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新县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第二批）实施计划公示表

序号 镇区 村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具体内容 建设性质
项目建设地

点

项目实施主

体

投资资金（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 备注 是否脱贫村

总投资
财政衔接资

金

1 陶港镇 龙门村 产业发展
设施大棚建

设

1.土地平整12亩，开挖沟渠400米； 

2、建设砂石路100米，3.5米宽；

3、开挖水井1座；

4、建设钢结构大棚6000平方米，安装滴灌系统；

新建 龙门村 龙门村 30 25
带动周边农户30人就业、预计人均年增收8000元

、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2万元。
是

2 陶港镇 龙门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改善塘堰总共200平方、四周做安全护栏、底基层用混凝土灌溉、内

用砖块做20立方净水池。
新建

粑铺组门口

塘

龙门村民委

员会
9 8 改善居民生活用水 是

3 枫林镇 水源村 产业发展
水源村厂房

建设项目

建设1个长60米宽40米，占地2470.5㎡，高8.3米钢结构厂房，农产

品储存仓库、分包、电商物流为一体
新建 水源村 水源村两委 228 148

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安排带动

124户287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户、监

测对象35户，预计户均年增加收入1000元。

4 枫林镇 大畈村 产业发展
设施大棚建

设

新建大棚果蔬基地30亩，露天果蔬基地70亩，构建大棚、配套沟渠

路、水电网、标准化生产等设施等50万元。
新建 大畈村 大畈村两委 50 8

安排带动12户28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

户、监测户5户，户均增收1000元
是

5 枫林镇 坡山村 产业发展
坡山村金果

梨种植项目

新种植金果梨120亩，购苗19万元，土地平整12万元，人工费4.5万

元，化肥农药1.4万元，水管等配套设施4万元
新建 坡山村 坡山村两委 40 10

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2万元，安排带动20户41

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户、监测对象12

户，户均增收1000元

6 枫林镇 杨山村 产业发展
杨山村杂柑

种植项目

新种植杂柑40亩，土地平整5.8万元，地租1.6万元，肥料2.4万元，

人工2.2万元
新建 杨山村 杨山村两委 12 8

预计丰产后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0.6万元，安

排带动15户41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户

、监测对象8户，户均增收800元

7 枫林镇 坳上村 产业发展 蔬菜大棚
新建长50米、宽8米、高3米的镀锌管大棚10个，加透明抗老化膜，

共计5000平方米
新建 坳上村 坳上村两委 20 20

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万元，带动安排带

动38户79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户、监

测对象16户，户均增收1000元。

是

8 枫林镇 湖田村 产业发展

湖田村旅游

、研学基地

配套

为研学基地配套制作教室、住宿等设施，并设置农产品展销室和电

商平台
巩固 湖田村 湖田村两委 85 50

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安排带动84

户157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户、监测对

象57户，户均增收1500元

是

9 枫林镇 漆坊村 产业发展
漆坊村蔬菜

大棚项目

新建长42米，宽8米的大棚8个，材料为镀锌管，配套水肥一体化，

含土地平整、沟渠改造等
新建 漆坊村

湖北粒籽坦

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25 20

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万元，安排带动32

户94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户、监测对

象12户，户均增收1500元

是

10 枫林镇 大桥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发展茶叶种植280亩，主要用于看护房94.55㎡（长7米，宽

13.5米），砖混蓄水池175m³（长5米，宽10米，高3.5米），地膜蓄

水池360m³（长40米，宽3米，高1.5米），水塘3450m³（1600㎡*2.3

米），高压自吸水泵1台、潜水泵1台，4厢电缆线350米，2厢电缆线

100米，旋耕打草机2台，铺设灌溉水管4895米。

新建 大桥村 大桥村两委 20 20

预计年增加村集体收入2万元，安排带动45户112

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户、监测对象14

户，户均增收1500元

11 枫林镇 石塘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发展茶叶种植280亩，主要用于滴灌设备（灌溉水管5260米）、发

