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统计表

序号 县市
总结

中央资金

中央资金小计
1.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水利发展资金 3.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4.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5.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七 塔城地区

30 托里县 21934.03 18252.19 19252.75 16280.91 10746.00 10424.00 212.00 212.00 594.00 594.00 267.61 267.61 1843.00 1843.00 

中央资金

6.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7.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

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

分）

8.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

金

9.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

（支持农村公路部分）

10.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
11.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2.生猪（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

分）

13.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

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除外）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246.00 246.00 255.62 255.62 0.00 0.00 1810.00 1810.00 4.12 0.00 1320.00 534.28 2.35 2.35 1092.05 92.05 

中央资金 自治区资金

14.旅游发展基金
15.中央基建投资用于“三农”

建设部分
自治区资金小计

1.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2.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

3.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

4.自治区畜牧业生产发展

资金

5.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与服

务补助资金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0.00 0.00 860.00 0.00 2645.28 1935.28 1000.00 1000.00 39.50 39.50 2.50 2.50 9.00 9.00 120.00 120.00 

自治区资金

6.自治区林业发展补助资金 7.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8.自治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
9.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0.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示范资金
11.彩票公益金 12.旅游发展基金

13.自治区安排基本建设投

资用于“三农”部分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下达数 整合数

44.33 44.33 1157.00 447.00 118.00 118.00 0.00 0.00 2.80 2.80 8.95 8.95 107.40 107.40 35.80 35.80 

地州市资金 县市区资金

36.00 0.00 



附件2：

2022年托里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施方案项目汇总表

填报单位：乡村振兴局、托里县财政局 填报人：卢梦浩、张悦 联系电话：3681822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计划完工             

月份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项目类别

项目类型 资金来源项目名称

资金规模

计划完成支
出时间

备注农业生
产发展

农村基
础设施
建设

其他 小计 中央 自治区 地州 县级

托里县小计 32 36 7 18252.19 16280.91 1935.28 36.00 0.00 

1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9/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对180户农户家庭院落进行集中连片整治改造，生活区
硬化等三区分离项目建设

1 农村环境整治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250.00 250.00 9/1/2022

2

托里县乌雪特乡井什
克苏村区域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改造建设项

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9/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人行道1.5公里，采购8方压缩车2辆、垃圾桶400
个，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1 农村环境整治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50.00 250.00 9/1/2022

3
托里县乌雪特乡井什
克苏村旅游示范点建

设项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8/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打造旅游示范点，新建140亩绿色生态园，配套75平米
公共厕所以及其他附属设施

1 乡村旅游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300.00 300.00 8/1/2022

4
托里县乌雪特乡井什
克苏村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建设项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8/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打造乡村旅游基地，将512平米的房屋改造为旅游发展
示范点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建设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200.00 200.00 8/1/2022

5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区域庭院经济项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9/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鸡舍、购置鸡苗、种植果蔬等，每户补助3万元，
共计150户

1 畜牧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422.00 422.00 9/1/2022

6
乌雪特乡就业创业建

设项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8/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将现有的11间巩固市场店面进行改造及相关附属配套
设施，同时购置缝纫机60台、锁边机10台及部分原材
料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95.00 195.00 8/1/2022

7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8/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1000平方米饲料加工厂1座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1 畜牧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80.00 180.00 8/1/2022

8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特色家禽养殖基地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8/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1000平方米特色养殖基地一座及附属配套设施 1 畜牧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77.00 277.00 8/1/2022

9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奶制品加工厂建设项

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8/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改扩建奶制品加工厂，新建90平方米管理业务用房及
室外配套附属设施

1 畜牧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35.00 135.00 8/1/2022

10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就业创业基地配套附
属设施建设项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8/1/2022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对就业创业基地进行配套，主要建设内容为地面硬化
1400平方米、公共厕所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50.00 50.00 8/1/2022

11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果树种植及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种植果树6000棵、管网10公里，果树种植水车1辆及配
套设施

1 农业生产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200.00 200.00 2022年8月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57.00 57.00 2022年8月

12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
道路配套建设项目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阿克别里
斗乡人民政府

新建人行道铺装4公里，地面硬化1120平方米及配套相
关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600.00 600.00 2022年8月

13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
村容村貌提升建设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阿克别里
斗乡人民政府

改造20公里集中连片隔墙，入户砼地坪8500平方米，
新建管网及相关配套

1 农村环境整治

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00.00 100.00 2022年9月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00.00 100.00 2022年9月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400.00 400.00 2022年9月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

金部分）

80.16 80.16 2022年9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6.84 6.84 2022年9月

14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
民族文化提升建设项

目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阿克别里
斗乡人民政府

打造旅游示范点，新建260平方米牧民定居展示馆一座
及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50.00 150.00 2022年8月

自治区林业发展补助资金 42.75 42.75 2022年8月

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
助资金

10.32 10.32 2022年8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95.36 95.36 2022年8月
地州市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
36.00 36.00 2022年8月

