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新县2021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备案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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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5

一 产业发展
1 洋港镇 坳上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茭白种植200亩 坳上村 15 15

2 洋港镇 崩山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石榴抚育160亩 崩山村 8 8

3 洋港镇 潮坑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红美人杂柑种植基地150亩 潮坑村 10 10

4 洋港镇 车梁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茭白种植150亩 车梁村 7 5

5 洋港镇 洞下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茶叶种植30亩 洞下村 15 10

6 洋港镇 桂源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红美人杂柑种植80亩 桂源村 15 15

7 洋港镇 胡桥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300亩茶叶基地喷灌设施 胡桥村 30 30

8 洋港镇 泉口村 产业发展 食用菌栽培 灭菌蒸棒设备5台 泉口村 30 30

9 洋港镇 沙地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折子粉 沙地村 10 10

10 洋港镇 田畔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月山茶叶基地抚育219亩 田畔村 10 10

11 洋港镇 下磨村 产业发展 食用菌栽培 花菇基地70亩 下磨村 10 10

12 洋港镇 燕窠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茭白种植300亩 燕窠村 10 10

13 洋港镇 洋港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折粉，年产8.8万斤 洋港村 15 15

14 洋港镇 洋港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柯于林家庭农场，梨子50亩 洋港村 5 5

15 白沙镇 白沙铺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县鑫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白沙铺村 40 6

16 白沙镇 大林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湖北晨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大林村 3500 9

17 白沙镇 韩家山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湖北晨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韩家山村 3500 15

18 白沙镇 金龙村 产业发展 种植杉树 投资合作大桥合作社种植杉树260亩、特色种植
40亩

金龙村 25 10

19 白沙镇 坑头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正道养殖场蛋鸡1.6万只 坑头村 100 10

20 白沙镇 坪湖林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湖北晨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坪湖林村 3500 15

21 白沙镇 石和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投资合作阳新县白沙镇百树生态果园农场种植60

亩晚熟扎柑
石和村 25 15

22 白沙镇 石清村 产业发展 草皮种植 投资合作阳新县优民生态草皮种植合作社扩建
200亩

石清村 240 15

23 白沙镇 土库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阳新县白沙平原米厂 土库村 300 9

24 白沙镇 吴东城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阳新县恰恰鱼鞋厂 吴东城村 100 10

25 白沙镇 项家山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马屋山养殖场 项家山村 100 15



26 白沙镇 巢门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湖北晨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巢门村 3500 15 

27 白沙镇 高椅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昌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稻虾混养
100亩

高椅村 50 2

28 白沙镇 公和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湖北晨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和村 3500 15

29 白沙镇 吕广村 产业发展 油茶种植 投资合作吕义高家庭农场油茶种植160亩 吕广村 27 15

30 白沙镇 三房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县白沙镇永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蛋

鸡养殖4万只
月星村 260 8

31 白沙镇 山口村 产业发展 白茶种植 投资合作白沙镇啊亮生态家庭农场种植白茶350
亩

山口村 310 15

32 白沙镇 舒畈村 产业发展 白茶基地 投资合作阳新县吉鑫专业合作社种植白茶450亩 舒畈村 400 15

33 白沙镇 五珠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湖北晨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五珠村 3500 15 

34 白沙镇 新星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福星页岩砖厂 新星村 1800 15

35 白沙镇 星街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投资合作阳新七峰高山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星街村 20 15

36 白沙镇 月星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县白沙镇永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蛋

鸡养殖4万只
月星村 260 15

37 白沙镇 珠林村 产业发展 优质水稻种
植

投资合作阳新方马农业专业合作社扩建水稻种植
250亩

珠林村 25 15 

38 白沙镇 赤马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投资合作湖北永福旺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赤马村 450 10

39 白沙镇 下畈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县胜昇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水产

养殖220亩
下畈村 60 15

40 白沙镇 石茂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阳新县白沙镇鑫旺粮油加工厂 石茂村 30 15

