达镇 2021.9-2022.8 县乡村振兴局

原香达镇步行街市场整体亮化；市场顶棚阳光板封闭，面积
1500㎡；市场外墙面粉刷，面积3000㎡；市场内制作木质售
货亭10个、木质售货车5个；改造维修120㎡卫生间两间，市
场内外供暖管沟管道新建改造安装。

91.6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对香达镇步行街的升级改
造，强化管理，建一流街容街

貌，塑一流品牌环境， 以环境创
新凝聚人气， 以人气旺盛促进商
业繁荣，以商业繁荣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将香达镇步行街打造成
为县商业文化街区的精品窗口，
以保证市民良好休闲环境和临街
商业户利益，项目收益资金达投

入资金的6%以上。

本项目建成后，保障经济会持续发展和社
会中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具有较

大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5 囊谦县饲草料加工厂功能补充完善项目 产业项目 续建项目 香达镇 2021.9-2022.8 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饲料加工棚1栋、一层砌体桁架结构、建筑面积800㎡；
库房1栋、一层钢架结构、建筑面积500㎡；水泥混凝土硬化
道路及场地5000㎡；购置15kw饲草粉碎机1台、22kw固定打捆
包膜机1台、CPC50叉车1台、76kw抓草车1台（另配容量1m³斗
1只）、600马力运输车1辆、220马力运输车1辆、托盘500个
、装卸运输皮带机1台、1.5kw切片机1台,购置95kw高效节能
烘干机1台、5kw高位码垛机1台

160.5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大力发展本土产业，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

金的6%以上。

大力发展本土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实现稳定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推乡村振兴。

6 囊谦县生态牦牛、藏羊养殖示范基地 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续建项目 香达镇 2021.10-2022.12
囊谦强农惠牧生
态富民有限公司

（1）引进优质牦牛、藏羊品种，共购买牦牛 2021 头，其中
种牛 337 头，生产母牛（3～4 岁）1684 头；购买藏羊 

6666 只，其中种公羊 215 只， 生产母羊（3～4 岁）6451 
只。新建畜棚 3 栋， 每栋建筑面积均为 800 ㎡，总建筑面

积 2400 ㎡，以及建设相应的配套设施。

791.5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提高牛羊产量，实
现农牧民实现就业增收，巩固脱
贫成果，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

金的6%以上。

通过实施项目提高牛羊产量，实现农牧民
实现就业增收，巩固脱贫成果。

7 囊谦县藏药材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续建项目 香达镇 2021.9-2022.8 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藏药加工车间 1 栋，总建筑面积 1697.76 ㎡，配套建
设室外给排水、供电线路、供暖管网、道路地坪、绿化等

456.21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扩大工厂规模，吸纳更多农
牧民务工就业，项目收益资金达

投入资金的6%以上。

通过扩大工厂规模，吸纳更多农牧民务工
就业

8 囊谦县农村公路财政扶贫乡村振兴衔接项目 村基础设施 续建项目 10乡镇 2021.9-2022.10 县交通局

建设道路总里程138.3公里，全线按四级公路（Ⅱ类）标准设
计，设计速度15公里/小时，全线道路路基宽度4.5米，路面
宽3.5米。两侧为0.5米路肩，其中毛庄乡嘎丁寺旅游公路、
香达镇巴米村道路为水泥砼路面外，其余均为级配砂砾路面

539.45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

9 囊谦县购置养护机械设备项目 村基础设施 续建项目 10乡镇 2021.10-2022.6 县交通局
购置养护机械29台，其中大型挖掘机1台，小型挖掘机1台、
装载机1台，压路机1台，翻斗车12辆，板车2台，推土机1台

791.5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有效解决偏远地
区因突发事件（地震，泥石流，
洪水等）造成出行难问题，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通过实施项目，有效解决偏远地区因突发
事件（地震，泥石流，洪水等）造成出行
难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

兴

10 囊谦县香达村饮水巩固提升项目 村基础设施 续建项目 香达镇香达村 2021.9-2022.8 县住建局
新建从那荣沟水源地至坦荣蓄水池的DN300给水管4800米，给
水检查井5座、给水阀门井4座、阀门4个、安全阀8个。

16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巩固提升安全饮

水，助推乡村振兴
通过实施项目，巩固提升安全饮水，助推

乡村振兴

11 囊谦县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村基础设施 续建项目 10乡镇 2021.11-2022.12 县住建局 建设囊谦县全县城内水厕、垃圾分类转运站 1569.26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实现建设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美丽乡村