15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

庭院经济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阿克别里
斗乡人民政府

为拉巴村定居点打造农家乐3户；提升改造100户农户
庭院，购买果树、种植订单辣椒、火鸡、特色玉米种
植并附属种养植等配套设施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50.00 250.00 2022年9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43.00 43.00 2022年9月

16
阿克别里斗乡阿克别
里斗村庭院经济

阿克别里斗乡阿克别里斗
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阿克别里
斗乡人民政府

为100户群众庭院提升改造，进行三区分离建设、种植
果蔬等配套设施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93.00 293.00 2022年9月

17
托里镇城郊村道路建

设项目
托里镇城郊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托里镇人
民政府

新建乡村道路600米、路宽6米、人行道宽2米及路两边
附属设施配套；改造村内巷道2公里，新建人行步道
400米，路两土地进行平整等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00.00 100.00 2022年9月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50.00 50.00 2022年9月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50.00 250.00 2022年9月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计划完工             

月份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项目类别

项目类型 资金来源项目名称

资金规模

计划完成支
出时间

备注农业生
产发展

农村基
础设施
建设

其他 小计 中央 自治区 地州 县级
17

托里镇城郊村道路建
设项目

托里镇城郊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托里镇人

民政府

新建乡村道路600米、路宽6米、人行道宽2米及路两边
附属设施配套；改造村内巷道2公里，新建人行步道
400米，路两土地进行平整等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31.40 31.40 2022年9月

18
托里镇城郊村庭院经

济建设项目
托里镇城郊村 2022年10月

托里县托里镇人
民政府

集中连片整治改造，包括土地平整、院落改造、种养
殖配套等相关附属设施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50.00 150.00 2022年10月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144.00 144.00 2022年10月

19
托里镇城郊村乡村旅
游及民俗建设项目

托里镇城郊村 11/1/2022
托里县托里镇人

民政府

新建农家乐一栋，装修农家乐一栋；新建100平方米民
族文化特色毡房一座及配套设施；配套建设星光夜市
、花卉园等网红打卡点一处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对
采摘园进行改造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56.82

150.00 2022年11月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3.58 2022年11月

中央生猪（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

0.97 2022年11月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6.27 2022年11月

自治区林业发展补助资金 1.58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94.42 2022年11月

20
多拉特乡吉也克村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

多拉特乡吉也克村 2022年10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打造多拉特乡吉也克村美丽乡村建设，改造提升通村
道路两旁人行道，村阵地前基础设施，新建地标型建
筑物，按照护栏1300米，示范户1家，地面硬化1800平
方米等配套服务设施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25.00 125.00 2022年10月

自治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资金

118.00 118.00 2022年10月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121.00 121.00 2022年10月

21
多拉特乡吉也克村基
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多拉特乡吉也克村 2022年10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建设道路700米；地标型建筑物；公共厕所；地面硬化
500平方米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97.00 197.00 2022年10月

22
多拉特乡多拉特村塔
尔米加工厂项目

多拉特乡多拉特村 2022年10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1500平方米厂房，500平方米管理用房，100平方
米检测及实验用房，加工及检测设备采购，打一眼机
井，管道、集电极800米线路架设，围栏200米以及厂
区内硬化、给排水、电力等相关配套设施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85.00 185.00 2022年10月

23
多拉特乡拜格托别村
村容村貌提升建设

多拉特乡拜格托别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护栏3500米；混凝土地坪1200平方、人行道3000
平米；路沿石2660米；供水管网2960米及配套设施；
新修沥青路400米；新建水塔1座，井房一座配套管网
（DN110-PE）1740米及附属设施；土地平整6800立
方；配套变压器1个及配套附属设施；种植树木2400棵
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
补助资金

120.00 120.00 2022年8月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50.00 50.00 2022年8月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156.00 156.00 2022年8月

24
多拉特乡乎吉尔台村

乡村建设
多拉特乡胡吉尔台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人行道7350平方米，路缘石5800米，围栏860米，
供水管网4200米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13.50 113.50 2022年8月

25
多拉特乡加朗阿什村
农村道路附属设施建

设
多拉特乡加朗阿什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围栏3400米，人行道8000平方米，管网建设1350
米，新建80方水塔1座及配套设施等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32.13 32.13 2022年8月

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
助资金

81.73 81.73 2022年8月

26
托里县多拉特乡塔克
勒根村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
多拉特乡塔克勒根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人行道7800㎡，道路喷灌5000㎡；硬化路面6000㎡等
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119.12 119.12 2022年8月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计划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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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托里县多拉特乡塔克
勒根村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
多拉特乡塔克勒根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人行道7800㎡，道路喷灌5000㎡；硬化路面6000㎡等
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50.00 50.00 2022年8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51.00 51.00 2022年8月

