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田县乡村振兴资金到位安排使用情况

公告公示

截止 2021 年 11 月 23 日，于田县全口径乡村振兴资金

共 122914.5 万元。其中上级下达乡村振兴资金 122014.5 万

元；其他资金 900 万元。按照于扶领字(2020)71 号、于扶领

字(2021)5 号、于扶领字(2021)6 号、于扶领字(2021)21 号、

于扶领字(2021)22 号、于财农(2021)3 号等文件要求，现将

有关资金到位及安排使用情况公示如下：

一、资金来源

1、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6025

万元（其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资金 40831

万元，以工代赈资金 2670 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2091 万

元，国有贫困林场资金 168 万元，国有贫困牧场资金 265 万

元）。

2、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455 万

元（其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资金 6784 万

元，以工代赈资金 1757 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677 万元，

国有贫困林场资金 138 万元，国有贫困牧场资金 99 万元）。

3、第三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 万

元。

4、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4659.4664

万元（其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资金 12641

万元，农村道路管护人员补助资金 1200 万元，自治区易地

扶贫搬迁融资补助资金 818.4664 万元）。

5、涉农整合资金 19875.03 万元。



6、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第一批）支持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 31000 万元。

7、其他资金 900 万元。

2021 年资金到位情况统计表

2021 年于田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统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名称 文号 金额

1
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6025

扶贫发展资金
和地财扶〔2020〕

11 号
40831

以工代赈资金
和地财扶〔2020〕

11 号
2670

发展资金
和地财扶〔2020〕

11 号
2091

国有贫困林场资金
和地财扶〔2020〕

11 号
168

国有贫困牧场资金
和地财扶〔2020〕

11 号
265

2
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45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乡村振兴

和地财农〔2021〕11
号

6784

少数民族发展
和地财农〔2021〕11

号
677

以工代赈
和地财农〔2021〕11

号
1757

国有贫困林场
和地财农〔2021〕11

号
138

国有贫困牧场
和地财农〔2021〕11

号
99

3
第三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乡村振兴

和地财农〔2021〕44
号

1000

4 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4659.4664

扶贫发展资金
和地财扶〔2020〕

12 号
12641



农村道路管护人员补助资

金

和地财扶〔2020〕

12 号
1200

自治区易地扶贫搬迁融资

补助资金

和地财农〔2021〕

3 号
818.4664

5 涉农整合资金 19875.03

（1） 水利发展资金 2859.00

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统筹整

合部分）

和地财农〔2020〕

45 号
2859.00

（2）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476.00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统

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农〔2020〕

48 号
531.00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统

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农〔2021〕

17 号
945.00

（3）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2119.40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统筹整

合部分）

和地财建〔2020〕

130 号
2119.40

（4）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912.00

中央直达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统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农〔2020〕

50 号
741.00

中央第二批直达农田建设

补助资金（统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农〔2021〕

6 号
171

（5）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和地财农〔2020〕

66 号
711.00

（6）
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

付预算（统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农〔2021〕30
号

291.00

（7）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

金
586.94

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统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建〔2020〕

126 号
586.94

（8）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和地财建〔2021〕50

号
106.90

（9）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

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

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

和地财建〔2021〕41
号

3300

（10）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90.44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和地财社〔2021〕

3 号
2987.50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指

标调减）

和地财社〔2021〕

34 号
-2797.06



（11）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

筹部分）
1004.01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统

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建〔2020〕

120 号
1314.57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统

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建〔2021〕

32 号
-310.56

（12）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

资金（省级统筹部分）
4.1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中央

奖励资金（统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建〔2020〕

121 号
5.796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中央

奖励资金（统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建〔2021〕

24 号
-1.696

（13）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

资金
488.00

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补助（统筹整合部分）

和地财农〔2020〕

49 号
488.00

（14）

2021 年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专项（高标准农田和东北黑

土地保护建设项目）中央基

建投资预算（统筹整合部

分）（拨款）

和地财建〔2021〕

30 号
4032

（15） 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
和地财农〔2020〕

59 号
36.44

（16） 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和地财农〔2020〕

63 号
186.00

（17）
自治区畜牧业生产发展资

金

和地财农〔2020〕

58 号
151.00

（18）
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

资金

和地财农〔2020〕

64 号
32.00

（19） 林业补助资金
和地财建〔2021〕

17 号
115.92

（20）
自治区直达农田建设补助

资金

和地财农〔2020〕

65 号
164.00

（21）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和地财农〔2020〕

60 号
319.00

（22）

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用于农房抗震防灾工程补

助

和地财建〔2021〕

64 号
138.43

（23） 农村环境整治示范资金
和地财建〔2021〕

28 号
53.13

（24）
彩票公益金（包括体育和福

利彩票）

和地财综〔2020〕

21 号
13.00



（25） 旅游发展基金
和地财教〔2021〕

47 号
242.4

（26）
自治区安排基本建设投资

用于“三农”部分

和地财建〔2020〕

134 号
313.95

（27）

关于拨付 2021 年中央林业

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补助资

金（第二批）的通知

和地财建〔2021〕

68 号
28.97

6

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第一批）支持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资金

