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县人民政

-

埔府函 (2020J 337 号

大埔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部分 2020 年

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资金的批复

县财政局:

9 月 21 日你局提交《关于调整部分 2020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

合资金的请示))(埔涉农办 (2020J 4 号)，请求县政府对 2020

年大埔县涉农统筹整合中的农业生产发展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类、生态林业发展类资金 11959.41 万元进行调整。经 2020 年 9

月 25 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批复如下:

为更好地发挥省级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解决农村人居环

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县政府同意对 2020 年大埔县涉农统筹整

合中的农业生产发展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类、生态林业发展

类资金 11959.41 万元进行调整。请你局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县

水务局、县移民工作局，县省属水库移民办，县林业局会认真



做好相关工作。

此复

附件:大埔县 2020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分配调整方案

抄送:县委办，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县移民工作局，县省属水

库移民办，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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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埔县 2020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分配调整方案

序
项目类

任务实施 项目对应落实的 原项目资金 调减资金 调增资金 调整后项目
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 备注

号 单位 任务量 (万元) (万元) (万元) 金额(万元)

调整项目

县农业农
2020 年中央财政 1.使全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新增 600 多台套以上。

由中央专项
农户购置农机补 50.00 50.00 / O 2. 使用机械化可以使农民节省费用 50%以上。

村局
贴资金 3. 降低生产成本达 30-50%，减少损失，增产 10%以上。

资金支付
f--

1.预安排 16个(其中:中央资金 4 个、省级资金 12个

支持 16个)村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支持 16个以上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特色产业。 由中央扶贫
县农业农 2020 年发展"一村

/ 2. 土地流转显著加快，扶持产业产值提高 30%。 专项资金支2 1，200.00 265.00 935.00
农业生

村局 一品，一镇一业"
3. 带动贫困人口增收，参与项目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付 265 万元。

产发展 比未参与项目农民提高 10%以上。
类 4. 种植业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超过 16000亩。←--

2020 年梅州市大 调减金额
县农业农

埔县银江镇商标 / 2020 年梅州市大埔县银江镇高标准农田建设。 2021 年补充3 975.00 195.00 780.00
村局

准农田建设 安排

一 县水务局、
发展生产移民补助结余、青溪镇下坪沙村外禾村道建设

调减金额

省属移民
大中小型水库移

/ 2022 年补充4 522.00 76. 12 445.88

办、移民局
民补助项目 工程。

安排

计 2，747.00 586. 12 / 2，160.88



序
项目类

任务实施 项目对应落实的 原项目资金 调减资金 调增资金 调整后项目
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 备注

号 单位 任务量 (万元) (万元〉 (万元) 金额(万元)

农村入
县农业农 2020 年农村厕所

2020 年完成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 1880 户，基本完成农
由一般债券

居环境 革命、旅游厕所新 5，000.00 5，000.00 / 。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厕所粪污基本得到处理或资源

整治类
村局 建改(扩)建项目

资金支付
化利用。

1.西河镇、高阪镇、大麻镇 84 个行政村完成道路硬底化、
县统筹实施

J百'7](处理设施、饮水工程、公厕、停车场路灯等基础设

2020 年示范镇建 施建设，干净整洁村达成率达 100%。
(包含己支

2 9，278.00 11，959.41 21，237.41 付光德镇上
农村人 设 2. 西河镇 27 个行政村美丽直居村比例应达到 100%。

县农业农
3. 建成 10个以上特色精品村，特色精品村比例达到 20%

澄村道路建
居环境 设 50 万元)。
整治类

村局
以上。

'--
2020 年 55 个省定 调减金额
贫困村创建社会 /

2020 年 55 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
2021 年补充3 16，500.00 5，500.00 11，000.00

主义新农村示范 设。
村建设 安排

计 30，778.00 10，500.00 11，959.41 32，237.41..
全县 31 个自然保

全县 31 个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
暂时无法实

300. 00 300. 00 / O
护地勘界立标 施

←--
生态林 大埔县 2020 年森 调减金额

2
业建设 县林业局 林碳汇重点生态 320.00 139.22 / 180. 78 大埔县 2020 年森林碳汇重点生态工程项目。 2021 年补充

工程项目 安排
←-- 7步陆飞=

对大埔县松材线 由以前年度
3 虫病进行综合防 750.00 434.07 / 315.93 对大埔县松材线虫病进行综合防治。

JtL口a
资金支付

计 1，370.00 873.29 / 496.71

合计 34，895.00 11，959.41 11，959.41 34，8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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