27
托里县多拉特乡多拉
特村供水水塔建设项

目
多拉特乡多拉特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80方水塔一座及附属配套设施等 1 水利发展

中央生猪（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

1.38 1.38 2022年9月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0.00 10.00 2022年9月

自治区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用
于“三农”部分

28.50 28.50 2022年9月

28
托里县多拉特乡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
多拉特乡 2022年9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新建步道5100平方米；道路硬化300平方米；土地平整
4000平方米等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91.64 191.64 2022年9月

29
库普乡庭院经济建设

项目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区、

乡政府片区
2022年10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区170户居民，建设庭院经济每
户补助30000元.实施庭院三区分离，建设院内地面硬
化；购买果树、菜苗、家禽等，并附属种养殖配套设
施（自来水、节能灯等）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00.00 200.00 2022年10月

30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
区乡村建设项目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区 2022年9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阿合塔因恰片区新建人行道800米，停车场路面硬化
2000平方米，露天体育空地硬化3000平方米及其他配
套附属设施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00.00 200.00 2022年9月

31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
区产业建设项目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区 2022年9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已建成的产业厂房增购产业设备，建设无尘车间390
平方米，配套消防水池270立方米，安装变压器250KVA
一台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00.00 100.00 2022年9月

32
库普乡新村乡村振兴

建设项目
库普乡新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新村建设人行道0.95公里，地坪硬化2600平方米等
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88.00 188.00 2022年8月

33
库普乡克孜勒加尔村
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库普乡克孜勒加尔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克孜勒加尔村主街建设人行道520米，次街道建设人
行道2000米。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88.00 188.00 2022年8月

34
库普乡杰特窝巴村乡
村振兴建设项目

库普乡杰特窝巴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杰特窝巴村建设人行道3600米.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60.00 160.00 2022年8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28.00 28.00 2022年8月

35
库普乡库普村乡村振

兴建设项目
库普乡库普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库普村建设人行道2.3公里，地坪硬化220平方米等
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20.00 120.00 2022年8月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68.00 68.00 2022年8月

36
库普乡别拉什村乡村

振兴建设项目
库普乡别拉什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别拉什村主街建设人行道500米，次街道建设人行道
1500米等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20.00 120.00 2022年8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69.00 69.00 2022年8月

37
库普乡多拉特村乡村

振兴建设项目
库普乡多拉特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多拉特村新建人行道1200米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55.88 55.88 2022年8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88.90 88.90 2022年8月

38
托里县准噶尔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道路附
属设施建设项目

托里县准噶尔社区 2022年10月
托里县哈图镇人

民政府
新建车行道路0.45公里，硬化人行道路1.5公里及附属
配套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95.00 395.00 2022年10月

39
托里县准噶尔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托里县准噶尔社区 2022年10月

托里县哈图镇人
民政府

新建用水池1000立方米及铺设管网7.5公里及附属配套
工程

1 水利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90.00 390.00 2022年10月

40

托里县准噶尔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生活基
础设施巩固提升建设

项目

托里县准噶尔社区 2022年10月
托里县哈图镇人

民政府
改善维修650户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及4500平方米地面硬
化等附属配套工程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95.00 395.00 2022年10月

41

托里县哈图镇金准区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集中供热煤改电提升
及相关附属设施建设

项目

哈图镇准噶尔社区 2022年11月
托里县哈图镇人

民政府

新建3处供热站，9座变压器（3个常用和6备用），2座
停电应急电源，供电线路4500米、供热煤改电相关附
属设施建设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200.00 200.00 2022年11月

42
托里县庙尔沟镇金塔
区易地搬迁安置区人
行道硬化建设项目

庙尔沟镇金塔区易地搬迁
安置区

2022年10月
托里县庙尔沟镇

人民政府
人行道硬化9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583.00 583.00 2022年10月

43
库普乡三类户庭院经
济改造建设项目

库普乡各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15户三类户实施建设庭院经济每户补助40000元，实
施庭院三区分离，建设院内地面硬化；购买果树、菜
苗、家禽等，并附属种养殖配套设施。为7户三类户购
买移动式养鸡舍每户补助20000元，并附属种养殖配套
设施。为2户新识别三类户购买生产畜每户补助10000
元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76.00 76.00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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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乌雪特乡三类户庭院

经济项目
乌雪特乡 2022年9月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建设院落平整、鸡舍、鸡苗、果蔬等，每户补助4万
元，共计2户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8.00 8.00 2022年9月

45
庙尔沟镇三类户生产

畜项目
庙尔沟镇萨尔喀木斯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庙尔沟镇
人民政府

为庙尔沟镇2户三类户购买生产畜，每户补助1万元，
根据市场行情多买多发

1 畜牧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00 2.00 2022年9月

46
阿克别里斗乡三类户

庭院经济项目
阿克别里斗乡 2022年9月

托里县阿克别里
斗乡人民政府

为8户三类户进行三区分离、隔墙、土地平整，每户补
助40000元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0.00 20.00 2022年9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2.00 12.00 2022年9月

