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新县2021年提前下达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备案分配表
县（市）名：阳新县

序号 镇区 村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具体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
投资资金（万元） 备注

总投资
中央省财政
专项资金

11657.9 7613

一 产业发展

1 洋港镇 车梁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32亩 车梁村 3 3
2 洋港镇 桂源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89亩 桂源村 7 7
3 洋港镇 黄坪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103亩 黄坪村 10 10
4 洋港镇 沙地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100亩 沙地村 10 10
5 洋港镇 上畈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120亩 上畈村 10 10
6 洋港镇 田畔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65亩 田畔村 5 5
7 洋港镇 湾塘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120亩 湾塘村 10 10
8 洋港镇 下畈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80亩 下畈村 6 6
9 洋港镇 下磨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60亩 下磨村 5 5
10 洋港镇 下栈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基地10亩 下栈村 5 5
11 洋港镇 新城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苗6万株 新城村 7 7
12 洋港镇 燕窠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40亩 燕窠村 5 5
13 洋港镇 洋港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50亩 洋港村 5 5
14 三溪镇 姜福村 产业发展 电站建设 村级电站建设 姜福村 10 10
15 三溪镇 八斗村 产业发展 电站建设 村级电站建设 八斗村 15 15
16 网湖湿地 网湖村 产业发展 水果采摘园 65亩，包括土地平整、水电设施、苗圃等 网湖村 49 36

17 黄颡口镇 金星村 产业发展
发展花卉苗
木种植

  在原种植基地上因自然灾害损失死亡补栽面积
10亩，新增种植面积10亩，具体种植品种：桂花、茶
花、含笑、红叶结木等，原种植37亩，共种植面积47

金星村 10 10

18 黄颡口镇 沙港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平整土地80亩，购买和种植柑橘4800棵 沙港村 15 15

19 黄颡口镇 上严村 产业发展
发展花卉苗
木种植

建设上严村扶贫苗木基地第三期，平整12亩土地发展
苗木种植（种植桂花等苗木），安装400米水管

上严村 12 12

20 黄颡口镇 海口村 产业发展
发展花卉苗
木种植

海口村龙塘嘴流转平整开垦20亩荒地，发展苗木基地
(种植桂花）

海口村 15 12

21 黄颡口镇 花果村 产业发展
发展水果种

植
新建多功能标一体化准温室大棚1个，计划种植特色

蔬菜水果或多肉植物
花果村 40 40

22 黄颡口镇 凤凰村 产业发展 花卉苗木 平整土地20亩，发展种植花卉苗木。 凤凰村 20 20

23 陶港镇 官塘村 产业发展 采摘园
1、安装葡萄大棚40亩，计26680平方米，每平方米30

元，计80万元。
2、安装灌溉管道12000米，每米30元，计36万元。

官塘村 116 20

24 陶港镇 上徐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投资发展全民养殖朝天椒400亩。 上徐村 90 20



25 王英镇 王英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产业园内道路土建工程长300m，宽4m，灌溉工程，管

道铺设2000m
王英村 20 20

26 王英镇 高山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60亩茶园 高山村 20 20
27 王英镇 新屋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84亩茶园 新屋村 28 28
28 王英镇 鲁山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84亩茶园 鲁山村 28 28
29 王英镇 隧洞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42亩茶园 隧洞村 14 14
30 王英镇 新街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84亩茶园 新街村 28 28
31 王英镇 大湖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60亩茶园 大湖村 20 20
32 王英镇 钟泉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84亩茶园 钟泉村 28 28
33 王英镇 杉木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120亩茶园 杉木村 40 40
34 王英镇 附坝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84亩茶园 附坝村 28 28
35 王英镇 谷贞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84亩茶园 谷贞村 28 28
36 王英镇 南宋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60亩茶园 南宋村 20 20
37 王英镇 横溪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60亩茶园 横溪村 20 20
38 枫林镇 坳上村 产业发展 中药材种植 林下种植生姜10亩，林下养殖腊米鸡5000只 坳上村 18 10
39 枫林镇 樟桥村 产业发展 油茶种植 新发展油茶基地150亩 樟桥村 35 20
40 枫林镇 杨桥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自建种植朝天椒50亩 杨桥村 10 5
41 枫林镇 水源村 产业发展 中药材种植 余家组新发展腊米基地30亩 水源村 12 5
42 枫林镇 汪源村 产业发展 中药材种植 种植甜叶菊30亩 汪源村 20 8
43 白沙镇 同斗村 产业发展 中药材种植 投资合作阳新柯虎门父子山生态家庭农场中药材种植 同斗村 30 10.5

44 木港镇 木港镇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康宁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仔猪、肉

猪饲养。
木港镇 300 300

二 基础设施

（一）
村组道路
硬化

45 木港镇 太平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茅岗头组道路硬化，长350米，宽3.5米，厚度0.2米 太平村 13 7

46 木港镇 北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硬化楼下港至太塘王能锐家通组道路，长350米，宽

3.5米，厚度0.2米。
北山村 11 7

47 木港镇 泉波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泉波组和口源组通组入户道路硬化，长300米，宽3.5

米，厚度0.2米。
泉波村 10 8

48 木港镇 学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石垅路口至学诗组道路硬化（含路基铺设），长220

米，宽3.5米，厚度0.18米。
学诗村 10 8

49 木港镇 仓下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村主道路两侧修建石头水泥浆砌长300米、宽0.3米、

高0.4米的排水沟。
仓下村 8 7

50 木港镇 子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子山组郑茅岗至胡玉组胡学亮家，路基铺设400米，

宽度6米，土方工程。
子山村 8 7

51 木港镇 漆祠村 基础设施 道路拓宽
扩宽柏树下组到板桥组硬化路，长120米，厚度

0.2米，含一座长6米、厚0.4米的水泥桥，整体扩宽2
漆祠村 12 8

52 木港镇 排港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谢家组路面硬化，长300米，宽3.5米，厚度0.2米。 排港村 9 7



53 木港镇 吉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柏树下组、郑仁可组新建路面硬化，长300米，宽

3米，厚度0.2米
吉山村 12 8

54 木港镇 坳头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下高组新建路面长120米、宽4米、厚度0.2米。王英

组新建路面长220米、宽4米、厚度0.2米。
坳头村 11 7

55 木港镇 丰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对丰台组柯亨银家屋后40米路段进行维修加固，厚
0.2米，宽3.5米，水泥硬化村主干道到丰台组

120米，厚0.2米，宽3.5米。

丰台村 8 5

56 木港镇 陈祠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东春街至毛岭公路4处共计80米道路维修，另王义茂
门口、老屋基高马路2处砌石墙30米，平均3米高。

陈祠村 7 5

57 木港镇 贺洞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解决贺洞村东庄组、何家组、贺洞组自然湾通水泥路
710米，宽3.5米，厚0.2米，何家和东庄两段新挖路

基300米

贺洞村 29 11

58 木港镇 双泉村 基础设施 道路扩宽
新屋下至谈家安置点道路长1000米，加宽1.5米，厚

度0.2米。
双泉村 50 15

59 木港镇 石溪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①邢家组通组道路硬化，先垫底0.7米，安装涵管

4处，硬化长1公里，宽3.5米，厚0.2米。②邢家组通

组道路硬化，先垫底0.7米，安装涵管2处，硬化长0.8
公里，宽3.5米，厚0.2米。

石溪村 66 25

60 木港镇 石溪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石下组通组道路硬化，先垫底0.5米，安装涵管2处，

硬化长0.6公里，宽3.5米，厚0.2米。
石溪村 19 3

61 木港镇 石溪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山甲组通组道路硬化500米，宽4.5米，厚0.2米 石溪村 27 12

62 木港镇 下彭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铁炉冲组饮水井道路硬化长102米，宽3米，厚

0.2米，生活用水水池长8米，宽5米，深1米，共计40
下彭村 6 6

63 木港镇 漆桥村 基础设施 道路建设
石谭组至新堡湖泵站段公路进行硬化，长600米，宽

4.5米，厚0.2米，
漆桥村 20 20

64 洋港镇 新城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公路建设长300米，宽3.5米，厚20厘米 新城村 8 8
65 洋港镇 燕窠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公路护坡长310米，高3米，厚1米 燕窠村 25 25
66 洋港镇 中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麻鸭基地及杂柑基地砂石道路建设，长1600米、宽5 中罗村 10 10

67 洋港镇 中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中罗村5组路面硬化长0.3公里，宽4.5米，厚20厘米