电机1台、农用地膜400捆、泵房设施一套（供水设施）、储水设备

若干、割草机1台

新建 石塘村 石塘村两委 20 20

预计年增加村集体收入2万元，安排带动38户92名

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户、监测对象

11户，户均增收1500元

是

12 枫林镇 樟桥村 产业发展 油茶种植
新发展油茶种植150亩，土地平整9万元，肥料6.5万元，人工2.3万

元，育苗管护3.3万元
新建 樟桥村 樟桥村两委 20 20

安排带动32户82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

户、监测对象13户，户均增收1500元
是

13 枫林镇 樟桥村 产业发展 蔬菜大棚

新建长20米、宽8米、高2.5米的蔬菜大棚，跨长8m*11连栋=88m/开

间4m*10间=40m、面积3520平方米、立柱高度3米，含外遮阳，含卷

膜通风每栋二道含风机湿帘，风机每栋二台

新建 樟桥村 樟桥村两委 60 60
安排带动74户148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其中脱贫

户、监测对象23户，户均增收1500元
是

14 枫林镇 五合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将铸钱源组原两座蓄水池（70立方米和50立方米）用混泥土进行内

外重新浇灌及更换水管75#、63#、40#、25#共3180米及配套设施
改扩建 五合村 五合村两委 14 10 保障铸钱源组57户378人生活生产用水 是

15 枫林镇 石塘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修建排洪渠350米、深1.5米，底宽1.5米、上口宽2米；通组公路混

凝土硬化300米、宽3.5米，厚10厘米
新建 石塘村 石塘村两委 28 8 保障邹家组农田灌溉，同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是



16 枫林镇 湖田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实施圻山组自来水入户工程，铺设主管道Φ110  2000米、Φ75  

1500米、Φ25入户管道1000米
新建 湖田村 湖田村两委 9 4 保障圻山组43户198人安全饮水 是

17 枫林镇 沿冲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罗山组至曾家皂水库两侧200米沟渠建设，浆砌宽75厘米，深1.3米

港坝。
新建 沿冲村 沿冲村两委 6 6

提升曾家皂水库安全饮水，保障竹林、西冲等7个

组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用水。
是

18 枫林镇 大畈村 产业发展
加工厂房建

设
新建150平方米断桥铝阳光晾干房 新建 大畈村 大畈村两委 10 10

预计投产后每年增收村集体收入4万元，带动周边

群众21户71人务工，产业分红带动全体村民增收
省驻点 是

19 枫林镇 石田村 产业发展
加工设备

购置
购置一台辣椒烘干设备 新建 石田村 石田村两委 15 3

帮助群众烘干辣椒等产品，带动增收，辣椒
种植群众年增收0.5万元

老促会

20 木港镇 石溪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石溪

村石下组果

蔬种植产业

项目

新建加厚钢结构果蔬大棚8个，拱管3.2X1.5，撑管50X1.5，共计

2400平方
新建

石溪村石下

组 石溪村 20 20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4户，安排带动20余名当地农民务

工就业。

21 木港镇 木港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木港

村蔬菜种植

建设钢结构果蔬大棚18个，共计4500平方，包括灭荒、土地开槽平

整、人工等。
新建

木港村化龙

潭组
木港村 30 30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5户，安排带动20名当地农民务工