47
阿克别里斗乡三类户

生产畜项目
阿克别里斗乡 2022年8月

托里县阿克别里
斗乡人民政府

为阿克别里斗乡3户三类户购买生产畜，每户补助1万
元，根据市场行情多买多发

1 畜牧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00 3.00 2022年8月

48
多拉特乡三类户庭院

经济建设项目
多拉特乡 2022年9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为13户三类户实现三区分离等（建设院落外立面墙体
改造，院落硬化，三区分离）发展庭院经济提高收
入，每户补助4万元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52.00 52.00 2022年9月

49
多拉特乡三类户生产

畜项目
多拉特乡 2022年9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为多拉特乡10户三类户购买生产畜，每户补助1万元，
根据市场行情多买多发

1 畜牧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0.00 10.00 2022年9月

50
铁厂沟镇三类户庭院

建设项目
铁厂沟镇阿勒帕萨勒干村

、哈图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铁厂沟镇
人民政府

为铁厂沟镇3户“三类户”建设三区分离厕所改造等其
他附属设施，每户补助4万元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2.00 12.00 2022年9月

51
托里县2021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
托里县多拉特乡多拉特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农业农村
局

新建一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水滴灌系统，新建高
压输电线路，改建防渗渠道，及配套附属设施。

1 农田建设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228.00 228.00 2022年8月

52
托里县乌雪特乡哈赞
库木村2022年0.5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乌雪特乡哈赞库木村 2022年11月
托里县农业农村

局
新建0.5万亩高标准农田，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1 农田建设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540.00 540.00 2022年11月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33.00 33.00 2022年11月

53

托里县乌雪特乡布尔
克塔勒村2022年0.5万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

乌雪特乡布尔克塔勒村 2022年11月
托里县农业农村

局
新建0.5万亩高标准农田，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1 农田建设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470.00 470.00 2022年11月

54
托里县多拉特乡2022
年1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多拉特乡沙依巴克村、阿
克塞村、塔克勒根村、阿

勒玛勒村
2022年11月

托里县农业农村
局

新建1万亩高标准农田，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1 农田建设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572.00 572.00 2022年11月

55
托里县农业产业化扶
贫标准车间附属配套

建设项目

准噶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

2022年11月
托里县农业农村

局
配套建设厂区内供电线路、供暖管道、消防管道及配
套设施；单体建筑的设备基础和煤改电的附属配套等

1 农业生产

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170.00 170.00 2022年11月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95.00 95.00 2022年11月

56
托里县饲草料集散中
心（二期）建设项目

多拉特乡塔克勒根村 2022年11月
托里县畜牧兽医

局

扩建托里县饲草料交易集散中心，建设饲草料储备库
房16座，每座700平方米，共计11200平方米，配套机
械设备、地面硬化、管网等附属设施。

1 畜牧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480.00 480.00 2022年11月

自治区旅游发展基金 107.40 107.4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106.00 106.00 2022年11月

57
庙尔沟镇恰勒尕依牧
民定居点发展庭院经
济配套引水建设项目

庙尔沟镇恰勒尕依定居点 2022年9月
托里县庙尔沟镇

人民政府

为发展庭院经济，新建定居点内供水渠道及过路桥涵
15公里和300m³蓄水池一座，续建供水干渠及沿线构筑
物10公里，无塔供水维修及配套附属设施

1 水利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780.00 780.00 2022年9月

58
庙尔沟镇庭院经济建

设
庙尔沟镇 2022年9月

托里县庙尔沟镇
人民政府

为200户农户建设庭院经济，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三区
分离、隔墙、土地平整、院内硬化、果蔬种植等

1 农业生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25.00 325.00 2022年9月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262.00 262.00 2022年9月

59
庙尔沟镇恰勒尕依牧
民定居点人居环境整

治建设

庙尔沟镇恰勒尕依牧民定
居点

2022年9月
托里县庙尔沟镇

人民政府
新建定居点内人行道铺装4千米，包含路沿石及其他配

套设施
1 农村道路建设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94.00 

189.00 2022年9月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05.00 2022年9月

60

托里县庙尔沟镇金塔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集中供热锅炉房提

升改造

庙尔沟镇金塔区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

2022年11月
托里县庙尔沟镇

人民政府

为保证锅炉正常使用，采购锅炉配套设备，对原设备
维修更换。主要包含:1300根20T锅炉内部水冷壁管、
对流管术更换；锅炉维修（20T水冷壁管更换；锅炉前
拱、后拱、炉墙拆除重新砌筑）；炉排大修（炉排长
销、主动片、炉排片、挡铁、槽钢、角钢、钢板、风
室隔板维修更换）；上煤除渣损坏件更换；2台热水补
给泵；2台软启动等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140.00 140.00 2022年11月