41 白沙镇 梁公铺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鹏旺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梁公铺村 60 5

42
海口湖管

理区
三洲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生产新型环保材料800万立方 新港园区 15 15

43
海口湖管

理区
营盘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生产新型环保材料800万立方 新港园区 15 15

44
海口湖管

理区
七约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生产新型环保材料800万立方 新港园区 15 15

45
海口湖管

理区
柏林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生产新型环保材料800万立方 新港园区 15 15

46
海口湖管

理区
经天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生产新型环保材料800万立方 新港园区 15 15

47
海口湖管

理区
广言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生产新型环保材料800万立方 新港园区 15 15

48
海口湖管

理区
罗于坵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生产新型环保材料800万立方 新港园区 15 15

49
海口湖管

理区
尧治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生产新型环保材料800万立方 新港园区 15 15

50
金海管理

区
金海管理区 产业发展 加工业

金海管理区组织西山村、凡庄村、径源村、竹林
村、塔时村五个村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新港园区 138 138



51 经济开发
区

官桥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1600

24

52 经济开发
区

太垴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22

53 经济开发
区

滑石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22

54 经济开发
区

银山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22

55 经济开发
区

用录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22

56 经济开发
区

东山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22

57 经济开发
区

塘堍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22

58 经济开发
区

周通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22

59 经济开发
区

泉池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占地16亩钢结构厂房 官桥村 22

60 排市镇 排市镇 产业发展 旅游产业
投资合作湖北滴水岩瀑布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发展旅游开发产业，新建玻璃栈道150米，

建设滴水梦境景点、玻璃观景平台。

排市镇 1200 280

61 三溪镇 田西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投资合作白茶基地

（黄冲、八斗、竹林、木林、田西、八湘、立中
、横山等村各30万）

三溪镇田
西村

300 240

62 网湖湿地 向录村 产业发展 水产特种养
殖

投资合作水产特种养殖40亩(桂鱼) 向录村 60 36

63 兴国镇 南市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县南市庆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

展500亩水产养殖
南市村 150 20

64 黄颡口镇 尖峰村 产业发展 再生资源 投资合作黄石振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尖峰村 200 12

65 黄颡口镇 军山村 产业发展 军山矿业 投资合作军山矿业 军山村 12 12

66 黄颡口镇 黄颡口村 产业发展
稻虾（蟹）

共养
投资合作阳新县超丰生态家庭农场分红：（阳新
县超丰生态家庭农场稻虾（蟹）共养，发展50亩

黄颡口村 280 10

67 黄颡口镇 周堡村 产业发展 生态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县周堡富达生态业合作社 周堡村 260 10

68 黄颡口镇 泵站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阳新县联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泵站村 12 12

69 黄颡口镇 程法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程法村 200 10

70 陶港镇 李才村 产业发展
稻虾（蟹）

共养
投资合作中粮集团，合作稻虾（蟹）共养项目 李才村 200 20

71 陶港镇 碧庄村 产业发展 采摘园
投资合作湖北碧晟农业开发公司水果基地采摘园

300亩；
碧庄村 500 20

72 陶港镇 赛桥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生态水产养殖：共有面积480余亩，主要以特色

生态养殖为主。
赛桥村 100 18

73 陶港镇 王桥村 产业发展 油茶种植 投资合作恒政家庭农场培育茶苗75亩。 王桥村 30 10

74 陶港镇 碧山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1、投资合作白茶基地200 2、铺设产业路

200米，宽4.5米，厚0.2米。
碧山村 50 20

75 陶港镇 上徐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养殖肉牛200头、牧草种植50亩。 上徐村 60 15

76 王英镇 鲁山村 产业发展 旅游产业 投资合作湖北仙岛湖仙湖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鲁山村 20 20

77 浮屠镇 阿冯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阳新县鑫鑫种养殖合作社畜禽养殖 阿冯村 60 15



78 浮屠镇 白浪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县合胜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白浪村 60 15