就业。

22 木港镇 岩下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岩下

村蔬菜种植

建设钢结构果蔬大棚12个，共计3000平方，包括灭荒、土地开槽平

整、人工等。
新建

岩下村非贫

困村（非贫

困村）

岩下村 20 20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5户，安排带动10名当地农民务工

23 木港镇 塘畔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塘畔

村蔬菜种植

建设钢结构果蔬大棚12个，共计3000平方，包括灭荒、土地开槽平

整、人工等。
新建

塘畔村建坪

组（脱贫

村）

塘畔村 20 20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监测对象8户，安排带动15名当

是

24 木港镇 枣园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枣园

村果蔬种植

建设钢结构果蔬大棚12个，共计3000平方，包括灭荒、土地开槽平

整、人工等。
新建

枣园村胡受

组
枣园村 20 20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6户，安排带动10余名当地农民务

25 木港镇 北山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北山

村大棚养殖

东岭组新建钢结构牛棚500平米，棚内设置牛槽，铁栏杆，围墙，以

及地面硬化。
新建

北山村东岭

组
北山村 30 30 带动脱贫户3户，安排带动10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

26 木港镇 学诗村 产业发展
木港镇学诗

村大棚建设

学诗村学诗组新建钢结构养殖大棚长 43米，宽12米，高度4.2米，总

面积516平方米，棚内硬化516平方，厚度10厘米
新建

学诗村学诗

组
学诗村 15 15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3户，安排带动10名当地农民务工

是

27 木港镇 新湖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新湖

村水果种植

在三组地头至荆头山旱地种植梨子种植 50亩，每亩100-120株，包括

灭荒、土地开槽平整，购苗、施肥、培育、人工等。
新建 新湖村 新湖村 25 25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28 木港镇 坳头村 产业发展
木港镇坳头

村厂房建设
新建钢结构炉具厂房长48.5米，宽15.5米，总计751平方米 新建

坳头村王英

组
坳头村 20 20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3户，安排带动10名当地农民务工

29 木港镇 漆祠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漆祠

村蔬菜种植

项目

在漆祠村老屋湾组建设钢结构大棚600平方。 新建
漆祠村老屋

湾组
漆祠村 15 15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6户，安排带动脱贫户10名当地农

30 木港镇 贺洞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贺洞

村白茶种植

产业项目

1.补栽茶苗5亩；

  2.茶园基地新建抗旱蓄水池2处（每处高4.5米、直径5.2米，蓄水

95立方米）。

新建

贺洞村贺狮

桥组（非贫

困村）

贺洞村 20 20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8户，安排带动30名当地农民务工

31 木港镇 金河村
产业

发展

木港镇金河

村木港薯粉

坨生产加工

1.新建木港薯粉坨生产加工工厂1000平米；

  2.新建无尘车间800平方米。
新建

金河村上沙

坪组

金河村+湖

北吾耕电子

商务有限公

60 15

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产业，以土地

租金、提供务工岗位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脱贫户、监测对象5人就业，安排带动20

是

32 木港镇 塘畔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村组道路硬化累计长1.76公里，路面宽度从3米拓宽至4.5米，厚度

0.2米，其中横岭组至炉田组凉亭0.76公里，上竹林组柯木生家至观

塘组与金河村交界处1公里。

改扩建
塘畔村

1.7.8.9组
塘畔村 30 6 方便全村450户2200人出行 是

33 木港镇 学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学诗村石垅路口至村委会道路硬化，长度140米、宽度4.5米、厚度

0.2米
新建

学诗村塘头

组
学诗村 8 8

方便群众出行及全村群众道村委会办事 ，提升我

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
是



34 木港镇 金河村 基础设施 村庄整治
硬化两个晒谷场800平方，其中：老屋组晒谷场长27米、宽16米、厚

0.12米；新屋下组晒谷场长30米、宽15米、厚0.12米。
新建

老屋组、新

屋下组
金河村 8 8 方便三个小组143户679人村民农作物出晒加工 是

35 木港镇 金河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新建机耕路长1000米、宽4米，其中：①自来水厂：上接自来水厂，

下至柯尊林家长500米；②皂家湾：上接皂家湾最上田，下至村主干

道长500米。

基础设施
自来水厂下

、皂家湾
金河村 11 6 方便五个小组计200余亩农田耕种 是

36 木港镇 金河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柯家老屋门口港堤石头浆砌长100米、高1.5米，宽度0.4米 基础设施 柯家老屋 金河村 6 6
可改善“柯家老屋”省级文物古民居，门前人居

环境
是

37 木港镇 子山村
产业

发展
蔬菜大棚 子山组新建连体温室大棚670平方。 新建

子山村子山

组
子山村 10 10 带动脱贫户3户，增加村集体收入 省驻点

38 木港镇 丰台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丰台河柯亨银家门口河段河道块石护砌 ，长度70米，宽度0.9米，高