61
铁厂沟镇村级排污支

管网建设项目
铁厂沟镇阿勒帕萨勒干村

、哈图村
2022年9月

托里县铁厂沟镇
人民政府

新建哈图村，阿勒帕萨勒干村排污支管网10公里，管
材为HDPE、管径300及检查井等附属设施（检查井297
座，竖槽式跌水井12座）

1 农村环境整治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00.00 300.00 2022年9月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100.00 100.00 2022年9月

62
托里县铁厂沟镇供热

采购项目
铁厂沟镇南湾村 2022年11月

托里县铁厂沟镇
人民政府

采购更换2台40T锅炉前拱压火拱2套，更换1号锅炉对
流管束1套、1200双头双灌水系统1套、除尘系统2套、
加装2号锅炉混煤器1套、更换引风机叶轮2套、更换空
压机,线路管网配套设施，供热管网阀门等其他设备安
装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320.00 320.00 2022年11月

63

多拉特水库集中式饮
用水和乌雪特水库集
中式饮用水保护项目

多拉特水库、乌雪特水库 2022年9月 托里县水利局
建设钢立柱铁刺围栏10.70km，大门7个，道路防撞桩
360m，饮用水源标志牌24个，警示牌24个，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宣传牌4处，垃圾船2只，分类垃圾桶12个

1 水利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40.00 140.00 2022年9月

乌雪特乡莫德纳巴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项目

乌雪特乡莫德纳巴水库 2022年9月 托里县水利局

建设钢立柱铁刺围栏6.70km，大门7个，道路防撞桩
360m，饮用水源标志牌24个，警示牌24个，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宣传牌4处，垃圾船2只，分类垃圾桶12个。
水厂进、出水厂计量装置2套

1 水利发展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9.36 9.36 2022年9月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计划完工             

月份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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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资金来源项目名称

资金规模

计划完成支
出时间

备注农业生
产发展

农村基
础设施
建设

其他 小计 中央 自治区 地州 县级

64

乌雪特乡莫德纳巴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项目

乌雪特乡莫德纳巴水库 2022年9月 托里县水利局

建设钢立柱铁刺围栏6.70km，大门7个，道路防撞桩
360m，饮用水源标志牌24个，警示牌24个，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宣传牌4处，垃圾船2只，分类垃圾桶12个。
水厂进、出水厂计量装置2套

1 水利发展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50.63 50.63 2022年9月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

27.56 27.56 2022年9月

65
托里县水利中心站信

息化建设

库普乡杰特窝巴村、铁厂
沟镇南湾村、准噶尔小区

、庙尔沟镇金塔区
2022年9月 托里县水利局

建立中心站1座及相关设备配套，为10座水厂四周安装
立杆高清红外监控球机18套；水厂升级改造监控设备
42套，泵房内安装视频监控5寸球机15套，安装8路NVR
设备9套，安装数据采集测控终端设备10套，安装水质
在线监测设备7套；安装变频柜4套，装电子围栏设备1
套

1 水利发展

自治区彩票公益金 8.95 8.95 2022年9月

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 39.50 39.50 2022年9月

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212.00 212.00 2022年9月

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46.00 46.00 2022年9月

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2.50 2.50 2022年9月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61.00 61.00 2022年9月

66
库普乡阿合塔恩恰村
牧民定居点污水管网

改造项目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牧民定
居点

2022年10月
托里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为库普乡阿合塔恩恰村牧民定居点进行污水管网改
造，新建排污管网DN300:14200米、N400:1100米、
DN500:4100米、检查井410个及路面恢复。

1 农村环境整治

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200.00 200.00 2022年10月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50.00 350.00 2022年10月

67
多拉特乡村级组织“
积分制”超市建设项

目

多拉特乡阿克赛村、阿勒
玛勒村、拜格托别村、拜
亭齐村、冬古列克村、多
拉特村、乎吉台尔村、吉
也克村、加尔巴斯村、加
朗阿什村、加玛特村、居
马拜村、喀拉苏村、萨依
巴克村、塔克勒根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多拉特乡

人民政府

为多拉特乡15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打造
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置生产生
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
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1 其他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5.00 15.00 2022年8月

68
库普乡村级组织“积
分制”超市建设项目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村、别
拉什村、布尔合斯台村、
多拉特村、呼喀拉盖村、
加木布勒村、杰特窝巴村
、喀拉乔克村、喀拉托别
村、克孜勒加尔村、库普
村、阔克哈达村、朗古特
勒村、萨尔巴斯陶村、萨
尔窝孜克村、苏吾尔村、
新村、也木其村、也斯道

吾列提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库普乡人

民政府

为库普乡19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打造爱
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置生产生活
、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
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1 其他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9.00 19.00 2022年8月

69
乌雪特乡村级组织“
积分制”超市建设项

目

乌雪特乡布尔克塔勒村、
达尔布特村、旦木村、哈
赞库木村、井什克苏村、
井什克苏中村、喀拉苏村
、克孜勒克亚村、库木托
别村、玛依哈巴克村、莫
德纳巴村、萨尔塔勒村、