（两条路）
中罗村 10 10

68 白沙镇 平原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平原山通组路，长260米，宽3.5米，路基平整+水泥
硬化，厚0.2米；魏新屋路口至杨老桥破损路面重新

硬化，长100米，宽6米，厚0.2米

平原村 16.5 15

69 白沙镇 土库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1、106国道至学校大门：路基开挖、碎石垫层及路面
硬化，长220米，宽5.5米，厚0.2米

2、106国道边至北辰垅排水港路硬化长54米，宽
5米，厚0.2米        

土库村 17 16

70 白沙镇 汪武颈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1、路长230m 加宽3m 厚0.2m 小计138m³ 道路路基加
高长80m 均高2m 宽6m  小计土石方960立方  2、块
石浆砌长100m 高3m 底宽1.2m 上宽0.6m 小计270m³ 

汪武颈村 17 15



71 白沙镇 枫树下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村组道路硬化长500米，宽4.5米，厚0.2米 枫树下村 25 15

72 白沙镇 高椅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七组至马良珍港路段长395米，宽3.5米,厚0.2米;农

作物晒场长30米，宽5.5米，厚0.2米
高椅村 17 13 

73 白沙镇 公和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新建环组公路全长410米，计划铺矿渣450立方米，混
凝土路面硬化410米，宽3.5米，厚度0.2米，预计混

凝土287立方米。

公和村 16 11

74 白沙镇 世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扩
宽及护坡

太屋组道路护坡水泥块石浆砌宽1米*长80米*高3米，
浆砌石块240立方，回填土500立方；赵景道路组护坡
浆砌块石长320米*高1米*宽1米，浆砌石块320立方，
回填土720立方；四屋组道路护坡浆砌块石长120米*

高1.8米*宽1米，浆砌石块216立方

世丰村 24 20

75 白沙镇 荣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道路硬化长1000米*宽3.5米*0.2米 荣山村 40 20
76 白沙镇 同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村组道路硬化长220米，宽3.5米，厚0.2米 同斗村 8 4.5

77 白沙镇 墩福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整修水泥路0.6公里,宽4.5米，高0.2米；桥梁一座，

长6米，宽4.5米
墩福村 40 20

78 白沙镇 坑头村 基础设施
村组砂石基

耕路
东片隔脑至胡家庄全长500米，宽4.5米，厚度0.6米

。
坑头村 8 5

79 白沙镇 荣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护

坡

道路护坡工程段：                  1.长82米，均
高1.8米，均宽1米，计147.6立方；               

2.长42米，均高0.8米，均宽0.8米，计26.8立方；                      
3.长18米，均高2米，均宽0.8米，计29立方；                            

4.长15米，均高3米，均宽1.3米，计58.5立方；                      
总计：261.9立方  

荣山村 9.4 8

80 白沙镇 珠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1.珠林桥至方马合作社路段硬化长497米、宽3.5米、

厚20公分。
珠林村 19 10

81 经济开发 太垴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建设500米长，3.5米宽，20厘米厚公路 太垴村 29 15

82 排市镇 排市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排市村一组港坪户通水泥路，袁河线至大垅港，

长300米，宽3米，厚0.2米。
排市村 12 10

83 排市镇 排市村 基础设施 村组公路
修建沿河路二组路口至朱黄线及户通水泥硬化路，长
350米，宽4.5米，厚0.2米，两侧修建排水管道。

排市村 28 20

84 排市镇 万家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对村主干道燕窝段进行整修，基础路基约6米，对两
边进行块石浆切，高1.3米，宽度0.6米，总长度约
350米。对路面进行水泥硬化，宽度3.5米，厚度0.2

万家村 20 12

85 排市镇 山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1、新建山田组至下新屋水泥路，长9OO米、宽4米、
厚0.18米。

2、新建占井组至下湾组水泥路，长5OO米、宽4米、
厚0.18米。

山田村 65 20

86 排市镇 龙口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新建黄塘组至土库组水泥路，长1500米，宽4米，厚 龙口村 60 25

87 排市镇 铁铺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洋畈组至石咀头组，修建砂石路一条，长1000米，宽

5米，铺砂石0.5-1米厚。
铁铺村 15 6



88 排市镇 下容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1、修建南岭组断头路，水泥硬化，长度300米，宽度

3.5米
下容村 20 20

89 排市镇 石坑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陶家庄组到石坑小学水泥路，长500米，宽

3.5米，厚0.2米
石坑村 20 20

90 排市镇 红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鄢家巷小学到杉木塘硬化路，长600米，宽

4.5米，厚0.2米
红山村 8 5

91 排市镇 中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明蒲塘组岔路口至煤条垅水库岔路口道路硬化长500

米，宽4.5米，厚0.2米
中山村 25 8

92 排市镇 官科村 基础设施 村组公路
修建公赛组蔡家垅至塘口水泥路，长800米，宽4米，

厚0.2米
官科村 35 20

93 三溪镇 姜福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姜福村明垅组道路硬化建设700米，其中500米4米宽

0.2米厚，200米3.5宽0.2米厚。
姜福村 22 20

94 三溪镇 八斗村 基础设施 道路护坡 道路块石护坡170立方，土方工程160立方 八斗村 7 5
95 三溪镇 八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李子峰路口至刘家冲长400米X3.5宽X0.2厚 八斗村 15 15

96 三溪镇 柏树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连接冠塘村至柏树村的白门楼大桥，桥长55米宽7米

附属工程。
柏树村 120 20

97 三溪镇 柏树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高桥村明家林组至柏树村委会3公里道路维修拓宽 柏树村 57 45

98 三溪镇 冠塘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新建刘德至虞洪，冠上至乌金垅两条机耕路长

980米，宽4米，厚0.15米
冠塘村 25 20

99 三溪镇 丫吉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316国道至三溪中学门口维修长700米，宽5米，厚0.2 丫吉村 35 35
100 三溪镇 田西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北山何组道路维修扩宽硬化1.5公里长，0.18米厚 田西村 27 25
101 三溪镇 上余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下余组通组路硬化200米，宽3.5米，厚0.18米 上余村 5 5
102 兴国镇 南市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易家垅水泥道路拓宽长400米，宽2米，厚20CM 南市村 18 14
103 黄颡口镇 尖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尖峰村七.八组道路硬化建设1500米.水塘一处200平 尖峰村 40 8

104 黄颡口镇 军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对面刘至码头笠砂石路长450米，宽3米，高0.2米，

270立方
军山村 6 5

105 黄颡口镇 太平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三叉港至湖口一根桥（一期）生产硬化路，长

500米、厚0.2米、宽3米
太平村 18 10

106 黄颡口镇 黄颡口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改造马家坝-贤胜垴机耕路，修建长1000米，宽3.5米

硬化路
黄颡口村 15 10

107 黄颡口镇 金星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汪家湾至203省道硬化公路，路全长200米，宽10

米，厚0.25米，填铺石杂4500立方米
金星村 20 10

108 黄颡口镇 菖湖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菖湖村四、五组公路，其中五组硬化公路长

50米，宽3.5米；四组公路硬化100米，3.5米及排水
菖湖村 11 10

109 黄颡口镇 海口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三组石显金家至四组石细喜家硬化路，长360米
、宽3.5米、厚20厘米；修建五组石义学家至三组石
志斌家硬化路140米、宽3.5米、厚20厘米；合计500

米，用500立方混凝土

海口村 38.5 8



110 黄颡口镇 凤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凤凰村一组至董家园园区，长290米、宽3.5米、
厚0.2米。黄太路至凤凰小学部分段，长350米、宽

4.5米、厚0.2米。

凤凰村 26 10

111 黄颡口镇 程法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①基础部分石渣填平，浆砌块石

②水泥硬化 长1.2km,宽4.5m,厚0.2m
程法村 60 10

112 黄颡口镇 金星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中药材基地修建砂石路800米，4米宽，20厘米厚。 金星村 10 5
113 黄颡口镇 尖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尖峰村二组道路硬化建设720米.宽6米，厚0.3米 尖峰村 110 23
114 陶港镇 龙门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湖塘堤坝修复及铺设道路300米，6米宽，0.2米厚。 龙门村 30 20

115 陶港镇 程法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古楼山组桥头至竹桥下一段，水泥硬化450米，宽3.5
米，厚20公分 

程法村古楼山组养猪场至安置点路段，水泥硬化450
米，宽3.5米，厚20公分

程法村 75 10

116 陶港镇 程法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程法村程法组南环东、西线，水泥硬化300米，宽3.5