通过实施项目，实现建设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12 囊谦县东坝乡人畜饮水补针点睛项目 村基础设施 续建项目 东坝乡 2021.12-2022.6 县水务局

该项目主要任务为采取小口机井供水方式，解决囊谦县东坝
乡共100个供水区，项目涉及共211户1473人，大牲畜10539头
（只）的生活饮水问题，新建机井100眼，其中40m机井9眼、
50m机井37眼、60m机井42眼、80m机井12眼

517.67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巩固提升安全饮

水，助推乡村振兴
通过实施项目，巩固提升安全饮水，助推

乡村振兴

13 囊谦县着晓乡人畜饮水补针点睛项目 村基础设施 续建项目 着晓乡 2021.12-2022.6 县水务局

囊谦县着晓乡巴尕村、优永存、尖作村、交西村、茶哈村和
班多村共 6 个行政村 65 个社（畜群小组）239 户 1759人
、15860 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问题。以改善当地牧民的生产生
活条件，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该工程采用机井供水方式。
通过工程功能分析，主要为机井工程。工程新建机井129 
座，其中 30m 机井 14 座、40m 机井 42 座、50m 机井 41 
座、60m 机井 25 座、80m
机井 7 座。

573.76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巩固提升安全饮

水，助推乡村振兴
通过实施项目，巩固提升安全饮水，助推

乡村振兴

14 囊谦县村级道路桥涵短板补齐项目 村基础设施 续建项目

觉拉乡肖尚
村，吉尼赛

乡
2021.9-2022.8 县乡村振兴局

觉拉乡肖尚村新建水泥混凝土道路3.52km，整修原有砂路
11.1km；吉尼赛乡吉来村盘尼巴社1-φ1.5m波纹管涵一道、
拉翁村查秀社2-8.0m小桥一座、麦曲村久然社2-8.0m小桥一

座。

258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



15 囊谦县七乡镇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工程 村基础设施 续建项目 七乡镇 2021.9-2022.8 县水务局

新建2座引水口及3座蓄水池，其中10吨泉室2座、30吨蓄水池
2座、50吨蓄水池1座、廊道维修1座、30吨蓄水池维修1座。
砼路面拆除及恢复100米、检查井12座、分水井7座、入户井
新建186座（其中维修13座）。引水主管共4876米、供水主管
6864米、供水支管6689米、部分入户井配套接水池52个、入
户管道6540米及水源保护等。新建机井16座，其中40米机井2
座、45米机井4座、50米机井5座、60米机井5座

307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为全县7乡镇16个村巩固提升安全

饮水

主要巩固提升7乡镇16个村社（畜群小组
、党员活动室）215户1842人、4254头牲

畜的生活饮水

16 2022年度金融扶贫贷款贴项目 金融项目 新建项目 10乡镇 2022.1-2022.12 县乡村振兴局 为全县发放扶贫小额贷款的脱贫户及监测户进行贷款贴息 6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发挥金融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重
要作用，巩固脱贫成效。

发挥金融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巩固脱贫成效。

17 2022年囊谦县“两后生”教育补助项目 教育项目 新建项目 10乡镇 2022.1-2022.12 县乡村振兴局
用中央资金对囊谦县“两后生”接受中、高职教育进行补
助：用省级资金对囊谦县“两后生”接受预科、大专、本科
教育进行补助

1575.5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875.5万元，省级资

金700万元
项目收益农牧民

帮助贫困家庭大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

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高
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每学生每年补助1万
元；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
院校预科学生每年补助0.5万元。减轻贫
困家庭的经济负担，提高学生享受高等教
育率。通过教育，助推精神扶贫，改变贫

困现状，实现稳定增收。

18 囊谦县乡村振兴特色产品营销中心 产业项目 新建项目 香达镇 2022.3-2023.10 县乡村振兴局
主要建设传习、营销、技术展厅和相关辅助用房，总建筑面
积4000平方米

1905.93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提供本土特色产
品营销平台，加大产品宣传力
度，解决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提
高群众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

通过实施项目，提供本土特色产品营销平
台，加大产品宣传力度，解决产品销售难
的问题，提高群众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19 囊谦县藏黑陶文化研究开发扶持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项目 香达镇 2022.1-2023.8 县乡村振兴局 新建厂房及购置相关设施设备和技术培训 289.31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对藏黑陶文化研究开发进行扶
持，扩大生产规模，拓展就业渠
道，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