吐孜托浪格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乌雪特乡

人民政府

为乌雪特乡13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打造
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置生产生
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
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1 其他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13.00 13.00 2022年8月

70
阿克别里斗乡村级组
织“积分制”超市建

设项目

阿克别里斗乡阿克别里斗
村、航勒村、江布勒阔拉
村、喀拉库木村、拉巴村
、玛依拉根村、玛依勒村
、新林村、也格孜库勒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阿克别里
斗乡人民政府

为阿克别里斗乡9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
打造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置生
产生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与基层事
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1 其他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9.00 9.00 2022年8月

71
铁厂沟镇村级组织“
积分制”超市建设项

目

铁厂沟镇阿勒帕萨勒干村
、哈图村、南湾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铁厂沟镇

人民政府

为铁厂沟镇3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打造
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置生产生
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
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1 其他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3.00 3.00 2022年8月

72
庙尔沟镇村级组织“
积分制”超市建设项

目

庙尔沟镇阿克开乃热村、
登格克村、恰勒尕依村、
萨尔加克村、萨尔喀木斯

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庙尔沟镇

人民政府

为庙尔沟镇5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打造
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置生产生
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
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1 其他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5.00 5.00 2022年8月

73
托里镇村级组织“积
分制”超市建设项目

托里镇城郊村、铁斯巴汗
村

2022年8月
托里县托里镇人

民政府

为托里镇2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打造爱
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置生产生活
、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
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1 其他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00 2.00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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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托里县庙尔沟镇牧民
定居（安居富民）楼

房配套项目

庙尔沟镇金塔区、准噶尔
社区

2022年8月
托里县庙尔沟镇

人民政府
为庙尔沟镇176户牧民定居（安居富民）楼房进行配
套，主要配套内容为地面铺装、卫生间等设施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

金部分）

66.90 66.90 2022年8月

自治区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用
于“三农”部分

7.30 7.30 2022年8月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34.00 34.00 2022年8月

自治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
范资金

2.80 2.80 2022年8月

自治区畜牧业生产发展资金 9.00 9.00 2022年8月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55.00 55.00 2022年8月

75
托里县牧民定居（安
居富民）住房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
准噶尔社区 2022年8月

托里县畜牧兽医
局

为金准区348户牧民定居（安居富民）楼房进行配套，
主要配套内容为地坪、卫生间等设施

1
农村综合改革

发展

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77.00 77.00 2022年8月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50.86 50.86 2022年8月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

金部分）

81.00 81.00 2022年8月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

132.00 132.00 2022年8月



附件3：

2022年托里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施方案项目汇总表

填报单位：乡村振兴局、托里县财政局 联系电话：0901-3681822

项目
序号

资金来源项目名称 下达资金 未报备金额 实施方案报备金额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备注

1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50.00 0.00 250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

tlx-2022001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对180户农户家庭院落进行集中连片整治改造，
生活区硬化等三区分离项目建设

2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50.00 0.00 250
托里县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区域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改造建设项目

tlx-2022002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人行道1.5公里，采购8方压缩车2辆、垃圾
桶400个，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3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00.00 0.00 300
托里县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旅游示范
点建设项目

tlx-2022003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打造旅游示范点，新建140亩绿色生态园，配套
75平米公共厕所以及其他附属设施

4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0.00 0.00 200
托里县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建设项目

tlx-2022004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打造乡村旅游基地，将512平米的房屋改造为旅
游发展示范点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建设

5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22.00 0.00 422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区域庭院经济项
目

tlx-2022005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6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95.00 0.00 195 乌雪特乡就业创业建设项目 tlx-2022006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将现有的11间巩固市场店面进行改造及相关附属
配套设施，同时购置缝纫机60台、锁边机10台及
部分原材料

7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80.00 0.00 180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饲料加工厂建设
项目

tlx-2022008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1000平方米饲料加工厂1座及相关附属配套
设施

8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77.00 0.00 277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特色家禽养殖基
地

tlx-2022009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1000平方米特色养殖基地一座及附属配套设
施

9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35.00 0.00 135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奶制品加工厂建
设项目

tlx-2022010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改扩建奶制品加工厂，新建90平方米管理业务用
房及室外配套附属设施

10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0.00 0.00 50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就业创业基地配
套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tlx-2022011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对就业创业基地进行配套，主要建设内容为地面
硬化1400平方米、公共厕所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11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0.00 0.00 200 乌雪特乡井什克苏村果树种植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
tlx-2022012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种植果树6000棵、管网10公里，果树种植水车1
辆及配套设施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7.00 0.00 57