度4.5米。
新建 丰台村 丰台村 10 4

保障丰台村灌溉行洪安全，方便丰台组、长冲源

组、老屋基组、桂林组、凤凰山组400亩农田灌溉
老促会

39 黄颡口镇 泵站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泵站村五组建设钢结构阳光蔬菜大棚 5个，每个大棚长30米宽6米，

双层保温膜，及自动喷淋系统和电器设备等，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左

右。

新建 泵站村五组 泵站村 30 30
带动脱贫户及村民就业12人，人均年增收

3000元，同时预计年增加村集体收入2.6万元
是

40 开发区 塘堍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基

地建设

100亩水果基地建设，主要内容为沟渠建设，U型设计，建设长度503

米，面宽06-0.8米，高度0.5米
改扩建

塘堍村水果

种植产业发

展基地

塘堍村 10.6 8

预计年增加村级收入5000元；方便100亩水果种植

基地灌溉、排涝，及带动脱贫户4户16人就业，每

人年增加收入2000元

41 兴国镇 宝塔村 产业发展
湖蒿基地建

设

湖蒿基地新建深水井5个（每个井深100米，直径0.2米）；新建泡蒿

池5处（计1150平方米）
新建 宝塔村 宝塔村 40 40 解决宝塔村万亩湖蒿保鲜问题，增加村民收入

42 三溪镇 龙泉村 基础设施 土地整治
撂荒地平整35亩，修建水沟长150米宽0.8米高0.8米，机耕路

长40米宽2米
改扩建 龙泉村 龙泉村 10 10 改善铁炉组、相甫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是

43 三溪镇 世林村 产业发展
设施大棚建

设

新建半坡钢结构温室大棚一栋，长53.5米，宽9米，面积482平方，

铺设通电、保温设施
新建 世林村 世林村 8 8

预计年增加村集体收入0.5万元，带动村民务工增

收

44 三溪镇 立中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新建水沟100米，其中65米宽0.8米高0.8米，35米宽0.7米高0.5米，

塘岸砌石块长100米宽0.6米高1.2米
改扩建

立中村周家

畈
立中村 8 8 改善群众用水条件 是

45 龙港镇 岩泉村 产业发展
油茶产业加

工
新建砖混结构油茶加工厂房一栋800平方米及相关配套设施 新建 岩泉村

岩泉村村委

会
80 80

预计每年增加村经济收入6万元左右，带动10余户

村民就业，其中脱贫户5户，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

左右

46 龙港镇 界首村 产业发展
水果产业链

产品加工
新建钢结构厂房一栋900平方米及相关配套设施 新建 界首村

界首村村委

会
56 56

预计每年增加村经济收入4万元左右，带动10余户

村民就业，其中脱贫户5户，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

左右

是

47 龙港镇 汪家垅村 产业发展 蔬菜种植 土地平整100亩，Φ25钢管建设蔬菜大棚均长67米*宽8米，合计50个 新建 汪家垅村
汪家垅村村

委会
80 80

预计每年增加村经济收入4万元左右，带动20余户

村民就业，其中脱贫户5户，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

左右

48 龙港镇 金坪村 产业发展
家禽养殖智

能鸡场
新建钢结构大棚厂房一栋1000平方米及相关配套设施 新建 金坪村

金坪村村委

会
70 70

预计每年增加村经济收入5万元左右，带动10余户

村民就业，其中脱贫户5户，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

左右

49 龙港镇 汪家垅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45亩桔园设施建设，主要内容为滴灌PE75Φ400米，PE20Ф4100米合

计45亩
新建

汪家垅村

上湖田

汪家

垅村村委会
8 8

柑橘丰收后村民人均增收300元，并解决2个脱贫

户就业，每人年增收3000元

50 龙港镇 岩泉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沉淀池改扩建及出水口清理，安装Φ75水管760米 改扩建
岩泉村五组