6%以上。

对藏黑陶文化研究开发进行扶持，扩大生
产规模，拓展就业渠道

20 2022年三个试点村建设项目

产业、村基
础、村公共
服务项目

新建项目

巴麦村、外
户卡村、交

西村
2022.3-2023.9 县乡村振兴局

为2022年三个试点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功能
进行完善。

45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基本实现建设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提升群众
生活质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

乡村振兴

21 囊谦县榨油坊和黑青稞炒面工厂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项目
香达镇、娘
拉乡娘多村

2022.1-2023.12 囊谦县农科水利局 根据地域优势，发展壮大我县榨油坊和黑青稞炒面产业发展 5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大力发展本土产业，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

金的6%以上。

大力发展本土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实现稳定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推乡村振兴。

22 囊谦县帮扶车间（工坊）扶持项目 就业项目 新建项目 10乡镇 2022.1-2022.12 县乡村振兴局 对全县认定挂牌的帮扶车间（工坊）按照规模进行扶持 3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对认定的帮扶车间（工坊）进行
扶持，扩大生产规模，拓展就业

渠道

对认定的帮扶车间（工坊）进行扶持，扩
大生产规模，拓展就业渠道

23 2021年度生态管护员补助项目 公益岗位 新建项目 10乡镇 2022.1-2022.12 县自然资源局 为全县3164名草管员发放补助 6834.24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5467.39万元；省级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366.85万元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发放补助，规范草管员管
理，实现脱贫户和两类人员稳定

就业，持续增收

通过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24 吉曲乡瓦卡村瓦卡温泉产业基础实施发展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项目 吉曲乡 2022.1-2022.12 县民宗局 吉曲乡修建通向产业发展地（瓦奶社到吉曲瓦卡温泉）7公里 18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

数民族）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

25
吉曲乡江麻村，巴沙村村容村貌整治、东坝乡
尤达村村容村貌整治、果永村加日温泉产业基
础设施发展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项目 吉曲乡 2022.1-2022.12 县民宗局
打造江麻村，巴沙村，东坝乡尤达村，果永村村容村貌，加
日温泉产业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2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

数民族）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实现建设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美丽乡村

通过实施项目，实现建设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26 香达镇大桥村村容村貌整治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项目 香达镇大桥村 2022.1-2022.12 县民宗局 打造香达镇大桥村村容村貌。 2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

数民族）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实现建设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美丽乡村

通过实施项目，实现建设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27
毛庄乡赛吾村村容村貌整治及便民服务大桥提
升产业基础设施功能项目

村基础设施 新建项目 毛庄乡 2022.1-2022.12 县民宗局 毛庄乡修架30米的边民服务大桥（天桥） 255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

数民族）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

28 囊谦县吉曲林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村公共服务 新建项目 吉曲林场 2022.1-2022.12 县自然资源局
新建10KW光伏电站2处（白扎、吉曲林场），修建阳光房150

平方米，更换窗户63平方米，更换防盗门9扇。
1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国
有林场）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造提升吉曲林场基础设施，提

高林场服务能力。
改造提升吉曲林场基础设施，提高林场服

务能力。

29 囊谦县2022年“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 教育项目 新建项目 10乡镇 2022.1-2022.12 县乡村振兴局

按照“有意愿的适龄脱贫人口劳动力家庭开展劳动技能培训,
让有适龄劳动人口的脱贫家庭有1名技能劳动者”的扶贫政
策,围绕2022年脱贫巩固提升,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拟完成160名有意愿的脱贫户劳动力培训,使其培训后
能尽快帮助实现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实现“就业一人致富一

户”的目的。

8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一

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帮助脱贫户剩余劳动力掌握技
能，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巩固脱

贫成果。

帮助脱贫户剩余劳动力掌握技能，提升就
业创业能力，实现持续稳定增收，巩固脱

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30 致富带头人培训 教育项目 新建项目 10乡镇 2022.1-2022.12 县乡村振兴局 对全县70名致富带头能人进行培训 28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一

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建立一支思想觉悟高，政治意识
较强，能切实发挥致富青年带头