米，厚20公分
程法村 15 4

117 陶港镇 程法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程法村新屋余组路段，水泥硬化200米，宽3.5米，厚

20公分
程法村 10 2

118 陶港镇 陶港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公路硬化长190米、宽3.5米、厚0.2米 陶港村 9.2 4

119 陶港镇 陶港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澳龙基地砂石路建设长860米、路基宽10米、铺石渣

石粉宽8米、厚0.2米
陶港村 30 20

120 陶港镇 江荣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产业路水泥硬化800米，宽3.5米，厚0.2米 江荣村 30 10
121 陶港镇 江荣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一组产业路硬化300米，宽3米，厚0.2米 江荣村 15 10
122 陶港镇 朱应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水泥路硬化，长1200米，宽3.5米，厚0.2米 朱应村 40 20
123 陶港镇 王桥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修建水泥路0.6公里，宽5米，厚20公分。 王桥村 25 10
124 王英镇 大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张家山湾组公路硬化长150m，宽4m，厚0.2m。 大田村 5 5
125 王英镇 彭堍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北显太组道路硬化长350米，宽3米，厚0.2米 彭堍村 9 9
126 王英镇 南宋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高峰组公路硬化长3200m，宽4.5m，厚0.2m 南宋村 10 8
127 王英镇 毛坪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毛坪组道路硬化长1000m，宽4m，厚0.2m 毛坪村 20 10

128 王英镇 法隆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大龙公路扩宽公程:长500m,宽1m,厚0.2m，渣土清运

1600m³
法隆村 10 10

129 王英镇 蔡贤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新建组硬化道路长180m，宽3.5m，厚0.2m 蔡贤村 10 10

130 王英镇 附坝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下郑组环库公路水毁工程，清理滑坡137m³，清理水

沟120m。
附坝村 6 6

131 王英镇 高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高山组至阮家组通组公路，挖填土石方3800㎡，水泥

混凝土3680㎡，涵管290m。
高山村 77 20

132 王英镇 附坝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上郑组公路硬化工程，长200m，宽3m，厚0.2m 附坝村 6 6
133 王英镇 王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东山组公路硬化长170m，宽3.5m，厚0.2m 王英村 3 3
134 王英镇 下泉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大屋组公路护坡工程，长500m，石方200m³ 下泉村 5 5
135 王英镇 王文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公路护坡工程,长1000m，宽3.5m，高3.5m 王文村 4 4

136 王英镇 新屋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塘窝组、葫芦瓢组公路硬化工程，长150m，宽3.5m，

厚0.2m
新屋村 6 6



137 王英镇 新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新街组公路土方工程，长613m，宽7.5m 新街村 10 10
138 王英镇 蔡贤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彭书来组公路护坡长60m，100m³。 蔡贤村 3 3
139 王英镇 杨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公路硬化长50m，宽5m，厚0.2m 杨林村 3 3

140 王英镇 谷贞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石谷贞组和冷水畈公路护坡工程，长20m，高2m，宽

0.8m，南山组公路硬化65m³
谷贞村 5 5

141 王英镇 谷才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谷才组公路硬化80m³ 谷才村 5 5
142 王英镇 泉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石贵发组公路硬化长100m，宽5m，厚0.2m 泉丰村 5 3
143 王英镇 新屋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北殷组农业生产路修复，长500m,宽2m 新屋村 8 3

144 浮屠镇 方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村委会右手边入口至方林小学大门口路段全长210米,
道路一侧在原来3米的基础上扩宽1.5米，长210米，
厚0.2米，同侧加固砌石头，全长210米，高1.5米。

方林村 5 5

145 浮屠镇 华垅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周丰孝家至周现明家产业路硬化长400米、宽3.5米、

厚度0.2米
华垅村 15 8

146 浮屠镇 进中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进中-八斗水泥路硬化150米，宽3.5米，厚0.2米。 进中村 6 5

147 浮屠镇 进中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浮屠镇森罗公路升级改造进中段长4000米，宽6米。

下基层厚0.35米，柏油路面厚0.09米
进中村 760 30

148 浮屠镇 芦湖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扶贫产业基地修建，长1.5公里，宽4.5米，厚0.2米 芦湖村 75 5

149 浮屠镇 彭家墩村 基础设施 道路硬化
彭家墩村罗家铺老街水泥公路建设项目：硬化长360

米宽3.5米高0.2米公路，合计13万。
彭家墩村 13 10

150 浮屠镇 三保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七组电站至方家湾长850米，宽3.5米，厚0.2米。 三保村 29 25
151 浮屠镇 三保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蔡家湾至王家湾长750米，宽3.5米，厚0.2米。 三保村 27 18
152 浮屠镇 森铺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陈盘迁至畈上刘田埂路，长607米宽3.5米厚度0.2米 森铺村 28 20
153 浮屠镇 森铺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森罗线森铺至进中段长2200米宽6米，厚度0.45米 森铺村 460 20

154 浮屠镇 山泉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将村委会门口桥梁加宽2m，前面厚度0.2m，两测坡度

厚0.25m，两侧底基0.5m宽
山泉村 9 8

155 浮屠镇 山下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路面硬化长750米，宽5米，厚0.2米 山下村 60 10

156 浮屠镇 太泉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全长100米，宽4米，厚0.2米 太泉村 6 5

157 浮屠镇 王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粮库围墙边至武九高铁桥涵全长500米 宽3.5米 厚
0.2米

王志村 8 5

158 浮屠镇 吴智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吴智2组通组公路：长180米，宽3.5米，厚0.2米 吴智村 9 5

159 浮屠镇 下屋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新修太林垅五组六组十三组新修入户路600米（宽3米

*0.20米）
下屋村 22 15

160 浮屠镇 玉堍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修建李家颈组李朝发家旁边一条长80米.高2.5米.宽
（底部1.5米.面0.8米）石头坎彻石.路面硬化。

玉堍村 9 5

161 城东新区 何垅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1、一组道路硬化长180米，宽3-3.5米厚0.16-0.18米
（含路面清基，铺石渣），总投资7万，其中扶贫资

金6万；
2、二组道路硬化长130米，宽3-3.5米厚0.16-0.18米

何垅村 13 10



162 城东新区 焦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焦山村三组下白杨垅0.7公里道路硬化。从三组入口
处经过下白杨垅门前至兴阳家庭农场，路基拓宽整
理，水泥路面硬化宽3.5米，厚0.2米，长700米

焦山村 45 20

163 龙港镇 南山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下垞桥两岸附属配套工程，含桥头坡岸两岸开挖、浆

砌、道路涵管、河道清理等配套工程
南山村 24 24

164 龙港镇 坜上村 基础设施 道路硬化
新建五组立南山至舒潭垅通组道路路基工程及路面硬

化580m*3.5m*0.18m
坜上村 20 15

165 龙港镇 石角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东片1.2.3.4组和西片6.8.9组块石浆砌约1000立方
米，填土方2000立方米左右，2处直径80cm长12m涵

管，2处直径40cm长12m涵管及其他配套工程。

石角村 48 48

166 龙港镇 汪家垅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8组路基工程和硬化道路500米*4米*0.18米 汪家垅村 24 24

167 龙港镇 星潭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4、5组连接路硬化400m，其中

100m*4.5*0.18;300m*3.5m*0.18
星潭村 15 15

168 龙港镇 坜上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二三四五八组，排水沟改造800米长，道路硬化800米

*均宽2.5米*0.18米，
坜上村 29.7 10

169 龙港镇 大桥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二组至四组路基及硬化400m*4m*0.18m 大桥村 11.5 11.5

170 龙港镇 官庄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五组至六组路基及硬化200m*4m*0.18m 官庄村 8 8

171 龙港镇 田铺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全村道路破损修复硬化500平方米 田铺村 5 5

172 龙港镇 石丘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三组至七组连接路基及硬化约500平方米 石丘村 5 5

173 龙港镇 殊溪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五组道路破损修复硬化900平方米 殊溪村 9 9

174 富池镇 富池口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大闸二小”门口的路段，修缮硬化4米宽400米长20

公分厚的道路。
富池口村 20 10

175 富池镇 袁广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袁广村南边渠道道路硬化及桥梁建设工程：1、道路
硬化总长850m、宽3m、厚20cm；2、建设桥梁3座。1#
号桥梁规格：宽度4米、双层钢筋梁（厚20cm）、渠
道跨度4米；2#桥梁规格：宽度2米、单层钢筋梁（厚
15cm）、渠道跨度4米；3#桥梁规格：宽5米、双层钢