和地财农〔2021〕

16 号
31000

7 其他资金 900

合计 122914.5

二、资金安排使用原则

按照于扶领字(2020)71 号、于扶领字(2021)5 号、于扶

领字(2021)6 号、于扶领字(2021)21 号、于扶领字(2021)22

号、于财农(2021)3 号文件，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确

定，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按照以下原则安排使用资金。

一是项目责任单位严格按照于田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所批复项目的建设内容、地点和资金规模，组织加快项目实

施。

二是涉及政府采购项目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要求，办理招

投标手续。

三是责任单位做好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绩效管理工作，严

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做到资金专款专用，严格按项目

实施进度办理资金支付手续，严禁挤占，挪用和闲置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



三、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21 年财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安排金额 项目实施单位

1 小额信贷贴息资金 于田县各乡镇 5986.1456 于田县乡村振兴局

2 项目管理费 于田县各乡镇 200 于田县乡村振兴局

3 扶贫龙头企业贷款贴息项目 于田县 51.26 于田县乡村振兴局

4 于田县肉兔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建设项目 于田县阿日希乡 1655.55 于田县阿日希乡人民政府

5
阿日希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
于田县阿日希乡 160 于田县阿日希乡人民政府

6 于田县喀拉克尔乡肉兔产业项目 于田县喀拉克尔乡 748.39 于田县喀拉克尔乡人民政府

7 喀尔克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于田县喀拉克尔乡 260 于田县喀拉克尔乡人民政府

8 科克亚乡兔子养殖合作社补助项目（二期） 于田县科克亚乡 967.5 于田县科克亚乡人民政府

9 科克亚乡兔子补助项目 于田县科克亚乡 146.6 于田县科克亚乡人民政府

10 科克亚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于田县科克亚乡 340 于田县科克亚乡人民政府

11 于田县木尕拉镇黑木耳产业项目 于田县木尕拉镇 1350.288 于田县木尕拉镇人民政府

12 木尕拉镇乡村道路建设项目 于田县木尕拉镇 66 于田县木尕拉镇人民政府

13 木尕拉镇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于田县木尕拉镇 374 于田县木尕拉镇人民政府

14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鸽子养殖项目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 3666.4785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15 于田县生态鹅产业基地项目（一期）
奥依托格拉克乡、兰干乡、

阿热勒乡
4128.1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16 于田县生态鹅产业基地项目（二期） 于田县工业园区 9823.77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17 于田县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8万只多胎羊养殖） 于田县 15 个乡镇 5712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18 于田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 于田县 21500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19 于田县多胎羊养殖项目 于田县各乡镇 1775.4158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20 于田县 2 万多胎羊养殖项目 于田县各乡镇 1428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21
于田县英巴格乡艾山玉孙村等8个村2021年 1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于田县英巴格乡 1076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22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 于田县各乡镇 390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23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畜牧良种补贴资金 于田县各乡镇 125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24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项目 于田县各乡镇 130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25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加依乡、木尕拉镇稻田区等 7

个乡镇 2021 年 4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加依

乡、木尕拉镇稻田区等 7

个乡镇

4032 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26
于田县克里雅河阿热勒乡阿热勒艾日克村至木尕拉

镇古再村段综合治理项目

于田县克里雅河阿热勒乡

阿热勒艾日克村至木尕拉

镇古再村

500 于田县水利局

27 于田县 2020,2021 农业高效节水增收试点项目 于田县
15597.5598

3
于田县水利局

28
于田县农业高效节水增收试点项目 2019 年度实施

方案项目（续建）
于田县 4218.752 于田县水利局

29
于田县皮什盖河塔热阿格孜渠道段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

于田县皮什盖河塔热阿格

孜渠道段
624.09 于田县水利局

30 于田县阿羌河阿羌乡阿羌村段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于田县阿羌河阿羌乡阿羌

村段
1918.25 于田县水利局

31
于田县 2020 年克里雅河阿热勒渡槽上段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工程

于田县克里雅河阿热勒渡

槽上段
316.66 于田县水利局

32 于田县河道防洪治理项目 于田县 313.95 于田县水利局

33
于田县克里雅河阿热勒乡阿热勒艾日克村小流域治

理工程项目

于田县克里雅河阿热勒乡

阿热勒艾日克村
500 于田县水利局

34
于田县克里雅河阿热勒乡阿热勒艾日克村段综合治

理项目（右岸）

于田县克里雅河阿热勒乡

阿热勒艾日克村
525 于田县水利局

35 斯也克乡鹅产业发展项目 于田县斯也克乡 175.6466 于田县斯也克乡人民政府

36 斯也克乡乡村道路项目 于田县斯也克乡 183 于田县斯也克乡人民政府

37 斯也克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于田县斯也克乡 217 于田县斯也克乡人民政府