人的队伍。

建立一支思想觉悟高，政治意识较强，能
切实发挥致富青年带头人的队伍，带动劳
动力就业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31 娘拉乡多伦多村色秀社桥梁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项目 娘拉乡多伦多村 2022.3-2023.12 交通局、乡村振兴局 在娘拉乡多伦多村色秀社新建桥梁1座及配套部道路10公里 100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一

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善桥梁通行条件 改善桥梁通行条件，助推乡村振兴。



32 娘拉乡多伦多村河道治理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项目 娘拉乡多伦多村 2022.3-2023.9 水利局、乡村振兴局 在娘拉乡多伦多村河道治理5公里左右 60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一

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善河道治理条件

改善河道治理条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33 白扎乡吉沙村格萨滩旅游开发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项目 白扎乡吉沙村 2022.3-2023.12 文化旅游局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品牌开发 6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增加村集体收入，
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6%以

上。

通过实施项目增加村集体收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34 囊谦县道路、桥梁补短板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项目 10乡镇 2022.3-2023.12 交通局、乡村振兴局 补齐全县道路、桥梁短板 20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35 囊谦县安全饮水补短板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项目 8乡镇 2022.3-2023.12 水利局、乡村振兴局 补齐全县安全饮水短板 300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一

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巩固提升安全饮水

巩固提升安全饮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36 创业补贴及外出务工交通补贴项目 就业项目 新建项目 十乡镇 2022.3-2023.12 乡村振兴局 为全县创业人员进行补贴和外出务工人员发放交通补贴 2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开发公益性岗位，实现农牧民稳

定增收
通过稳定就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

效，助推乡村振兴。

37 娘拉乡娘麦村节能温室大棚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项目
囊谦县娘拉乡娘

麦村
2022.1-2022.12 乡村振兴局 建设节能温室大棚12座 3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发展温室大棚种植，拓宽产
业发展渠道，项目收益资金达投

入资金的6%以上。

通过发展温室大棚种植，拓宽产业发展渠
道。

38 囊谦县藏羊养殖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项目 吉尼塞乡拉翁村 2022.3-2023.12 农牧局 购置藏系羊及畜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3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购置相关设施设备，扩大工
厂规模，吸纳更多农牧民务工就
业，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

6%以上。

发展藏羊产业，实现群众稳定增收，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39 香达、白扎、多伦多村盐场改造（保护）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项目
白扎乡，娘

拉乡
2022.1-2022.12 县乡村振兴局 对香达、白扎、多伦多村盐场进行改造（保护） 150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对原有盐场进行保护，有效
利用盐井盐水，规模性开发盐资
源，提高群众收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通过对原有盐场进行保护，有效利用盐井
盐水，规模性开发盐资源，提高群众收

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0 囊谦县蔬菜花卉园林苗木建设基地 产业项目 新建

首选地点县
农场，次选
多昌自然村

2022年3月-2023年
12月

农牧局
建设规模为1000亩的蔬菜、花卉园林苗木种植基地，包括基地围栏、高档
日光节能温室100栋（15万元/栋），大棚50个（10万元/个），保护地100

亩，露天蔬菜及苗木种植800亩，100亩配套道路建设。
22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提高蔬菜花卉园林苗木产
量，实现农牧民实现就业增收，巩固脱
贫成果，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6%

以上。

通过实施项目提高蔬菜花卉园林苗木产量，实现农
牧民实现就业增收，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

41 囊谦县藏药材种植基地 产业项目 新建

娘拉乡、东
坝乡、尕羊

乡

2022年3月-2023年
12月

农牧局 建设规模为1000亩的藏药材种植基地，发展我县藏药材种植产业 10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提高藏药材产量，实现农
牧民实现就业增收，巩固脱贫成果，项

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6%以上。

通过实施项目提高藏药材产量，实现农牧民实现就
业增收，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42 2022年囊谦县乡村振兴项目管理费 其他 新建 全县
2022年3月-2022年

12月
乡村振兴局 用于全县扶贫项目管理费用 15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精准管理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

目，提高项目整体质量
通过精准管理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提高项

目整体质量，助推乡村振兴。

43 囊谦县清洁公司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香达镇
2022年1月-2022年

12月
住建局 根据囊谦县市场需求，成立酒店用品、餐具等清洗消毒公司 130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成立清洁公司，提供就业岗位，实

现农牧民稳定增收
通过成立清洁公司，提供就业岗位，实现农牧民稳

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44 囊谦县毛庄乡示范乡镇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 毛庄乡 2022年3月-2023年12月 交通局
改造5条道路，长度共4623.7m。其中扎西路长1611.812m、杜姆路长