筋梁（厚20cm）、渠道跨度5米。

袁广村 50 30

176 富池镇 沙村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通组入户道路，宽3M，厚0.20M，长1000M。 沙村村 50 30

177 富池镇 王曙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通组入户道路，长800米，宽3米，厚0.2米。 王曙村 40 30

178 富池镇 袁广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袁广村北边渠道道路硬化工程：工程总量：1、道路
硬化总长750m、宽3m、厚20cm；2、建设桥梁4座。1#
号桥梁规格：宽度2米、单层钢筋梁（厚15cm）、渠
道跨度4米；2#桥梁规格：宽度2米、单层钢筋梁（厚
15cm）、渠道跨度4米；3#桥梁规格：宽4米、双层钢
筋梁（厚20cm）、渠道跨度4米；4#桥梁规格：宽3米

、双层钢筋梁（厚20cm）、渠道跨度4米。

袁广村 40 20

179 富池镇 林岩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万口组通往村委会公路，长1300米，宽3米，厚0.2米
。

林岩村 40 12



180 枫林镇 杨桥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在水口山-上桥-树坳组机耕路旁修建长度1200m，宽
60cm，深50cm水沟，其中有750米砌石高1m厚50cm

杨桥村 27 15

181 枫林镇 长圳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长度2km公路路基挖土方7000立方，铺设直径0.5管道
90米，直径0.3管道45米，直径0.8管道6米，挡土墙
拆除及恢复21立方，拆除围墙及恢复强风化石450立

方，水泥稳定碎石基层2600立方

长圳村 40 35

182 枫林镇 水源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长度2km公路路基挖土方7000立方，铺设直径0.5管道
89米，直径0.3管道50米，直径0.8管道9米，挡土墙
拆除及恢复21立方，混凝土27立方，钢筋0.75吨，水

泥稳定碎石基层2600立方

水源村 48 37

183 枫林镇 湖田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太平冲组道路硬化长600米，宽3.5米，厚0.2米 湖田村 25 20

184 枫林镇 五合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长度2.2公里，宽4.5米，厚度20公分公路配套资金 五合村 33 28

185 枫林镇 坳上村 基础设施 道路扩宽 胡政至羊坑段5.6公里扩宽1米，厚度20公分 坳上村 25 10

186 枫林镇 刘冲村 基础设施 道路扩宽 长度5.4公里公路原路面基础上扩宽1.5米，厚度20公
分

刘冲村 5 5

187 枫林镇 石塘村 基础设施 道路扩宽 杨湾片2公里道路扩宽2米，厚度20公分 石塘村 5 5

188 枫林镇 杨柳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梓木段路口至周家转弯3公里水毁公路修复，现场浇
筑C25混凝土路面工程量9000㎡，厚度15cm，养护锯

缝达到国家标准

杨柳村 19 13

189 木港镇 石溪村 基础设施
村主干道护

坡
村主干道两边块石浆砌护坡，长80米，宽1米，高2.5

米，填土400立方。
石溪村 10 8

190 白沙镇 坑头村 基础设施 砂石路建设
上下新屋至童之梦幼儿园修砂石路长300米宽4.5米，
平均厚度0.5米，两边路肩水泥砖浆砌长300米，宽

0.3米,平均高度0.9米。

坑头村 9 5

191 白沙镇 青山村 基础设施 路基扩宽
道路拓宽浆砌块石长170米，宽1.8米，高3.5米。开

挖714m³，回填748m³，安装排水管18米
青山村 43 25

192 白沙镇 潘祥村 基础设施
路基扩宽及
块石护坡

道路路基扩宽3米、长600米、平均厚度0.8米、块石
护坡长150米高2米、宽0.8米

潘祥村 28 20

193 白沙镇 舒畈村 基础设施
向新屋公路

扩宽
全长240米宽1.8米厚0.2米 舒畈村 6 4

194 白沙镇 金龙村 基础设施 通组路硬化 硬化长230米、宽3.5米、厚0.2米通组公路 金龙村 7.5 6

195 龙港镇 坜上村 基础设施 窄路加宽
七组窄路加宽，窄路加宽硬化350m*1.5m*0.18m,及两

边排水沟块石浆砌护坡等配套工程
坜上村 19.72 11

196 白沙镇 兴祖村 基础设施 块石护坡 公路护坡350立方米 兴祖村 16 15

197 白沙镇 三房村 基础设施 块石护坡
护坡工程：长25米，宽1.2米，平均高3.2米。土石方
回填工程：长25米，宽13.5米，高6米。水道工程：
80水泥管道16米。路面硬化修复工程：长10米，宽

三房村 8.5 8

（二） 安全饮水
198 木港镇 金河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铺设63、50型水管入组，长度5000米。 金河村 12 8



199 木港镇 泉波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口源组新建水井一口，水井呈方形，井口14平方米，
井深4米，井壁石头砌墙，井口四周水泥花柱护栏。

泉波村 3 3

200 洋港镇 洞下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需建固定抽水池水泵水管等，抽水池110m³，一组到

五组通水水管长400米
洞下村 15 5

201 洋港镇 上畈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上畈村二组蓄水井，内径10米，宽5米，深8米 上畈村 8.5 5

202 洋港镇 田畔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新建100立方米蓄水池一座，管道860米：修建进水

沟，排水沟260米。
田畔村 20 20

203 白沙镇 梁公铺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各组湾主、分支管网建设:全程约5500米，安装PE-

160主管道，安装PE-110分支管，安装PE-63分支管，
直、弯接头约900个，土方开挖及回填。

梁公铺村 26 10

204 白沙镇 墩福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水管（25号）6000米；(90号）300米；（75号）240
米；（63号）1284米；（50号）1560米；管道开挖回

填及安装费；管件520个

墩福村 12 10

205 排市镇 中山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岩头组新建饮水塔一座，水泥块石建造，长6米，宽3

米，高2.5米，铺设32mm口径水管2000米。
中山村 13 8

206 网湖湿地 向录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1.六组水井5米深，内径2米，四周块石干砌，大理石
栏杆周长12米，井台大理石12平方米，电动机、水泵

一台套；
2.七组水井深6米，土方100立方米，井内径3.5米，
四周块石干砌高6米，0.7米；φ50PE水管150米，电
动机、水泵一台套；机房6平方米；水井连接路10米

向录村 11.5 10

207 兴国镇 七里岗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铺设φ55自来水管道5000米 七里岗村 49 35

208 兴国镇 七里岗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该村六、七组φ55管道1800米更换改造 七里岗村 26 15

209 陶港镇 陶港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新建水井深10米、直径1.2米至1.5米、四周栏杆28米 陶港村 6 3

210 陶港镇 陶港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新建水井深10米、直径1米至1.2米、四周栏杆28米 陶港村 6 3

211 王英镇 钟泉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钟泉组新建200立方净化池和200立方过滤池，铺设

300mm主管道6000多米
钟泉村 14 14

212 王英镇 新街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熊里、熊外组饮水塘建设，土方628m³，土方核心墙
380m³

新街村 20 7

213 王英镇 添胜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新建两个进水口过滤池长2m，宽3m，高2m 添胜村 10 8

214 王英镇 鲁山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新屋湾上窝水库泄洪道整修长25m，55m堤坝加宽2m，
加高1.5m，大麦园改建堤坝长60m，高10m，宽4m

鲁山村 20 10

215 王英镇 谷保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电站塘修复，土方200m³，铺设φ80涵管100m，石方
320m³

谷保村 12 5

216 王英镇 大湖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老屋巷组新建水塔长5.5m，宽5.5m，高3.4m，φ90管

道1200米
大湖村 15 10

217 王英镇 横溪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石港组新建水井一口，长3m，宽2.5m，深3m。 横溪村 3 3

218 王英镇 新街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宋堍组铺设φ50管道1000m 新街村 3 3

219 王英镇 王英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东山组老塘维修，清淤200m³，石头墙60m³ 王英村 3 3

220 王英镇 南宋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铺设φ50管道800m 南宋村 2 2



221 王英镇 杉木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里外屋刘组新建蓄水池一座长8m，宽3m，高2m，铺设
φ32管道800m，φ40管道1000m。王大赦组新建过

15m³滤池一座，铺设φ50管道1500m

杉木村 7 7

222 王英镇 团林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50#PE水管700米，32#PE水管300米，25＃PE水管400