38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驴、兔产业附属配套以及喀尔

克乡、阿日希乡兔产业

附属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 1400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人民政

府

39
托格日尕孜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

施建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 240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人民政

府

40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于田县各乡镇 300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人民政

府

41 先拜巴扎镇鸽子养殖合作社补助项目（二期） 于田县 590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人民政府

42 先拜巴扎镇乡村道路项目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 115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人民政府

43
先拜巴扎镇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

建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 165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人民政府

44 先拜巴扎镇鸽子养殖合作社配套设备补助项目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 98.97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人民政府

45 先拜巴扎镇鸽子养殖合作社补助项目（三期）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 500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人民政府

46 于田县阿热勒乡东片区综合开发项目 于田县阿热勒乡 370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47 于田县阿热勒乡阿得让村东片区综合开发项目 于田县阿热勒乡 500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48
于田县阿热勒乡玫瑰花基地东片区田间灌溉工程建

设项目
于田县阿热勒乡 300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49 于田县阿热勒乡阿得让村中综合开发项目 于田县阿热勒乡 500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50 于田县工业园区新家园安置区土地平整建设项目
于田县工业园区新家园安

置区
157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51 于田县 2021 年林业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于田县 138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52
于田县工业园区新家园安置区小流域治理田间灌溉

项目

于田县工业园区新家园安

置区
450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53 退牧还草工程 于田县 391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54 于田县英巴格乡肉兔产业项目（二期） 于田县英巴格乡 3570.226 于田县英巴格乡人民政府

55 于田县英巴格乡肉兔产业建设污水处理配套项目 于田县英巴格乡 375.3245 于田县英巴格乡人民政府

56
于田县英巴格乡农牧科技示范园区安置点壮大村集

体经济建设项目
于田县英巴格乡 43.4664 于田县英巴格乡人民政府

57 于田县英巴格乡肉兔产业项目 于田县英巴格乡 495.5918 于田县英巴格乡人民政府

58
英巴格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设
于田县英巴格乡 239.999935 于田县英巴格乡人民政府

59
和田地区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特色旅游发展建设项

目
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 565.9858

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

60 旅游发展资金 于田县 242.4
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

61 于田县 2021 年雨露计划 于田县 1459.8 于田县教育局

62
于田县易地搬迁第一初级中学教学及配套用房建设

项目
于田县 4200 于田县教育局

63 于田县乡村道路管护员补助费 于田县 1200 于田县交通运输局

64 于田县 2021 年农村道路建设项目 于田县 500 于田县交通运输局

65
于田县兰干乡、阿羌乡、玫瑰小镇、木尕拉镇、

阿热勒乡道路建设项目

于田县兰干乡、阿羌乡、

玫瑰小镇、木尕拉镇、

阿热勒乡

1600 于田县交通运输局

66 于田县兰干乡乡村道路建设项目 于田县兰干乡乡 550 于田县交通运输局

67 于田县华菱牛业基础设施道路建设项目 于田县 3300 于田县交通运输局

68 疫情期间应急储备项目 于田县 1004.01 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69

英巴格乡阿亚克兰帕村易地搬迁安置点后续旅游产

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于田县 100 于田县英巴格乡人民政府

70
英巴格乡农牧园区安置点房屋改造项目

于田县 17.93 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71
2018 年易地搬迁安置点建设项目前期费用

于田县 34.635 于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2
于田县 2017 年农牧业园区易地搬迁安置点室外附

属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于田县 56.88 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73 于田县昆仑种羊有限公司草场引水项目工程 于田县昆仑种羊场 364 于田县昆仑种羊场

74
于田县 14个农村幸福大院及附属配套建设项

目
于田县各乡镇 500 于田县民政局

75 兰干乡敬老院消防水池及相关附属配套建设 于田县兰干乡 13 于田县民政局

76 于田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 于田县 1000 于田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77 于田县农牧民实训楼建设项目 于田县工业园区 1700 于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8 富民安居资金 于田县 328.87 于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9
于田县工业园区新家园安置区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

项目

于田县工业园区新家园安

置区
325

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人民

政府

80 于田县流动扶贫（特色农产品展销）餐车项目 于田县 190 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81 加依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于田县加依乡 240 于田县加依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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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阿热勒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
于田县阿热勒乡 260 于田县热勒乡人民政府

83 兰干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于田县兰干乡 340 于田县兰干乡人民政府

84
兰干簿孜亚管委会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

套设施建
兰干簿孜亚管委会 80 于田县兰干博孜亚管委会

85
奥依托格拉克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
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 159

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人民

政府

86 奥依托格拉克乡乡村道路建设项目 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 161
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人民

政府

87 阿羌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设 于田县阿羌乡 220 于田县阿羌乡人民政府

88 希吾勒乡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硬化及附属配套设施建 于田县希吾勒乡 80 于田县希吾勒乡人民政府

合计 122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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