192.7m、母亲泉路长205.361m、乡政府南路157.248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机动车道等交通工程，配套建设雨污水管网等。

2900
省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一般债券资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改善出行条件 改善偏于地区出行交通，助推乡村振兴。

45 娘拉乡娘麦村洋芋种植基地项目建设 产业项目 新建
囊谦县娘拉乡娘

麦村
2022年3月-2022年6月 农牧局

在原有洋芋种植的基础上，依托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组织，有效整合全村耕
地和撂荒地资源，前期计划在娘麦村帕雄社、达如寺社、仲果社、吉仁达
社、娘岗社、文土社、娘登社种植洋芋1390亩，后期规划在扩种植洋芋
1000亩，共种植2390亩，建设娘麦村洋芋种植基地。项目建设有网围栏12
千米，新购马铃薯播种机2台，马铃薯收获机2台，牵引拖拉机2台，马铃
薯打药机2台，五桦梨2台，马铃薯打包机1台，小计110万元。土地流转
1390亩*450元/亩，小计62.55万元，工资77.45万元，购买马铃薯种薯200

吨*2500元每吨，小计50万元。其它费用20万元。

32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发展产业，增加群众收入，项目收
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6%以上。。

发挥娘拉乡特色产业种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

46 尕尔大峡谷旅游示范建设 产业项目 新建
囊谦县白扎乡巴

麦村
2022年3月-2022年12月 文化旅游局 依托原始森林风貌，开发尕尔大峡谷旅游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10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增加村集体收入，项目收

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6%以上。
通过实施项目增加村集体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47 澜沧江网状水系观景台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香达镇前麦村 2022年3月-2023年12月 文化旅游局 澜沧江网状水系观景台及基础设施建设 10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带动囊谦县旅游人数及旅
游业就业，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
6%以上。

通过实施项目增加村集体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48 旅游扶贫产业发展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毛庄乡、东坝乡
、觉拉乡、吉尼
塞乡、娘拉峡谷

2022年3月-2023年12月 乡村振兴局 依托我县自然景观，新建旅游观光5处 15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发展乡村旅游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牧民增

收，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6%以上
。

发展乡村旅游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剩余劳
动力就业，促进农牧民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49 创业补贴及外出务工交通补贴项目 就业项目 新建 十乡镇 2022年3月-2023年12月 乡村振兴局 为全县创业人员进行补贴和外出务工人员发放交通补贴 5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开发公益性岗位，实现农牧民稳定增收

通过稳定就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助推
乡村振兴。

50 囊谦县藏毯加工扶持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香达镇 2022年3月-2023年12月 乡村振兴局 购置相关设施设备 5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购置相关设施设备，扩大工厂规
模，吸纳更多农牧民务工就业，项目收

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6%以上。

通过扩大工厂规模，吸纳更多农牧民务工就业，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51
打造红盐牦牛品牌策划及展销平台建设、黑青

稞品牌建设
产业项目 新建 县城 2022年3月-2023年12月 囊谦县农科水利局

邀请国内知名专业策划公司，打造囊谦红盐牦牛品牌。黑青稞品牌打
造，有机认证等，囊谦黑青稞

10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实施项目囊谦县特色产业建设一个
有利的销售平台 打造囊谦县特色产品品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52 囊谦县芫根深加工扶持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白扎乡吉沙村 2022年3月-2023年12月 囊谦县农科水利局 购置芫根深加工相关设施设备及配套设施 200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通过购置相关设施设备，扩大工厂规
模，吸纳更多农牧民务工就业，项目收

益资金达投入资金的6%以上。

大力发展芫根深加工产业，吸纳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牧民增收，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53 吉曲乡元根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新 建
改多、外户卡、
瓦江、瓦保、多

外
2022年3月-2022年12月 农牧局 在吉曲乡建设元根种植基地 150

中央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项目收益农牧民
提升贫困村收入，项目收益资金达投入

资金的6%以上。
扩大芫根基地建设，实现农牧民实现就业增收，巩

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合计 53248.69

项目类别暂时按照脱贫攻坚期内明确的13个类别暂列：产业项目、就业项目、公益岗位、教育项目、健康项目、易地搬迁、危房改造、金融项目、生活条件改善、综合保障性、村基础设施、村公共服务、项目管理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