兵塘下

岩泉村村委

会
6 6 解决五个村民小组250户1500人安全饮水

51 龙港镇 阳辛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建砖砌配电房15㎡，安装Φ110塑料管600米，配套25KW水泵一台 新建 阳辛村三组
阳辛村村委

会
6 6 改善全村全村600余户2700余人的日常用水质量

52 龙港镇 大桥铺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大桥铺村兴隆桥至杉栏梓沟渠第二段沟渠清淤疏通 ，块石浆砌760立

方
新建

大桥铺村兴

隆桥至杉栏

梓

大桥铺村村

委会
29 29

解决370户，2200余群众日常用水及生产排涝灌溉

用水
是

53 龙港镇 界首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蓄水池上口周长40米，下口周长31米，高5.3米，壁厚0.2米混凝土

钢筋浇灌，容量约530立方。
新建

界首村军山

组

界首村村委

会
6 6 解决军山组38户179人，人畜饮水安全。 是

54 龙港镇 月台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塘坎石砌长70米*高2米*均宽0.6，Φ40排污管道100米，三处沙井，

安装防护栏70米，塘边场地硬化100㎡
新建 月台村十组

月台村村委

会
8 8

解决月台村十组400余人生活用水排污，消防、畜

用水。及环境整冶
是

55 龙港镇 高黄村 基础设施 沟渠盖板
十组沟渠盖板长248米*宽2.4米*厚0.2米，8处混泥土盖板长3.2米*

宽4米、厚0.3米，砖砌60立方
新建 高黄村

高黄村村委

会
8 8 解决十组100余户500余人安全出行 是

56 龙港镇 汪家垅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新建杂甘基地长300米，宽0.4米，高0.45米U型水泥槽沟渠 新建 汪家垅村
汪家垅村村

委会
6 6

解决20亩杂甘基地渍水问题，带动2户脱贫户就

业，增加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户就业增收
老促会



57 龙港镇 高黄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挖土方及转运500立方米，块石浆砌长约200米，底宽0.6米，高度

1.2米，上宽0.4米。
新建

高黄村 1组

、11组田野

两侧

高黄村村委

会
10 10

抗旱防汛，救灾减灾，保护680亩农田农作物种植

安全、确保稳产增收。
省驻点

58 富池镇 丰山村 产业发展
中药材种植

项目

新发展覆盆子种植400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平整荒地和闲置土地

400亩，购苗、肥料、栽植人工等费用；新建20吨存储量冷冻库；
新建 丰山村 丰山村 20 20

1、丰产后预计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2、带动

当地5名劳动力务工就业，年增收3000元；3、安

排带动5名脱贫户就业，年增收3000元。

59 洋港镇 下畈村 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奖

补

新建茶油生产车间2000平米，扩建油茶基地200亩，包括土地平整、

新栽种苗，购置两套茶油生产设备。
新建 下畈村

下畈村村委

会
100 25

带动脱贫户5户，预计人均年务工增收4800，带动

10户农户，预计年人均务工增收5000
是

60 洋港镇 潮坑村 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奖

补

新建150余亩水果高新科技示范产业园项目，其中发展杨梅50亩、柑

橘100亩，土地平整、新栽种苗、有机肥料150吨。
新建 潮坑村

潮坑村村委

会
80 20

带动脱贫户5户，预计人均年务工增收4800，带动

10户农户，预计年人均务工增收6200
是

61 洋港镇 燕窼村 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奖

补

更新鹌鹑养殖厂机械设备，升级自动投料槽6360个、全自动料线4套

、全自动饮水设备4套、全自动清粪设备26套、鹌鹑养殖笼具1060组

。

新建 燕窼村
燕窼村村委

会
100 25

带动脱贫户5户，预计人均年务工增收4000，带动

20户农户，预计年人均务工收入30000余元
是

62 洋港镇 洋港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发展茶叶120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120亩，肥料、栽茶人

工费等
新建

洋港村六塘

山

洋港村村委

会
20 20

丰产后预计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5万元，同时带动

农户务工，年增收3000元

63 洋港镇 胡桥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九龙宫水库尾浆砌石沟渠长30米宽1.6米高2米厚0.8米，浆砌石96立

