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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
2019年中、省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市级

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级扶贫开发战略部署，搞好2019年中、

省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市级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实

施工作，我县紧紧围绕2019年脱贫计划，根据提前下达的

扶贫资金规模，县扶贫办、财政局在认真审核、把关的基

础上，从已调整完善的2019年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中择优

选取项目，编制该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贫困农户收入、提高自我发

展能力为着力点，集中财政扶贫资金，进行贫困村的基础设

施和产业发展项目建设，通过实施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脱

贫致富标兵和先进带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奖励资金项目，

解决贫困村广大群众出行难、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增加收入

等问题。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学规划”原则。根据贫困村地域特点、

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特色，

精准扶贫，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二）坚持“统筹资源”原则。集中安排各类专项扶贫

措施，统筹各类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源，提高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和建设标准。

（三）坚持“群众主体”原则。积极推广参与式扶贫理

念，引导和组织群众全程参与扶贫项目的选定、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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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验收、管护等环节，动员和指导贫困村群众按

照政策规定申报项目。

三、目标任务

通过一年努力，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所有规划项目

建设，使该区域贫困面貌有明显改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硬化通村（组）道路29.935公里，桥涵26延米，解决项目

区群众出行难的问题；通过实施脱贫致富标兵和先进带贫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奖励资金项目，激励更多的贫困户争夺

脱贫致富标兵，激励更多的企业（合作社）参与扶贫，带

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四、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地点为竹沟镇后李河村、陈楼村、鲍棚村、

王岗村、肖庄村、石滚河镇何大庙村、刘楼村、聂庄村等

2个镇（街道）8个贫困（提升）村（社区）。

五、项目实施期限

所有建设项目计划从2019年8月份开始实施，至2019

年11月底全部完成。

六、建设内容、资金预算及责任单位

（一）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竹沟镇后李河村。计划实施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修长 214 米宽 2.5 米，长 3276 米宽 3 米，长 106 米

宽 4 米，均厚 15 厘米的水泥路；修长 3600 米、宽 4.5 米、

厚 7 厘米的沥青路面（含 100 圆管涵 1 道），15*6 米漫

水桥一座，投入资金 480.18 万元，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2.竹沟镇陈楼村。计划实施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修长 124 米宽 2.5 米，长 2054 米宽 3 米，均厚 15 厘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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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路；修长 3900 米、宽 4.5 米、厚 18 厘米的水泥路（含

1-3 盖板涵 2 座，1-4 盖板涵 3 座,1-5 米桥一座，1-6 米

桥一座，5 米漫水路面），投入资金 469.42 万元，责任

单位：县交通局；

3.竹沟镇鲍棚村。计划实施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修长 166 米宽 4 米，长 1510 米宽 3 米，均厚 15 厘米的水

泥路，投入资金 83.1 万元，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4.竹沟镇王岗村。计划实施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修长 2431 米宽 3 米 ，长 319 米宽 3.5 米，均厚 15 厘米

的水泥路（含 30 圆管涵 1 道），投入资金 134.55 万元，

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5.竹沟镇肖庄村。计划实施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修长 178 米宽 3.5 米，长 2800 米宽 3 米，均厚 15 厘米的

水泥路，投入资金 86.77 万元，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6.石滚河镇何大庙村。计划实施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修长 176 米宽 2.5 米，长 216 米宽 3.5 米，长 1022

米宽 4.5 米 ，长 1811 米宽 3 米，均厚 15 厘米的水泥路；

修长 627 米宽 3.5 米，长 478 米宽 3 米，均厚 18 厘米的

水泥路，投入资金 241.81 万元，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7.石滚河镇刘楼村。计划实施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修长 95 米宽 3.5 米，长 399 米宽 3 米，长 105 米宽

2.5 米，均厚 15 厘米的水泥路，（含 60 涵管 1 道，80 涵

管 1 道），投入资金 28.67 万元，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8.石滚河镇聂庄村。计划实施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修长 178 米宽 3.5 米，长 4150 米宽 3 米，均厚 15 厘

米的水泥路，投入资金 209.17 万元，责任单位：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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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二）脱贫致富标兵和先进带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奖