79 浮屠镇 北煞湖社区 产业发展
稻虾（蟹）

共养
投资江哥家庭农场，发展稻虾共养70亩

北煞湖社
区

30 15

80 浮屠镇 茶铺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湖北香格里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茶铺村 110 15

81 浮屠镇 朝六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投资阳新县浮屠镇儒英养殖场种植辣椒30亩 朝六村 35 15

82 浮屠镇 陈秀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阳新县鹏飞包装厂 陈秀村 295 15

83 浮屠镇 荻田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县鹏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120亩小龙虾
养殖

荻田村 120 15

84 浮屠镇 方林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阳新县明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鸭

5000只，宰猪110头。
方林村 60 15

85 浮屠镇 公桥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陈守仁家庭养殖场15万元 公桥村 100 15

86 浮屠镇 湖彭村 产业发展
稻虾（蟹）

共养
投资永盛种养殖合作社 湖彭村 20 15

87 浮屠镇 华道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格蕾斯淘衣岛服饰有限公司 华道村 300 15

88 浮屠镇 华垅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投资农耕年华合作社引进新技术，新品种，种植

杂柑80亩。
华垅村 80 15

89 浮屠镇 进中村 产业发展 花卉苗木
投资湖北富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花卉种

植200亩
进中村 50 15

90 浮屠镇 进中村 产业发展 中药材种植 投资阳新冉秦农场发展腊米种植50亩 进中村 50 30

91 浮屠镇 栗林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到阳新渔旺生态家庭农场，公司投资规模60

万元。
栗林村 60 15

92 浮屠镇 栗林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到阳新渔旺生态家庭农场，公司投资规模60

万元。
栗林村 60 8

93 浮屠镇 龙井郭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阳新县浮屠镇泰鑫家庭农场，养殖面积

6亩，养猪1000余头
龙井郭村 350 15

94 浮屠镇 芦湖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县朗朗生态农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芦湖村 30 15

95 浮屠镇 明九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统昱生态种养殖家庭农场，以养鱼为

主，规模210亩。
明九村 100 15

96 浮屠镇 前山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县前山村玉彩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前山村 150 15

97 浮屠镇 三保村 产业发展 花卉苗木 投资富康生态农业合作社 三保村 260 15

98 浮屠镇 森铺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宏盛页岩砖厂 森铺村 1600 15

99 浮屠镇 山泉村 产业发展
稻虾（蟹）

共养
投资浮屠山泉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泉村 200 15

100 浮屠镇 山下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扶贫资金投资到阳新县山下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

山下村 2000 15

101 浮屠镇 烧厂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阳新县浮屠镇宏卿针织厂 烧厂村 200 15

102 浮屠镇 十八折村 产业发展 食用菌栽培 扶贫资金投资到阳新县浮屠镇莲品食用菌家庭农
场

十八折村 30 15

103 浮屠镇 太泉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县红杰种养殖合作社水产养殖120亩 太泉村 35 15

104 浮屠镇 太屋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阳新浪山农业有限公司 太屋村 100 15

105 浮屠镇 汪佐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投资阳新县浮屠镇龙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汪佐村 32 15



106 浮屠镇 王志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志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王志村 24 15

107 浮屠镇 吴智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阳新县伍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牛24头 吴智村 25 15

108 浮屠镇 西边良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县浮屠红日家庭农场 西边良村 65 15

109 浮屠镇 下李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投资浮屠镇田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下李村 50 15

110 浮屠镇 下秦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阳新县百胜家庭农场，发展畜牧养殖 下秦村 130 15

111 浮屠镇 下汪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湖北翔成塑业有限公司 下汪村 80 15

112 浮屠镇 下屋村 产业发展
稻虾（蟹）

共养
投资阳新县浮屠镇春诚家庭农场 下屋村 45 15

113 浮屠镇 献甲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力铭养殖场，发展家禽养殖 献甲村 1200 15

114 浮屠镇 沿镇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县浮屠济贫家庭农场 沿镇村 25 15

115 浮屠镇 玉堍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阳新县兴湖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玉堍村 450 15