方米，土方挖开回填180立方米
改扩建 胡桥村 胡桥村委会 8 4 改善泥石流对九龙宫水库的毁坏 老促会

64 王英镇 高山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新建杨梅30亩水果生态采摘园,每亩栽种杨梅60株，直径5-7公分，

株高1.5米。
新建

高山村华元

组
高山村 20 20 

巩固产业发展，打造观光农业基地，预计年增加

村集体收入1.5万元，带动户脱贫3户就业增收

65 王英镇 蔡贤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铺设63#管道1300米，32#管道1000米，蓄水池维修 新建 大塘山小区 蔡贤村 6 6 提升大塘山48户200余人的饮水保障能力

66 王英镇 附坝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硬

化

下郑组排水沟两边砌石头，全长80米，高3米，宽1米；修建入户

桥，桥面长6米，桥面宽4米。桥面厚0.3米
改扩建 下郑组 附坝村 12 8 

有利于提升下郑组村民23户93人安全出行，提升

群众出行安全
是

67 王英镇 新街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塘泥清淤192立方米，塘四周砌筑总长56米、砌上宽0.5米、下宽0.7

米、高2.5米石头墙；排洪沟整治长82米
改扩建

熊家山伍讼

公
新街村 5 5 有利于防汛抗旱和灌溉熊里组水田 是

68 王英镇 新街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清淤、开挖渠道，渠道两侧砌24砖墙，高0.7米、宽0.6米，沟底硬

化0.1米、沟面盖水泥板，新建长4米、宽3米、高2.5米的化粪池
新建 新街大道 新街村 5 5 有利于生活污水净化排泄，提升村居环境卫生 是

69 王英镇 新街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清淤维修老渠道370米；新建渠道砌石头墙长130米，高1.3米、宽

0.5米，沟底宽0.7米，沟底硬化0.1米厚，沟面盖水泥板
改扩建 新街组 新街村 7 7 有利于防汛抗旱和灌溉新街组水田 是

70 王英镇 新屋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建设生态茶园产业路500米 新建

新屋村泉达

山、龙口尹

、塘窝组

新屋村 10 10 

实行茶旅结合的方式，带动周边及附近富余人口

80人就业，及提升群众户均增加收入3000元，丰

产后，年纯收益8万，同时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

态效益。

省驻点 是



71 王英镇 大湖村 产业发展 茶叶种植 新建储水池长6米，宽5米，高2米 新建
大湖村石坪

组
大湖村 6 4 有利于100亩茶叶灌溉和蓄水抗旱。 老促会

72 王英镇 蔡贤村 产业发展 蚕桑种养殖 改造低产桑园50亩。 改扩建 蔡贤村 蔡贤村 13 4 
1、桑园年增产值20%，增加集体收入；

2、带动新增脱贫户就业25人。
老促会

73 浮屠镇 芦湖村 产业发展
设施大棚配

套建设

1.开挖建设大型蓄水池一个。

2.20亩设施大棚安装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
新建

北煞湖西渠

（脱贫村）

茶芦湖村村

委会
35 30

1.带动脱贫户、监测对象18户18人

2.安排带动20户20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

3.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8万元

是

74 浮屠镇 王志村 产业发展
设施大棚配

套建设
1.大棚灌溉设施水管2500米（主水管150米）；

2.电网400米；

新建

北煞湖王志

农场（非贫

困村）

王志村村委

会
20 20

1.带动脱贫户15户30人

2.增加15户脱贫户就业增收。3.预计年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2万元

75 浮屠镇 茶铺村 产业发展 水果种植

1.新建厂房200平方米（铁棚）；2.荒地平整100亩；3.杂柑种植120

亩（套种紫苏100亩）；4.灌溉水管25000米（大小管）、喷头；5.