励资金项目

1.对相关镇（街道）的 10 名脱贫致富标兵进行奖补，

每人奖励 0.2 万元，激励更多的贫困户争夺脱贫致富标

兵，使用资金 2 万元，责任单位：县扶贫办；

2.对我县 4 个带贫先进的龙头企业分别奖励 10 万，

对 32 家带贫先进的企业或合作社分别奖励 5 万元。激励

更多的企业参与扶贫，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使用

资金 200 万元，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七、资金来源

1.2019 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

金 1340 万元（驻财预【2019】152 号）；

2.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奖励资金 300 万元（驻财预

【2019】191 号）；

3.2019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7 万元（驻财预【2019】150 号）；

4.市级脱贫攻坚先进县和脱贫致富标兵奖励资金 2 万

元（驻财预【2019】138 号）；

5.2018 年度先进带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奖励资金

200 万元（驻财预【2019】174 号）；

6.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80.61 万元；

7.整合其他中省资金 6.06 万元；

以上合计计划使用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935.67 万元。

八、效益分析

我县在确定和安排 2019 年中、省第二批财政专项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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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资金和市级财政扶贫资金项目时，统筹兼顾了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项目实施后将使项目区的基础设

施显著改善，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农民的经济收入

显著提高。

(一)经济效益。该项目区所有项目建设完成后,基础

设施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缩短群众出行时间约 1.5 小时，

交通运输状况明显改善，方便项目区的群众农产品销售运

输，减少运输成本，年均收入提升约 1.2 万元左右，保证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奔小康。

(二)社会效益。该批项目实施后，硬化通村（组）道

路29.935公里，桥涵26延米，解决项目区群众出行难的问

题。

九、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搞好协作。实施脱贫攻坚项目是扶贫

开发工作的重要举措，县将此项工作纳入到各有关镇（街

道）和部门的绩效考评体系。各有关镇（街道）要把此项

工作作为今年工作中的重点，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抽调精干人员，组建强有力的工作队伍，及时协调解决项

目建设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扶贫部门负责做好项目建设办

公室的日常工作，加强调查研究、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

及时反馈和解决各种问题。同时认真做好项目建设情况的

统计上报，编写建设动态，每月按时上报上级扶贫部门。

财政部门负责做好资金的筹集、拨付、管理和监督检查。

(二)动员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区群众既是扶贫开发

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又是直接受益者。要把增强农民的主

体意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贯穿工作的全过程。为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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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实施的每一项工程都是群众迫切需要，乐于去干，踊跃

参与，必须在项目实施上坚持做到五个明白，即明白国家

扶持政策、明白村庄规划内容、明白实施的每一个项目，

明白筹资方案、明白工程招标和资金使用。在扶贫资金使

用上，所有项目全部实行招投标，全面公开公示，全程接

受群众监督;在实施方式上，动员广大群众直接参与到规

划制定、组织实施、质量监督、检查验收等各个环节，真正

让村民自己当家作主。

(三)严把“五关”，搞好监管。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

资金跟着项目走，监管跟着资金走”的原则，严格遵守招投

标、政府采购、项目资金公示等制度，强化扶贫资金的监督

与管理。重点要把好五关:一是工程预算关。对实施的每一

个工程项目，根据项目所需材料价格和数量制定工程预算，

确保工程投入科学合理。二是项目建设关。对所有建设项目

积极推行项目公示制、项目法人制、项目招投标制、政府

采购制和项目监理制，严格执行项目设计方案，广泛接受

社会监督，切实提高项目质量。充分发挥支农资金的使用

效益。三是资金使用关。对所有项目要集中建立项目资金

台帐，严格实行资金报帐制，专人管理、专帐核算、专款

专用，对项目资金到位使用情况一月一督查一通报。四是

资金审核监管关。对财政扶贫资金的安排、到位和使用情

况进行及时检查，由各级主管部门和审计、纪检监察部门

共同构成监督体系，严禁弄虚作假，严禁挤占挪用，对违

反资金使用规定的，坚决从严从重处理，触犯刑律的追究

刑事责任。五是工程管护关。对所有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

必须明确产权归属，落实管护主体，及时办理产权移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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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立健全各项运行管护制度，保证工程项目正常运转，

长期发挥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