米，水表13块，水龙头13个
团林村 3 3

223 王英镇 东山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朱家畈组新建水井一座，长8m，宽3m，深3m，铺设φ

50管道450m。
东山村 6 3

224 王英镇 谷才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谷才组、北山刘组、蛇咀组更换φ63管道2500m。 谷才村 3 3

225 王英镇 隧洞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铜坑组铺设φ50管道1400m 隧洞村 3 3

226 王英镇 毛坪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塘下组铺设φ50管道1400m 毛坪村 3 3

227 王英镇 高山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黄济堂组铺设φ63，φ50管道1500m 高山村 3 3

228 王英镇 谷贞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更换水管700m及安装配套工程 谷贞村 5 3

229 王英镇 附坝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北山组新建水塔一座，长2.5m，宽3m，搞2.2m，φ50

管道130m
附坝村 3.5 3.5

230 王英镇 附坝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王福组、龙公山组、吴阮组新建3个10m³蓄水池 附坝村 9 9

231 王英镇 隧洞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高家畈组自来水安装工程，φ110管道600m 隧洞村 3 3

232 龙港镇 辛田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一组打深水井1个深约250米及配套设施 辛田村 10 10

233 枫林镇 五合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陈家组、新下、新上、下石口、国府塘、大皂、中间
腰、上畈塘、泡桐塘建九个水井，浇筑混凝土C20、
C30共73.16立方，水泥砂浆150.7立方，花瓶栏杆51

米，砖砌围墙及墙面抹灰2立方

五合村 16 10

234 枫林镇 漆坊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陈家湾组修建深度3米，容积30立方圆形净化池一

座，铺设口径50毫米水管1500米，钩机开沟回填48小
时，铺水泥15m³

漆坊村 7 5

235 枫林镇 湖田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新修拦水坝长度20米，宽4米，高4米，修砌石头坝
320立方

湖田村 25 7

236 枫林镇 月朗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新建一座直径3.6米、深3.6米蓄水池，一座直径3米

、深3米过滤池，铺设规格63#水管3500米
月朗村 20 10

（三） 沟渠建设

237 木港镇 枣园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枣园安置点前至木龙公路分洪沟渠，两边加底部铺设
预制板，预制板底部宽1.5米、高1.1米，两边堤坝顶
部硬化0.5米，灌溉排洪沟长100米，宽1.5米，进水

口处建一个泥砂沉淀池和分洪闸口。

枣园村 10 7

238 木港镇 塘畔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1、横岭组新建沟渠300米，用50#U型槽铺设；2、横
岭组柯大昌家段水田沉陷致公路危险，用块石加固15
米长，平均高2米，宽0.7米；3、老沟渠维修10米用

30#水泥管铺设，疏通水渠200米。

塘畔村 9 8

239 木港镇 西垅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修建月塘组门口沟渠石砌，长30米，高1.5米，宽0.6
米。

西垅村 10 7



240 木港镇 贺洞村 基础设施 塘库建设

漆家垅水库加固（加高1米，加宽4米，原长70米，宽
4米）、整漏；

老屋垅水库加固（加高1.5米，原长40米，宽3米）、
整漏和溢洪道修建（两边石砌1米宽、1.5米高40米

长，底厚0.2米）。

贺洞村 10 8

241 木港镇 田畈村 基础设施 沟渠改造
五组横路向六组延伸200米，两侧沟渠清淤砌石浆

砌，高1.5米，厚度平均0.75米。
田畈村 16 7

242 木港镇 丰台村 基础设施 河道整治 丰台村桂林组到丰台组河道110米除险加固，石头护
坡。

丰台村 14 8

243 木港镇 下彭村 基础设施 港堰建设
东山片、下彭片两条港道堤堰建设，清除淤泥，石头

浆砌，总长15米，宽2米，高度0.6米
下彭村 7 7

244 木港镇 岩下村 基础设施 沟渠改造

栗子湾、陈冲组、岩下组农田排灌主沟渠改造
600米，使用人工机械对废沟渠拆除清理、开槽，启
用水泥T槽、水泥管，钢管、水泥沙石等建筑材料建
设完成。另完工后对沟渠两边进行培土及农田平整恢

岩下村 10 8

245 木港镇 漆桥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漆桥组半边月塘堰修补加固土方，长0.5公里，宽

3米，加高0.8米。
漆桥村 8 8

246 木港镇 田畈村 基础设施 港道清淤 东山脚下王班垅段泄洪港全面疏通清淤，全程1000米
。

田畈村 5 5

247 木港镇 贺洞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在产业园建设干渠一道，长度400米，宽0.8米，高

1.2米，沟渠两侧砌石、渠底硬化
贺洞村 15 15

248 木港镇 贺洞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东庄组修建一座拦水堰，采用浆砌(长7米、宽4米、
高0.7米)、一个晒场，采用混凝土浇灌(长21米、宽
13米、厚0.15米)、一条排水砌，采用石砌(长70米、

宽1.2米、高0.9米)。

贺洞村 7 6

249 木港镇 木港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水毁猫尾坳头堰修缮长30米，宽6米，高3.5米，块石

200立方。
木港村 12 12

250 木港镇 仓下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对门口畈港堤水毁15米进行修复，用石头浆砌两边，

靠港用石灰石，靠田用风化石和土。
仓下村 5 5

251 木港镇 塘畔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平整观塘组门口塘周围土地，长30米，宽31米，高2

米，填土180m³。
塘畔村 3 3

252 木港镇 双泉村 基础设施 修建水渠 整修村内上渠1500余米。 双泉村 10 10

253 木港镇 漆桥村 基础设施 河道整治
新堡湖河道进行清淤整治工程，开挖清淤河道

600米，宽8米，深4米.
漆桥村 10 10

254 洋港镇 潮坑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1500米水渠重新维修疏通 潮坑村 10 5

255 洋港镇 车梁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新建水沟3000米 车梁村 29 29

256 洋港镇 洞下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新建洞下小学排水渠300米 洞下村 8 5

257 洋港镇 胡桥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胡桥村3、4.10组沟渠重修，沟渠长3800米，宽1.5米

、高2米
胡桥村 30 20

258 洋港镇 胡桥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六组长580米宽0.8米，高0.7米水沟修复重建 胡桥村 10 10



259 洋港镇 沙地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沟渠改造290米 沙地村 7.5 7.5

260 洋港镇 上畈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修建沟渠320米 上畈村 10 5

261 洋港镇 田畔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田畔村五至九组灌溉渠改造及清淤，灌溉渠长

295米，宽70米、高1米，清淤256m³。
田畔村 13 10

262 洋港镇 湾塘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下湾堰段河岸加固长350米，宽0.8米，高0.6米，全

程水泥沙石浆灌
湾塘村 10 5

263 洋港镇 下畈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黄垅大塘山塘建设 下畈村 15 15

264 洋港镇 下畈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下畈村九组沟渠改造建设长300米，宽1.5米，高1米 下畈村 8 6

265 洋港镇 下栈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阮家塘山塘建设 下栈村 10 10

266 洋港镇 小港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拦水坝长80米，宽15米，高1.2米 小港村 10 10

267 洋港镇 小港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新建朝阳河拦水坝400米 小港村 12 12

268 洋港镇 洋港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扶贫基地灾后重建，石榴基地排涝沟300米，宽1米，

深0.8米
洋港村 5 4

269 洋港镇 洋港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洋港村一组、二组、三组、十组沟渠建设1000米 洋港村 18 10

270 洋港镇 中罗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北山堰上畈段北岸加固长150米、高2.5米、底宽1.2

米、顶宽0.6米全程石头浆砌
中罗村 15 15

271 白沙镇 白沙铺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新屋下港浆砌护坡长145米，上宽0.6米，底宽1.2米

。高1.8米。
白沙铺村 13.6 9

272 白沙镇 大林村 基础设施 港堤护坡
港堤块石护坡长448米平均宽0.8米平均高度1.8米，

港堰块石护坡长7米宽3米高0.5米
大林村 23 6

273 白沙镇 金龙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1、大坝加宽、加高，长130米，顶宽3米，下宽4米、
高2米，大坝顶加高1米；

2、新建地漏管300MM,承插砼预制管32.5米；
3、新建启闭机1台套1.5吨加砼水箱加拉杆支墩
4、澺洪道砼长9米，高1米，内空1.5，宽0.2米
5、大坝旁小河护坡，长35米，宽3米，高1.5米