12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600.00 0.00 600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道路配套建设项
目

tlx-2022013 托里县阿克别里斗乡人民政府
新建人行道铺装4公里，地面硬化1120平方米及
配套相关设施

13

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00.00 0.00 100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村容村貌提升建
设

tlx-2022014 托里县阿克别里斗乡人民政府
改造20公里集中连片隔墙，入户砼地坪8500平方
米，新建管网及相关配套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00.00 0.00 100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0.00 0.00 400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
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分）

80.16 0.00 80.16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6.84 0.00 6.84

14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0.00 0.00 150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民族文化提升建
设项目

tlx-2022015 托里县阿克别里斗乡人民政府
打造旅游示范点，新建260平方米牧民定居展示
馆一座及配套附属设施

自治区财政林草专项资金 42.75 0.00 42.75

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10.32 0.00 10.32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95.36 0.00 95.36 

地州市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6.00 0.00 36



项目
序号

资金来源项目名称 下达资金 未报备金额 实施方案报备金额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备注

15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50.00 0.00 250

阿克别里斗乡拉巴村庭院经济 tlx-2022016 托里县阿克别里斗乡人民政府
为拉巴村定居点打造农家乐3户；提升改造100户
农户庭院，购买果树、种植订单辣椒、火鸡、特
色玉米种植并附属种养植等配套设施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43.00 0.00 43

16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93.00 0.00 293 阿克别里斗乡阿克别里斗村庭院经济 tlx-2022017 托里县阿克别里斗乡人民政府
为100户群众庭院提升改造，进行三区分离建设
、种植果蔬等配套设施

17

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00.00 0.00 100

托里镇城郊村道路建设项目 tlx-2022018 托里县托里镇人民政府

新建乡村道路600米、路宽6米、人行道宽2米及
路两边附属设施配套；改造村内巷道2公里，新
建人行步道400米，路两土地进行平整等配套附
属设施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50.00 0.00 50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50.00 0.00 250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31.40 0.00 31.4

18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0.00 0.00 150

托里镇城郊村庭院经济建设项目 tlx-2022019 托里县托里镇人民政府
集中连片整治改造，包括土地平整、院落改造、
种养殖配套等相关附属设施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144.00 0.00 144

19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0.00 0.00 150.00 

托里镇城郊村乡村旅游及民俗建设项
目

tlx-2022020 托里县托里镇人民政府

新建农家乐一栋，装修农家乐一栋；新建100平
方米民族文化特色毡房一座及配套设施；配套建
设星光夜市、花卉园等网红打卡点一处及相关配
套附属设施；对采摘园进行改造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3.58 0.00 3.58 

中央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省级统筹部分）

0.97 0.00 0.97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6.27 0.00 6.27 

自治区林业发展补助资金 1.58 0.00 1.58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94.42 0.00 94.42 

20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25.00 0.00 125.00 

多拉特乡吉也克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tlx-2022021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打造多拉特乡吉也克村美丽乡村建设，改造提升
通村道路两旁人行道，村阵地前基础设施，新建
地标型建筑物，按照护栏1300米，示范户1家，
地面硬化1800平方米等配套服务设施

自治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118.00 0.00 118.0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121.00 0.00 121.00 

21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97.00 0.00 197.00 
多拉特乡吉也克村文化广场提升改造
项目

tlx-2022023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建设道路700米；地标型建筑物；公共厕所；地
面硬化500平方米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

22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85.00 0.00 185.00 多拉特乡多拉特村塔尔米加工厂项目 tlx-2022024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1500平方米厂房，500平方米管理用房，100
平方米检测及实验用房，加工及检测设备采购，
打一眼机井，管道、集电极800米线路架设，围
栏200米以及厂区内硬化、给排水、电力等相关
配套设施

23

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 120.00 0.00 120

多拉特乡拜格托别村村容村貌提升建
设

tlx-2022025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护栏3500米；混凝土地坪1200平方、人行道
3000平米；路沿石2660米；供水管网2960米及配
套设施；新修沥青路400米；新建水塔1座，井房
一座配套管网（DN110-PE）1740米及附属设施；
土地平整6800立方；配套变压器1个及配套附属
设施；种植树木2400棵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50.00 0.00 5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156.00 0.00 156

24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13.50 0.00 113.5 多拉特乡乎吉尔台村乡村建设 tlx-2022026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人行道7350平方米，路缘石5800米，围栏
860米，供水管网4200米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25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32.13 0.00 32.13 多拉特乡加朗阿什村农村道路附属设

施建设
tlx-2022027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围栏3400米，人行道8000平方米，管网建设
1350米，新建80方水塔1座及配套设施等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81.73 0.00 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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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119.12 0.00 119.12

托里县多拉特乡塔克勒根村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

tlx-2022028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人行道7800㎡，道路喷灌5000㎡；硬化路面6000
㎡等配套附属设施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50.00 0.00 50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51.00 0.00 51

27

中央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省级统筹部分）

1.38 0.00 1.38

托里县多拉特乡多拉特村供水水塔建
设项目

tlx-2022029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80方水塔一座及附属配套设施等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 0.00 10

