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埔府办函 (2019) 137 号

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 2019 年
大埔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分配方案的批复

县财政局:

8 月 14 日你局提交《关于批准 <2019 年大埔县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分配方案(送审稿) >的请示))(埔财农字 (2019) 35 号)，

请求县政府批准 2019 年大埔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分配方案。经

县政府研究，批复如下:

为促进涉农资金使用由分散到集中、从低效到高效转变，切

实提升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县政府同意 2019 年大埔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分配方案。请你局印发实施并依法依规做好相关工

作。

此复

.
�

丁，

抄送:县委办，县农业农村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林业局，青溪镇

政府。



附件

2019 年大埔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分配方案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 任务实施单位 任务清单 任务量
任务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资金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农业保险。 672.49
肉猪保险省级 286.32 万元、水稻保险 260.24 万元;蜜怕

县农业农村局 保险 84.31 万元:农房保险 41.62 万元。

土地流转、扶持产业、扶持新型经营主体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203.00 土地流转、扶持产业。

8 个。

土地治理项目 l个及 5 个产业化扶持项目，主要改善密抽
县财政局 土地治理。 续建优势特色产业示范项目区。 188.00 种植环挠，建设仓库、车间、地面硬底化，购置仓储物流

设备等，提高我县蜜怕行业初加工、深加工水平。

提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提升休闲农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构建新 业与乡村旅游省级示范点的基础设施水
茶叶精深加工建设。农业生产 70.00

型乡村助农服务体系。 平，按各试点县制定的试点方案推进各项
发展类 工作。

创建"粤字号"农业知名品
补助 2018 年新增的省级"菜篮子"基地。

2018 年新增的省级"菜篮子"基地，每个基地补助金额 5
10.00

牌、市场体系建设。 万元。

县农业农村局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完成上级安排的饲料质量监督抽检任务。

印制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手册、横幅等。举办畜禽
1.00

用。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培训班。

开展动物免疫监测、检测预防等工作及强
大麻、枫朗两个免疫示范镇、购置禽流感等 n材和防护用

动物疾病防控和屠宰管理。 29.00 品、国家级、省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与监督抽检;
化防疫体系建设。

"瘦肉精"监测:购置扑杀器等防疫物资。

特色农业体系建设。 农业科普培训示范基地建设。 100.00
打i在 200 平方米农业科普展厅， 200 平方米农业实用技术

和职业技能培训 iI室，园区道路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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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项目类别 任务实施单位 任务清单 任务量

资金

A 计 1273.49口

2019 年 16个行政村要达到干净整洁村标准，其中每个行
打追茶阳恋墩村、百侯侯南村、桃源新东

政村至少有 1 个以上自然村达到特色精品村标准， 40% 以
村等示范村 16 个。其中新东村 500 万元， 6200.00

上自然村达到荣丽直居村标准，到 2020 年，美丽宜居村
其他村每村 380 万元。

比例 100% ，打造一批特色精品村。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

县农业农村局 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重点
2019 年四河镇 27 个行政村要达到干净整洁村标准，美丽打造示范村、示范镇。

宜居村比例 20% 以上:到 2020 年，美丽宣居村比例 50%农村人居
打造示范镇 1个(西河镇)。 1000.00

以上，特色精品村比例 10% 以上;到 2022，美丽直居村环境整治

比例 70% 以上，特色精品村比例 15% 以上。类

农村 J，JiI]所革命。 300.00 三级化粪池建设为主。

建设通 200 人以上自然村公路路面硬底
农村公路路基、路面、桥涵、附属设施;旅游景区公路路

县交通运输局 四好农村路建设任务。 化、砂土路和等外路改造:建设通旅游景 3024.00
基、路面、桥梁、涵洞、附属设施等.

区公路等。

A 计 10524.00口

精准扶贫
县农业农村局

建格立卡贫困户小额贷款贴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小额贷款给予贴息。 16.00 统筹用于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发展生产等脱贫增收资金。

精准脱贫 息。



项目类别 任务实施单位 任务清单 任务量
任务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资金

，E弘Z 计 16.00

执法与监督。 森林公安基础设施建设. 15.00 茶阳、银江、枫朗派出所购置无人机各 1 架。

县林业局 生态林面积 187 万亩，商品林面积 33 万亩，省配套每亩
生态林业 森林保险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110.00

0.5 7G。
建设类 其他林业。

森林小镇建设。 200.00 大埔县青溪镇获得 2018 年省级森林小镇建设补助。

J口L 计 325.00

、
交通桥。 总长 260 米，宽 16.25米。主桥长 155.6米。

县交通运输局 蜜抽产业园道路建设。 3414.24
总长 2.776公里 (ABC 三段长 2.476公里，宽 15 米; D 段

园区道路建设。
0.3公里，宽 5 米)，厚 24 厘米。

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 青溪镇 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o 青溪红色交通线道路建设(扩建)。 305.00 l关 23.8公里，宽 5 米，厚 20 厘米。
建设类

县交通运输局 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亲顶湖至岗头产业道路建设。 295.00 长 2.6公里，宽 4.5米，厚 20 厘米。

AEE3』 计 4014.24

总 计 1615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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