金龙村 9 5

274 白沙镇 上潘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河道清淤170米长，土方开挖200立方，土方回填300

立方，块石浆砌510立方
上潘村 28 15

275 白沙镇 新星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机械挖土方1000m³，挖淤泥800m³
浆砌块石护坡291.2m³，水泥砂浆M7.5，大理石栏杆
140m,混凝土管，人机配合下管，管径300mm共20米，

砖砌排水沟，水泥砂浆M7.5，共6.24m³。

新星村 19 5

276 白沙镇 赤马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永庄组水塘清淤1.15亩、石块浆砌108立方、护栏151
米

赤马村 11 8 

277 白沙镇 白沙铺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港堤浆砌170米长，宽0.8米，高1.5米 白沙铺村 8.2 5

278 白沙镇 上潘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刘必富组下礼塘塘梗护坡加固52米，机耕路护坡

17米，水道护坡5米,合计74米长，高3米，宽0.8米，
上潘村 12 10



279 白沙镇 新星村 基础设施 水渠修建
水渠清淤长500米，高0.8米宽1.2米，水渠两边块石
浆砌护坡（高0.8米，厚0.5米，长1000米，渠底混凝

土硬化长500米，宽0.5米，厚0.10米。

新星村 20 5

280 白沙镇 平原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水塘清淤9000m³；新筑塘堤40米，塘堤用水泥预制板
护坡高3米，长40米；排水迪子眼1个，泄洪道长30米

平原村 13 10

281 白沙镇 舒畈村 基础设施
舒畈村舒竹
林组危塘加

挖土方300立方，挖淤泥  260立方，浆砌块石护坡 
180立方，水泥管30米，砖砌排水沟40米

舒畈村 10 6

282 白沙镇 金龙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吴组许家垅灌溉塘修缮
1、扩容200平方米

2、石彻护坡长50米、高1.2米、上底宽0.6米、下底
宽0.8米

3、堤坝加固长60米、增高1米、上坝宽3.5米
4、修筑沟渠长70米、宽0.6米U槽。

金龙村 6 4

283
海口湖管
理区

柏林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沟渠500米，两侧浆砌块石高1.4米宽1米 柏林村 41.2 41.2

284
海口湖管
理区

广言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水库溢洪道加固，水泥浆砌块石宽1米，高1.8米 广言村 9.8 9.8

285
海口湖管
理区

尧治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排洪渠1000米，水泥20厘米铺地，两侧1.6米水泥预

制板
尧治村 29 29

286
金海管理

区
塔时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铺墩湖堤防溃口修复：断面土方量约53m³，长
160米，迎水面块石护坡长160米，宽11米，高0.4米

塔时村 50 50

287 金海管理
区

屋边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新建屋边村细新屋下湾抗旱山塘，面积约100亩 屋边村 20 20

288 金海管理
区

西山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刘家湖泵站水毁修复：修复155KW机组2台、55KW机组
1台

西山村 5 5

289
金海管理

区
竹林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八里湖堤水毁溃口修复：断面土方量38m³，长度
60米，迎水面块石护坡长60米，宽6米，高0.4米

竹林村 12 12

290 金海管理
区

西山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下赛湖泵站水毁修复：修复155KW机组2台 西山村 5 5

291 排市镇 硖石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塘尾组老塘改造，面积30米*20米，浆切块石200立

方，清淤泥200立方。
硖石村 10 10

292 排市镇 铁铺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源山组新建沟渠一条，长150米，宽1.2米，深1米，

两边护坡结块石300立方。
铁铺村 6 4

293 排市镇 洛元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石塘组桥头以上，修建反压堤护坡800米，坡顶加厚

0.5米，反压堤修建2米。
洛元村 16 12

294 排市镇 后坑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上申湖开挖1000米溢洪渠宽3.5米、深2米；上申湖堤

坝改造，加高1米，堤宽3.5米，长600米。
后坑村 30 20

295 三溪镇 木林村 基础设施
排涝灌溉闸

站
木林村西韦湖排涝灌溉闸站建设，1.5x1.5x8m箱涵，

1x1m闸门一台套
木林村 24 20

296 三溪镇 世林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王英畈沟渠改造堤坝长180米加高加宽并碾压，沟渠

改造长400石头砖砌，土方回填3000立方
世林村 20 20



297 三溪镇 藏河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胡家湾组水塘扩建维修，清淤840立方，修建护堤长

20米、高6米
藏河村 15 15

298 三溪镇 黄冲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黄冲村新来明塘堰改造，长30米、宽20米、深

1.5米，开挖、清淤、砌石
黄冲村 8 5

299 网湖湿地 向录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1.向录庄水库排洪沟延伸80米，两边块石干砌，高
0.8-1米，宽0.7米，沟底浆砌；兴富路至水库路长60

米，宽4米，厚0.18米。
2..六组山塘排水沟80米，两边块石干砌0.8-1.2米，

宽0.7米，沟底浆砌。
3.七组尹家晚水库排洪沟长32米，两边块石干砌，高
0.8-1.3米，宽0.7米，沟底浆砌；闸口出水沟10米，
两边块石干砌，高0.8米，宽0.7米，沟底浆砌。王家
晚水库排洪沟两边块石浆砌30米，高0.8-1.1米，宽

0.8米，沟底浆砌。

向录村 16 14

300 兴国镇 南市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该村胡竹巷组水泥建做1个2亩大洗衣台及配套设施，

淤泥清运160立方，砖砌水泥台160方
南市村 10 5.5

301 兴国镇 南市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该村易家垅组水泥建做1个1.5亩大洗衣台及配套设

施，淤泥清运120立方，砖砌水泥台120方
南市村 10 5.5

302 兴国镇 上街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太井巷长130米×1.5米；皮家岭长120米×1.3米；恩

波堤路50米×6米宽下水道改造
上街村 28 20

303 黄颡口镇 军山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通村公路（村委会至学校路段）排涝及污水整治改造
建设路段需。500＃水泥管80米，300＃水泥管20米，
水泥路面开挖及硬化30米。大井2个，小井2个,露天

厕所拆除回填80立方米

军山村 6 5

304 黄颡口镇 周堡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新建5吨起闭机（高1.2米，宽1米），土方开挖465立
方米，回填398立方米，建设一个20平方米工作房

周堡村 15 10

305 黄颡口镇 沙港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修建沟渠300米，砂石路长500米、宽5米、厚0.2米 沙港村 15 15

306 黄颡口镇 上严村 基础设施
郭家湾水库

整治
整治郭家湾抗旱水库8亩，清淤泥、护坡、排水沟160

米、堰楼1个
上严村 6 5

307 黄颡口镇 泵站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泵站村三、四、五、六、七组维修改造水渠沟道宽
60CM，深60CM，全长400米,预计清理淤泥260立方

泵站村 8 8

308 陶港镇 官塘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产业基地开挖排水渠7000米，维修疏通沟渠400米及

设施改造。
官塘村 12 6

309 陶港镇 王桥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澳龙基地排灌沟渠1000米、边坡护砌、清淤 王桥村 50 20

310 陶港镇 官塘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稻虾基地排灌沟渠1200米、边坡护砌、清淤 官塘村 60 30

311 王英镇 车前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南山湾组排水渠维修改造共162米。一处长112米，宽
0.8米，高60米盖板。另长50米，宽0.24米，高1米。

车前村 6 6

312 王英镇 隧洞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徐家垅组石头两边砌长220米，高3米沟渠 隧洞村 7 6

313 王英镇 大田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水沟改造，长800m，高0.6m，宽0.6m 大田村 5 5



314 王英镇 王英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王福兴组门口塘改造长45m，宽20m，深2m 王英村 30 5

315 王英镇 王文村 基础设施 堰塘建设 三组水塘维修，混泥土硬化70m³ 王文村 4 4

316 王英镇 钟泉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七里冲组做φ80涵管70m 钟泉村 3 3

317 王英镇 附坝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燕窠组至立中排水沟建设长1000m，宽1m，高0.8m 附坝村 43 3

318 浮屠镇 荻田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牛头湖直堤水毁修复工程，修复湖堤1200米 荻田村 29.5 5

319 浮屠镇 山泉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七房组塘堰建设长、宽各50m，高度2米 山泉村 29.5 5

320 浮屠镇 十八折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沟渠改造、清污、彻石等 十八折村 8 5

321 浮屠镇 王志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志富种养殖专合作社旁边新开挖沟渠全长480米 宽
1.5米