116 浮屠镇 张畈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张畈家庭农场 张畈村 60 15

117 浮屠镇 长港村 产业发展 食用菌栽培 投资阳新县桦源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长港村 45 15

118 城东新区 何垅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湖北何垅村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何垅村 30 30

119 城东新区 石震村 产业发展 花卉苗木 阳新县鑫富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石震村 35 35

120 城东新区 良荐村 产业发展 花卉苗木 阳新县鑫富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良荐村 30 30

121 城东新区 白杨村 产业发展 厂房建设 阳新县白杨建材厂 白杨村 20 20

122 城东新区 彭山村 产业发展 花卉苗木 阳新县鑫富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彭山村 20 20

123 城东新区 焦山村 产业发展 花卉苗木 阳新县鑫富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焦山村 30 30

124 龙港镇 龙港镇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祥云食品有限公司 龙港镇 1000 200

125 龙港镇 龙港镇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凉头采石厂 龙港镇 1000 200

126 韦源口镇 韦源口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韦源口村 18 18

127 韦源口镇 东湖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东湖村 18 18

128 韦源口镇 棋盘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棋盘村 18 18

129 韦源口镇 竹溪洲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竹溪洲村 18 18

130 韦源口镇 谭家畈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谭家畈村 18 18

131 韦源口镇 春湖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春湖村 18 18

132 韦源口镇 三保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三保村 18 18

133 韦源口镇 韦山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韦山村 18 18

134 韦源口镇 鲤鱼海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鲤鱼海村 18 18

135 韦源口镇 茅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茅村 18 18

136 韦源口镇 金盆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金盆村 18 18

137 韦源口镇 沙湖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与黄石港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合作 沙湖村 18 18

138 富池镇 大雅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大雅村 20 20

139 富池镇 小雅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小雅村 20 20

140 富池镇 林岩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林岩村 20 20



141 富池镇 五庄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五庄村 20 20

142 富池镇 良畈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良畈村 20 20

143 富池镇 孟铺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孟铺村 20 20

144 富池镇 丰山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丰山村 20 20

145 富池镇 上巢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上巢村 20 20

146 富池镇 富池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湖北尚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富池村 20 20

147 枫林镇 枫林镇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湖北东坡山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
建成5万只笼养蛋鸡养殖基地，拟建成20万只笼

养蛋鸡养殖基地

枫林镇 1700 150

148 枫林镇 南城村 产业发展 加工业 投资合作阳新县盛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竹笋加
工

南城村 40 24

149 枫林镇 刘冲村 产业发展 苎麻种植
投资合作阳新县常乐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苎麻基

地50亩
刘冲村 130 10

150 枫林镇 杨山村 产业发展 畜牧养殖 投资合作湖北福牛养殖有限公司，养殖肉牛500
头

杨山村 1000 20

151 枫林镇 枫林村 产业发展 油茶种植 投资合作樟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发展油茶150
亩

枫林村 40 10

二 以工代赈

152 王英镇 王英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王英村排水沟渠维修 王英村 2 2

153 龙港镇 舒畈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陈思礼组水渠改造项目 舒畈村 3 3

154 龙港镇 殊溪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小坑口沟渠水毁重建工程 殊溪村 4 4

155 龙港镇 星谭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水渠加固项目 星谭村 3 3

156 龙港镇 石丘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赤溪河整治项目 石丘村 3 3

157 龙港镇 龙港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龙港村 2 2

158 龙港镇 渡口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排水沟渠项目 渡口村 3 3

159 龙港镇 马岭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公路维护维修 马岭村 3 3

160 龙港镇 茶寮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欧下堰头河堤水毁块石硬砌项目 茶寮村 3 3

161 枫林镇 樟桥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路基扩宽工程 樟桥村 2 2

162 枫林镇 水源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水源村上林堰维修项目 水源村 3 3

