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山县2019年县级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分配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统筹整合资金分配计划

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单位 项目地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存量
资金

地方政府
债券资金

县级预算
安排

1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刘店镇大孙
庄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

332.59 28.1 304.49
修长6929米，宽3米，厚15厘米的
水泥路（含80圆管涵1道）。

交通局 大孙庄村
2019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8.1万
元（驻财预【2019】79号）、县级专

项扶贫资金304.49万元

2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刘店镇姚楼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第二批）

202.74 202.74

修长2129米宽3米，长1262宽
3.5米，均厚15厘米水泥路；修长
569米、宽3米、厚18厘米的水泥路
（含80圆管涵2道，30圆管涵1道）
。

交通局 姚楼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3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刘店镇张路
庄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第二批）

357.44 357.44

修长6603米宽3米，长114米宽3.5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修长
557米、宽3.5米、厚18厘米的水泥
路（含100圆管涵1道，30圆管涵1
道，50圆管涵1道，60圆管涵3道）
。

交通局 张路庄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4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刘店镇候楼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147.5 147.5
修长2878米宽3米，长234米宽2.5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

交通局 候楼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5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刘店镇后山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140.98 140.98
修长141米宽2米、长998米宽2.5米
、长1840米宽3米、长147米宽3.5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

交通局 后山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6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刘店镇彭庄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第二批）

232.97 232.97
修长726米宽3.5米，长99米宽4.5
米，长3858米宽3米，均厚15厘米
的水泥路。

交通局 彭庄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7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刘店镇李楼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第二批）

28.36 28.36
修长410米宽3米，长217米宽
2.5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

交通局 李楼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8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刘店镇伍桥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244.42 244.42
修长1408米宽3.5米，长3175米宽3
米，长179米宽2.5米，长188米宽2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

交通局 伍桥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9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普会寺镇钱
沟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第二批）

207.3 207.3
修长2949米宽3米，长1174米宽3.5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含60圆
管涵1道）。

交通局 钱沟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0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普会寺镇张
营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

163.23 163.23

修长1088米宽3.5米，长2680宽
3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含30
圆管涵1道，60圆管涵2道，1.5米
圆管涵1道）。

交通局 张营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1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普会寺镇袁
庄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

30.87 30.87
修长588米、宽3米、厚18厘米的水
泥路。

交通局 袁庄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2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留庄镇李庄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第二批）

295.25 295.25
修长5976米宽3米，长150米宽3.5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含60圆
管涵3道，80圆管涵1道）。

交通局 李庄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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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留庄镇柴庄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187.1 187.1
修长3682米宽3米，长185米宽3.5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含80圆
管涵1道）。

交通局 柴庄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4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留庄镇崔楼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71.04 71.04
修长1480米、宽3米、厚15厘米的
水泥路。

交通局 崔楼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5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留庄镇代庄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167.6 167.6

修长2801米宽3米，长592米宽3.5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含60圆
管涵1道，80圆管涵2道，120圆管
涵1道）。

交通局 代庄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6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留庄镇梁庄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398.64 398.64
修长8305米、宽3米、厚15厘米的
水泥路（含30圆管涵2道，60圆管
涵3道，80圆管涵1道）。

交通局 梁庄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7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留庄镇邢河
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目

179.06 179.06
修长3700米宽3米，长26米宽
3.5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含
80圆管涵1道，100圆管涵1道）。

交通局 邢河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8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留庄镇黑刘
庄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

277.35 277.35

修长3911米宽3米，长878米宽3.5
米，均厚15厘米的水泥路；修长
405米宽3.5米，长298宽3米，均厚
18厘米的水泥路（含30圆管涵
1道，50圆管涵1道，60圆管涵
5道，80圆管涵1道）。

交通局 黑刘庄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19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盘龙街道盘
龙社区村组道路畅通建设
项目（第二批）

173.68 173.68

修长1159米宽3米，长80米宽
3.5米，长418米宽4米，均厚15厘
米的水泥路；修长607米、宽4.5米
、厚18厘米的水泥路（改建）；修
长637米、宽3.5米、厚7厘米的沥
青路面。

交通局 盘龙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20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竹沟镇西王
楼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第二批）

109.37 109.37

修长463米、宽3.5米、厚18厘米的
水泥路；修长1621米、宽3米、厚
15厘米的水泥路（含30圆管涵
1道，2*5盖板涵1座）。

交通局 西王楼村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21 乡村道路
2019年确山县竹沟镇后李
河村村组道路畅通建设项
目

480.18 399.57 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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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后李河村

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
资金99.57万元（驻财预【2019】152
号）、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奖励资金300
万元（驻财预【2019】191号）、县级

专项扶贫资金80.6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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