王志村 7.5 5

322 浮屠镇 西边良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西边良村1座抗旱泵站重建 西边良 10 3

323 城东新区 良荐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吕家垅门口塘提拔加宽，长60米、宽3米、高2.5米，

合计回填600立方。清淤1000立方。
良荐村 5 5

324 龙港镇 南山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一组王蛇头水塘堤坝块石护坡长50米*高6米*厚
0.5米;沟渠块石浆砌（全长190米*宽0.6米*高

1.2米）*两边及配套设施工程

南山村 15 15

325 龙港镇 河东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六组排洪港块石浆砌（长120米*3米*1米）两边;共约

700立方
河东村 25 25

326 龙港镇 龙港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二组门口畈排洪沟，块石浆砌240米*高1.2米*宽0.5

米，约145立方
龙港村 5 5

327 龙港镇 郭家垅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三组块石浆砌长40m*均宽1.1m*均高5m，共约220立方
。

郭家垅村 7 7

328 龙港镇 高黄村 基础设施 港堤护坡 九十组港堤开挖及石砌护坡约750立方 高黄村 30 30

329 龙港镇 高黄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十组沟渠开挖及石砌硬化400立方（含沟底硬化） 高黄村 16 16

330 龙港镇 田铺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二组沟渠两岸块石护坡约80立方 田铺村 3 3

331 龙港镇 梧塘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梧塘村三组沟渠块石浆砌，（长100m*1.5m*0.5m）*
两边

梧塘村 5 5

332 龙港镇 梧塘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梧塘村八九组沟渠开挖，预制板安装（长700m*内空

2m*高1.5m）*两边及其他配套工程
梧塘村 28 28

333 龙港镇 茶寮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9组长山垅塘安装启闭机一台，溢洪道清淤，山塘整

治等配套工程
茶寮村 5 5

334 龙港镇 门楼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1组邓家垅水库口一段，清淤及预制板安装沟长400米

*宽0.5米*高0.5米
门楼村 10 10

335 龙港镇 林上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5组曹家垅塘大坝加固，溢洪道清淤，山塘整治等配
套工程

林上村 5 5

336 龙港镇 林上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4组彭杨塘、3组老山窝塘大坝加固，溢洪道清淤，山

塘整治等配套工程
林上村 10 10

337 龙港镇 上泉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上泉村委会门口排洪港块石浆砌长260m块石浆砌共

900立方及配套工程
上泉村 28 28

338 龙港镇 渡口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街头源新建灌溉沟渠土方开挖及混凝土浇灌，（长

310米*厚0.2米*均高1米）*两边
渡口村 20 20



339 龙港镇 上曾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八组排水沟清淤修复150米，路面开挖、填埋涵管40m

及修复硬化等配套排水工程
上曾村 5 5

340 龙港镇 飞跃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七组排水沟清淤修复200米，路面开挖、填埋涵管30m

及修复硬化等配套排水工程
飞跃村 5 5

341 龙港镇 河东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七组水毁沟渠开挖修复400米及配套排水工程 河东村 10 10

342 龙港镇 大力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八九组，寨下塘安装启闭机一台，屋桐下塘疏通溢洪
道，山塘整治等配套设施;一处沟渠清淤200米，开挖
及安装涵管等配套设施；一处抗旱站水毁修复工程；

大力村 12 12

343 龙港镇 朝阳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一、二组，连五鱼塘，安装启闭机一台，疏通溢洪道

5处，山塘整治等配套工程
朝阳村 5 5

344 龙港镇 大桥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四、六组，郭家垅塘安装启闭机，孔塘加固，疏通溢

洪道，山塘整治等配套工程
大桥村 5 5

345 龙港镇 坜上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牛窝塘大坝加固，环罗墱塘更新启闭机，疏通溢洪

道，山塘整治等配套工程
坜上村 8 8

346 龙港镇 官庄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山下李塘，山垅塘大坝加固；牛头塘安装启闭机，疏
通溢洪道，山塘整治等配套设施；蓝田畈沟渠清淤

4000米及官庄堰修复一处

官庄村 13 13

347 龙港镇 茶寮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茗山塘更新启闭机一台，疏通溢洪道，山塘整治等配
套设施；水毁港堤两处修复；改建拦水坝一处，混凝

土浇灌约170立方，及钢筋、模板支撑工程

茶寮村 14 14

348 龙港镇 白岭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容家塘大坝加固，长冲塘安装启闭机，疏通溢洪道，
山塘整治等配套设施；水毁港堤多处修复护坡块石浆

砌约200立方及其他附属工程

白岭村 12 12

349 龙港镇 石下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大冲塘，小冲塘，朱家坳塘均更新启闭机，大坝加
固，疏通溢洪道，排水沟清淤，山塘整治等配套工程

石下村 7 7

350 龙港镇 上泉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港背塘、后背塘、长窝塘大坝加固，其中一处更新启

闭机一台，疏通溢洪道，山塘整治等配套工程
上泉村 7 7

351 龙港镇 上曾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王垅塘安装启闭机，谈家垅塘安装闸门，大坝加固，
扩挖溢洪道，山塘整治等配套设施，开挖清淤及沟渠

上曾村 10 10

352 龙港镇 龙港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大塘、龙公坟塘大坝加固，扩挖溢洪道，山塘整治配
套工程；七组沟渠块石浆砌（100米*0.5m*0.5m）*两

龙港村 9 9

353 龙港镇 石角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上新塘更新启闭机一台，大坝加固，疏通溢洪道，山

塘整治等配套工程；水毁沟渠修复硬化长30米
石角村 7.5 7.5

354 龙港镇 汪家垅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昌蒲塘、白洋窝塘大坝加固，其中一处安装启闭机一
台，疏通溢洪道，山塘整治等配套设施；三组水毁港

堤修复一处长15米

汪家垅村 6 6



355 龙港镇 马岭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太婆山塘更新启闭机一台，大坝加固，疏通溢洪道，
山塘整治等配套工程；改扩建拦水坝1处及排洪港水

毁整形清淤长100米
马岭村 8 8

356 龙港镇 孔志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中脑窝塘、后背山塘大坝加固，疏通溢洪道，山塘整

治等配套工程
孔志村 5 5

357 龙港镇 星潭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消塘大坝加固，扩挖疏通溢洪道，山塘整治等配套工

程；盘山渠道水毁修复长2000m及配套工程
星潭村 8 8

358 龙港镇 月台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宝角楼塘、大中塘大坝加固，疏通溢洪道，山塘整治

等配套工程；水毁沟渠修复块石浆砌约170立方
月台村 12 12

359 龙港镇 黄桥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港堤清淤500米 黄桥村 5 5

360 龙港镇 辛田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下垞塘、鹅塘堰塘大坝加固，扩挖疏通溢洪道，山塘

整治等配套工程，及沟渠清淤长500米
辛田村 8 8

361 龙港镇 金坪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二组灌溉机站旁护坡土方开挖及块石浆砌50m*4m*1m 金坪村 8 8

362 龙港镇 门楼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三四组排洪港整形及清淤600米 门楼村 6 6

363 龙港镇 石丘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四组河堤水毁修复块石浆砌100米及配套工程 石丘村 6 6

364 韦源口镇 新港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新建溢洪道3米宽、长50米、深2米。沿山塘进行防渗

处理100米长
新港村 19 19

365 韦源口镇 新港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修复长30米、宽（上宽5米、下宽10米）、高8米提防

基础设施
新港村 15 15

366 富池镇 郝矶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郝矶村棋盘组下水沟渠及管道，共计9排，横排每排

300米，竖排500米，井盖安装110个。
郝矶村 150 20

367 枫林镇 长圳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中畈组到长圳湖田桥头道路两侧新建排水沟长2公
里，深50厘米，宽50厘米，并加盖水泥盖板规格

500*500，厚度10公分

长圳村 45 34

368 枫林镇 水源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大洪公路水源段新修一侧排水沟长2公里，宽深各50
公分并加水泥盖板500*500、厚度10公分，临山一侧

新建挡土墙长900米

水源村 47 30

369 枫林镇 下庄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增加4米宽，19.15米长，0.75米高坝顶，新增21.4米
宽，16.6米长；承台增补浇灌混凝土35.6立方，新增
19.5米长，8米高，0.2米厚坝面护坡，梅花桩区域2

米宽，21.4米长，总170根

下庄村 24 22

370 枫林镇 水源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谈山组建水井一口深8米、直径1.5米，加固两个塘
堰，砌石头墙45米长、60cm厚、2米高，开挖（清