大型水泵1台；6.建设护栏2500米

新建
茶铺村佘家

垴组

茶铺村村委

会
80 20

1.带动脱贫户5户

2.安排带动10户15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

3.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万元

76 浮屠镇 献甲村
产业发展

（奖补）

蛋鸡养殖项

目

1.鸡舍55米长，11米宽；

2.蛋库50米长，8米宽；

3.仓库50米长，8米宽；

新建 献甲村
献甲村村委

会
100 20

1.带动脱贫户14户21人  2.带动12户16名当地农

民务工就业

77 浮屠镇 明九村
产业发展

（奖补）

水果、蔬菜

种植
新建湖蒿大棚20亩，引进种植火龙果新品种-黄龙果及异香浓40亩 新建

明九村楼下

组

明九村村委

会
87 20

1.带动务工24人，人均年收入3.6万元

2.季节性用工800人次，人均年收入3200元

78 浮屠镇 森铺村
产业发展

（奖补）
农产品加工

1.钢架厂房长51米，宽24米，高17米

2.地基平整2100平方米
新建 森铺村九组

森铺村村委

会
169 20

1.带动脱贫户、监测对象5户

2.安排带动9户9名当地农民务工就业

3.年烘干4050吨水稻，烘干服务面积4.6万亩

79 浮屠镇 下汪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沟渠清淤465立方米、沟渠底部硬化长170米、宽2米、厚0.2米、沟

渠浆砌块石760立方
改扩建 下汪村 下汪村委会 55 50 解决村民水田200多亩抗旱排涝 是

80 浮屠镇 张畈村 产业发展
设施大棚建

设

新建钢架大棚25个，每个长50米，宽8米，双层保温膜，占地面积共

10000平方米。
新建 叶子树七组 张畈村委会 30 30

壮大村级经济，预计年增加村集体收入3万元，同

时带动 5户 10人务工，人均年增收3000元。
是

81 浮屠镇 公桥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港底石方回填长13米，宽8.5米、深2.1米，混凝土硬化110平方米；

港堤钢筋混凝土硬化护坡长11.5米、高4米、宽0.4米
新建 公桥村 公桥村委会 11.8 10 消除港堤溃坝隐患，避免洪涝灾害 省驻点 是

82 浮屠镇 张畈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三八港堤加固长710米，宽4米，厚0.6-0.8米，铺黄土和石渣，排水

口块石浆砌
改扩建 张畈村 张畈村委会 21 10 确保三八港排水设施安全，避免产业洪涝灾害。 省驻点 是

83 浮屠镇 吴智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水塘四周水泥钢筋硬化，长171米，厚0.25米，高1.8米。建设排水

口2个。
改扩建 吴智村 吴智村委会 15 4 方便水田灌溉及避免洪涝灾害 老促会

84 排市镇 铁铺村 公共服务 安全饮水 在源山组新建水塔一坐，畜水量8吨，水管安装1600米 新建 源山组 铁铺村 10 6
改善基础设施，便于群众生产生活，保障饮水安

全和便利性。
否

85 排市镇 排市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维修大垅港桥梁及产业路悬空砌石维护 改扩建 大垅 排市村 8 5
改善基础设施，消除安全隐患，便于群众生产出

行。
是

86 排市镇 排市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修建大龙袁家垅至南山林场产业水泥路，长1000米，宽3.5米，厚0.2

米
新建 袁家垅 排市村 40 10

改善基础设施，便于群众出行、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农产品销售运输。
省驻点 是

87 排市镇 官科村 基础设施 护坡工程
公赛组修建沟渠护坡，长90米，高1.5米，底宽0.8米，顶宽0.6米，

块石浆砌建造
新建 公赛组 官科村 4 4

改善基础设施，便于群众生产生活，解决防汛抗

旱、农田排涝灌溉问题。
老促会 是

88 白沙镇 赤马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总长1600米，宽3.5米，厚0.2米 新建 赤马村 赤马村 64 24 方便全村230户920人村民出行，助产业发展 是