163 枫林镇 沿冲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公路改造项目 沿冲村 3 3

164 枫林镇 杨桥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门口塘整治 杨桥村 3 3

165 枫林镇 刘冲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刘冲村 3 3

166 枫林镇 大桥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自来水项目 大桥村 3 3

167 排市镇 红山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公路硬化项目 红山村 4 4

168 排市镇 后坑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砂石路建设 后坑村 2 2

169 浮屠镇 方林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水泥路建设 方林村 3 3

170 浮屠镇 栗林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公路硬化 栗林村 2 2

171 浮屠镇 荻田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荻田太屋畈中渠整治 荻田村 3 3

172 黄颡口镇 凤凰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修复水渠 凤凰村 2 2



173 黄颡口镇 海口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道路硬化工程 海口村 2 2

174 三溪镇 世林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门口塘改造 世林村 3 3

175 三溪镇 藏河东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安全水井护栏 藏河东村 2 2

176 三溪镇 立中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路面硬化 立中村 4 4

177 木港镇 塘畔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项目 塘畔村 2 2

178 木港镇 吉山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吉山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田坝加固 吉山村 2 2

179 木港镇 太平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砂石路建设 太平村 2 2

180 木港镇 漆祠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公路扩宽项目 漆祠村 2 2

181 经济开发
区

官桥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王家坪组水泥道路 官桥村 2 2

182 龙港镇 金坪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整治 金坪村 3 3

183 龙港镇 朝阳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山田畈沟渠整治 朝阳村 3 3

184 龙港镇 石下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灌溉沟渠 石下村 3 3

185 龙港镇 上曾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公路项目 上曾村 6 6

186 龙港镇 界首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道建设 界首村 8 8

187 龙港镇 河东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修建沟渠
河东村北

山组
3 3

188 龙港镇 坜上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排水沟渠建设工程 坜上村 5 5

189 龙港镇 阮家畈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机耕路整治 阮家畈村 3 3

190 龙港镇 梧塘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道路护坡项目 梧塘村 3 3

191 龙港镇 孔志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三十亩放水渠项目工程 孔志村 4 4

192 龙港镇 居委会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排水沟渠工程 居委会 3 3

193 龙港镇 辛田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道路硬化 辛田村 4 4

194 龙港镇 汪家垅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排水沟石头墙项目 汪家垅村 4 4

195 龙港镇 茶寮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整治 茶寮村 4 4

196 龙港镇 门楼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项目 门楼村 3 3

197 枫林镇 沿冲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公路建设项目 沿冲村 4 4

198 枫林镇 大桥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整治 大桥村 2 2

199 枫林镇 汪源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整治 汪源村 2 2

200 枫林镇 石塘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公路改建工程 石塘村 3 3

201 白沙镇 石清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改造 石清村 2 2

202 白沙镇 金龙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江龙组环组西路 金龙村 2 2

203 浮屠镇 森铺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杨泗科组至丁山垴产业路 森铺村 4 4

204 浮屠镇 王志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水沟重修 王志村 2 2

205 浮屠镇 下秦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解决团圆组沟渠工程 下秦村 3 3

206 浮屠镇 下屋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下屋村 3 3

207 三溪镇 柏树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疏通 柏树村 3 3



208 三溪镇 立中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北山脚组公路 立中村 3 3

209 排市镇 下容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沟渠修复 下容村 2 2

210 兴国镇 宝塔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砂石路项目 宝塔村 2 2

211 网湖 向录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排洪沟整治项目 向录村 2 2

212 黄颡口镇 海口村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道路硬化 海口村 2 2

213 三
国有农林场巩

固提升

荆头山农场新建育苗林棚3座及相关产业基础设
施；半壁山农场建设生态产业园；月山林场修复
场部水毁工程、桥梁、道路硬化等。

353 353

214 四
外出务工补
助

为脱贫户外出务工提供一次性交通补助 60 60

215 五
新型经营主体

贷款贴息
为全县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提供贴息 61 61

216 六
易地搬迁后续

扶持
安排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项目 321 321

217 七
光伏扶贫奖
补

安排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项目 212 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