水源村 9 8

371 枫林镇 石田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新修沟渠248米，宽均1.7米，深度1.2米，并加水泥
预制板

石田村 9 5

372 黄颡口镇 程法村 基础设施
六组门口塘

改造

①清淤300立方米
②浆砌块石200立方米
③大理石栏杆90米

程法村 4 4



（四） 产业路建设

373 木港镇 木港村 基础设施 产业晒场硬
化

木港老街临街场地硬化，长15米，宽38米，厚度0.15
米。

木港村 10 8

374 木港镇 新湖村 基础设施 机耕桥建设 新建出湖路机耕桥长10米，宽4.5米，两边护坡。 新湖村 8 8

375 木港镇 宋山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修建宋山村绒湖产业基地砂石路，长450米，宽

2.5米，厚度0.2米
宋山村 8 8

376 木港镇 双泉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下冲组至张家坪产业砂石路，全长500米，宽4.5米，

厚度0.3米。
双泉村 10 7

377 木港镇 西垅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修建新宝湖产业砂石路，长1.2公里，宽3.5米，厚
0.4米。

西垅村 7 5

378 木港镇 贺洞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修复贺洞村贺狮桥湖产业砂石路，全长4公里,宽

5米，厚0.2米。
贺洞村 29 29

379 木港镇 木港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在木港村化龙潭组修建产业砂石路300米，宽5米，填

土厚度1至2米
木港村 5 5

380 木港镇 枣园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产业基地修建宽3米，厚10公分的砂石路，250立方石

头护坡
枣园村 16 10

381 白沙镇 坑头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硬化
港边组新建产业路长100余米.宽3.5米，砂石回填硬

化100余米。
坑头村 4 3

382 白沙镇 金龙村 基础设施
产业园沟渠

建设
用石头浆砌沟渠每边长75米，每边石砌墙下底宽0.6

米，上底宽0.4迷，墙高1.9米
金龙村 4.98 3

383 白沙镇 平原村 基础设施 机耕路建设
朱华港下魏段水毁工程修复，宽4.5m，高3m，长

500m，6750m³土回填，机耕路修建，
平原村 14 10

384 白沙镇 平原村 基础设施 机耕路建设
新屋下组至平原山组长2000米，宽4.5米机耕路建

设，100根直径30的排水管
平原村 10 10

385 排市镇 官科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修建泉塘至牛头山下桃源合作社产业园水泥路，长

1000米、宽4米、厚0.2米
官科村 50 25

386 排市镇 铁铺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从铁铺学校至源山组修建中药材基地产业砂石路一

条，长1500米，宽5米。
铁铺村 10 10

387 排市镇 泉山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林坪组修建水果基地产业砂石路一条，长1500米，宽

4.5米。
泉山村 10 8

388 排市镇 石坑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白土库组田畈修建长500米、宽4米机耕路，填水坑

1992立方
石坑村 10 5

389 排市镇 官科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修建牛头山下桃源合作社产业砂石路，长1000米、宽
4米

官科村 12 5

390 排市镇 硖石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修建林上组至官庄组产业机耕路，长2500米、宽3.5
米

硖石村 5 4

391 三溪镇 姜福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白茶基地道路硬化建设900米，宽3米，厚0.15米 姜福村 19 19

392 三溪镇 柏树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白门楼组长1000米，宽4米，厚0.18米产业路 柏树村 10 8

393 网湖湿地 网湖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整基
拓宽硬化护

长550米、宽5米、厚0.2米
护坡长550、宽6米、厚0.1米

网湖村 45 24

394 兴国镇 宝塔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七里组、石浮组、益昌组产业主道路硬化建设长3600

米，宽5米，厚20CM
宝塔村 260 50



395 兴国镇 宝塔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沙咀组水产养殖基地块石砂填压2000米，宽3.5米厚
0.3米

宝塔村 16 8

396 兴国镇 宝塔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现代农业园机耕路水毁修复4000米，宽3米，厚0.3米 宝塔村 40 10

397 兴国镇 南市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该村王忠格至樟树咀道路（拓宽1.1公里宽2米厚0.2

米，新建0.29公里宽5.5米厚0.2米）
南市村 95 30

398 黄颡口镇 上严村 基础设施
抗旱水库建

设
修建抗旱水库，长90米，宽70米，清淤泥1.5米深，
水塘四边用土方加固、安装护栏，建设塘堰2个。

上严村 15 15

399 黄颡口镇 上严村 基础设施
村级产业路

建设
苗木基地基础建设砂石路500米，4米宽，厚度20cm；

排水沟40米，安装40cm水泥管。
上严村 10 10

400 王英镇 倪家村 基础设施 机耕路 机耕路长1500m，宽4.5m 倪家村 12 7

401 浮屠镇 龙井郭 基础设施 产业路
新建机耕路2.6公里，4米宽路基，填挖土方7000方，

铺石渣2.6公里，宽4米，厚0.2米
龙井郭 30 30

402 浮屠镇 龙井郭 基础设施 产业路
产业路硬化，长500米，路基3.5米，硬化长500米，

宽3米，厚度0.2米
龙井郭 15 5

403 龙港镇 界首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1、6组修建机耕路土石方工程长4公里 界首村 20 20

404 龙港镇 黄桥村 基础设施 产业园设施
产业园滴灌供水管、排水管铺设180亩，水井一个，

电房及配套设施。
黄桥村 40 28

405 龙港镇 上曾村 基础设施 机耕路建设 修建机耕路2.5公里 上曾村 10 10

406 枫林镇 南城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 产业路2公里拓宽1米水泥路，厚度20公分 南城村 15 5

407 浮屠镇 下李村 基础设施 产业园路 沁园农场柑橘基地500米产业路建设 下李村 20 8

（五） 其它

408 木港镇 陈祠村 基础设施 桥梁建设
陈祠组新建过港桥宽4.5米、高2.5米、长6米。桥墩

用石头砌，桥面用钢筋水泥浇灌。
陈祠村 8 7

409 洋港镇 崩山村 基础设施 其它 崩山村新屋小桥改造工程长13.1米，宽6米 崩山村 11 9

410 洋港镇 胡桥村 基础设施 其它
养鸡场新安装4KV电缆约400米，新挖水井1个，新修

沙石路4OO余米
胡桥村 5 5

411 白沙镇 吴东城村 基础设施 危桥整修
桥面整险加固，块石护坡76立方米，混泥土15立方

米，钢筋4.5吨。
吴东城村 9 7

412 白沙镇 石和村 基础设施 其它
石和村电子厂场地内硬化10㎝厚长75m宽10m、20㎝厚

长215m宽4m
石和村 12.6 5

413 王英镇 谷保村 基础设施 电网改造
新立电杆16基，改造380V下户线5条共计0.08KM，改

造10kV线路0.053kM
谷保村 24 24

414 王英镇 谷贞村 基础设施 电网改造
新立电杆15基，改造380V下户线5条共计0.07KM，改

造10kV线路0.053kM
谷贞村 22 22

415 龙港镇 坜上村 基础设施 安全护栏 7组道路安全护栏全长340米、高1.2米 坜上村 9 9



416 枫林镇 枫林镇 基础设施 电力杆迁移

全镇道路高压、低压31根电力杆迁移，架空绝缘导线
4129米，锥形水泥杆31根，迁移变压器配电箱含电缆
一整套1次，各类螺丝475根，LGJ-70钢芯铝绞线

650KG,（10kV三相隔离开关,1250A,20kA,手动双柱立
开式,不接地1组），（柱上断路

器,AC10kV,630A,20kA,真空,无隔离闸刀,户外1台）

枫林镇 46 45

417 三 阳新县 易迁贴息 易迁2.89亿元贷款贴息
扶贫投资开发

公司
1497 1497

418 四 阳新县
贫困农场
扶贫

产业发展
新华社区桔园改造200亩，土方平整、灌溉设施、大

棚8亩、护栏网3000米
荆头山 191 191

419 五 阳新县
贫困林场
扶贫

基础设施
新建桥梁一座长11米，宽6米，新砌挡土墙长130米，

宽1.2米，场地硬化300平方、桔苗2000棵
月山林场 50 50

420 六 阳新县 以工代赈 26个村基础设施建设 发改局 70 70

421 七 阳新县 雨露计划 贫困中职学生2600人，其中1940人每人补贴3000元 扶贫办 560 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