89 白沙镇 枫树下村 公共服务 安全饮水
1.饮水安全池四周钢筋混泥土浇灌2个长6米、宽5米、高2米 ，砼厚

度0.2米，另1个长10米、宽8米、高3米砼厚度0.2米.
新建 枫树下村 枫树下村 11 8

全村368户1581人1.解决全村水田灌溉问题，稳定

村民经济收入

90 白沙镇 同斗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泄洪道建设（长75米，宽1.2米，高1.5米）混凝土110m³，预制板安

装450米，
新建 柯新屋组 同斗村 26 9

解决了基本农田抗旱排洪、灌溉问题，助力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
是

91 白沙镇 同斗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蔬菜基地前排水沟护坡建设（长35米，宽1.8米，高1.5米，护坡靠板

150平方米）
新建 柯新屋组 同斗村 13 11

解决了基本农田抗旱排洪、灌溉问题，助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
是

92 白沙镇 吕广村 基础设施 公路建设 在吕广湾和汪天组公路硬化，计长约1100米，宽3.5米，厚0.2米。 新建 吕广村 吕广村 41 20
打造宜居村庄，改善全体村民出行及生活环境，提

高交通条件。



93 白沙镇 汪武颈村 基础设施 公路硬化 路面硬化长1300m,宽3.5m,厚0.2m,采用C30混凝土。 新建 汪武颈村 汪武颈村 49 20
便民出行，维护出行安全，乡村整治，美化生活环

境。
是

94 白沙镇 新星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建造水井直径2米，深6米。1.挖基坑土方96m³。2.钢板桩96㎡。3.余

方弃置96m³。4.回填方80m³。5.混凝土管6m。6.水泥混凝土68㎡。

7.石质栏杆30m。8.挖沟槽土方50m³。9.回填方20m³.10.U型混凝土

改扩建
新星村柏新

组
新星村 5.38 3 改善柏新组村民安全饮水问题

95 白沙镇 吴东城村 基础设施 沟渠建设
修建水渠长31O米，宽0.6米，高0.6米，包括清基41立方、开挖111立

方米等
新建 堰头组上畈 吴东城村 6.5 6 解决了基本农田抗旱排洪、灌溉问题 是

96 白沙镇 舒畈村 基础设施 产业路建设 长400、宽3.5米、厚0.2米的产业路水泥硬化 新建
阳新县吉鑫

种植合作社
舒畈村 14 10 便于产业发展农产品运输 是

97 白沙镇 珠林村 基础设施 塘堰建设

1、塘坎加宽长50米*2米*2米，加宽加高土方约380个立方。2、塘内

清淤约挖机用时约55个小时，土方回填约1800个立方，3、地漏管及

砖支墩3墩。4、浆砌块石约132个立方。

改扩建 珠林村 珠林村 8 6
解决珠林组212户，750人，260多亩水田灌溉蓄水

的问题。
是

98 白沙镇 珠林村 基础设施
村组道路建

设

新建公路硬化长337米，宽3.5米，厚20公分，路面挖机用时约48个小

时，土方运输约200个立方。
新建 珠林村 珠林村 18 15

解决珠林村三房组及冯家庄组220户720多人口出行

问题。
是

99 白沙镇 吴东城村 基础设施 公路扩宽
黄习组至堰头组大港道路水泥硬化扩宽长 1600米，宽0.6米，厚

0.2米，约192立方米，
扩建 吴东城村 吴东城村 11 10 方便了村民安全出行 省驻点 是

100 白沙镇 青山村 基础设施 公路护坡
 清除表土437m³，挖石方860m³，回填方1761.94m³，浆砌石块

705m³，石渣1132m³，挡墙压顶19.26m³
新建 青山村 青山村 60 3

打造宜居村庄，改善全体村民出行及生活环境，提

高交通条件。
老促会

101 阳新县 县农业局 产业发展
柑橘、茶叶

种植

全县新发展柑橘5866亩，对型经营主体和脱贫户提供杂柑苗35.2万

株供苗补贴；茶叶3050亩，供苗91.5万株
新建 各镇区

经营主体和

脱贫户
1500 452.69

带动脱贫户和周边种植户增收，受益总人数3000

人，其中脱贫户944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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