自治区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用于“三农”
部分

28.50 0.00 28.5

28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91.64 0.00 191.64 托里县多拉特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tlx-2022097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新建步道5100平方米；道路硬化300平方米；土
地平整4000平方米等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29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0.00 0.00 200 库普乡庭院经济建设项目 tlx-2022030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区170户居民，建设庭院
经济每户补助30000元.实施庭院三区分离，建设
院内地面硬化；购买果树、菜苗、家禽等，并附
属种养殖配套设施（自来水、节能灯等）

30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0.00 0.00 200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区乡村建设项目 tlx-2022031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阿合塔因恰片区新建人行道800米，停车场路
面硬化2000平方米，露天体育空地硬化3000平方
米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

31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0 0.00 100 库普乡阿合塔因恰片区产业建设项目 tlx-2022032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已建成的产业厂房增购产业设备，建设无尘车
间390平方米，配套消防水池270立方米，安装变
压器250KVA一台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

32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88.00 0.00 188 库普乡新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tlx-2022033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新村建设人行道0.95公里，地坪硬化2600平方
米等配套附属设施

33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88.00 0.00 188
库普乡克孜勒加尔村乡村振兴建设项
目

tlx-2022034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克孜勒加尔村主街建设人行道520米，次街道
建设人行道2000米。

34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60.00 0.00 160

库普乡杰特窝巴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tlx-2022035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杰特窝巴村建设人行道3600米.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28.00 0.00 28

35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20.00 0.00 120

库普乡库普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tlx-2022036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库普村建设人行道2.3公里，地坪硬化220平方
米等配套附属设施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68.00 0.00 68

36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20.00 0.00 120

库普乡别拉什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tlx-2022037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别拉什村主街建设人行道500米，次街道建设
人行道1500米等配套附属设施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69.00 0.00 69

37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55.88 0.00 55.88

库普乡多拉特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tlx-2022038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多拉特村新建人行道1200米及其他配套附属设
施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88.90 0.00 88.9

38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95.00 0.00 395
托里县准噶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道
路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tlx-2022039 哈图镇人民政府
新建车行道路0.45公里，硬化人行道路1.5公里
及附属配套设施

39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90.00 0.00 390
托里县准噶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tlx-2022040 哈图镇人民政府
新建用水池1000立方米及铺设管网7.5公里及附
属配套工程

40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95.00 0.00 395
托里县准噶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生
活基础设施巩固提升建设项目

tlx-2022041 哈图镇人民政府
改善维修650户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及4500平方米
地面硬化等附属配套工程

4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200.00 0.00 200
托里县哈图镇金准区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集中供热煤改电提升及相关附属
设施建设项目

tlx-2022101 哈图镇人民政府
新建3处供热站，9座变压器（3个常用和6备
用），2座停电应急电源，供电线路4500米、供
热煤改电相关附属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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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83.00 0.00 583
托里县庙尔沟镇金塔区易地搬迁安置
区人行道硬化建设项目

tlx-2022042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人行道硬化9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

43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6.00 0.00 76 库普乡三类户庭院经济改造建设项目 tlx-2022043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15户三类户实施建设庭院经济每户补助40000
元，实施庭院三区分离，建设院内地面硬化；购
买果树、菜苗、家禽等，并附属种养殖配套设施
。为7户三类户购买移动式养鸡舍每户补助20000
元，并附属种养殖配套设施。为2户新识别三类
户购买生产畜每户补助10000元

44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00 0.00 8 乌雪特乡三类户庭院经济项目 tlx-2022044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建设院落平整、鸡舍、鸡苗、果蔬等，每户补助
4万元，共计2户

45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0 0.00 2 庙尔沟镇三类户生产畜项目 tlx-2022045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为庙尔沟镇2户三类户购买生产畜，每户补助1万
元，根据市场行情多买多发

46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00 0.00 20

阿克别里斗乡三类户庭院经济项目 tlx-2022046 托里县阿克别里斗乡人民政府
为8户三类户进行三区分离、隔墙、土地平整，
每户补助40000元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2.00 0.00 12

47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00 0.00 3 阿克别里斗乡三类户生产畜项目 tlx-2022047 托里县阿克别里斗乡人民政府
为阿克别里斗乡3户三类户购买生产畜，每户补
助1万元，根据市场行情多买多发

48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2.00 0.00 52 多拉特乡三类户庭院经济建设项目 tlx-2022048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为13户三类户实现三区分离等（建设院落外立面
墙体改造，院落硬化，三区分离）发展庭院经济
提高收入，每户补助4万元

49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 0.00 10 多拉特乡三类户生产畜项目 tlx-2022049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为多拉特乡10户三类户购买生产畜，每户补助1
万元，根据市场行情多买多发

50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2.00 0.00 12 铁厂沟镇三类户庭院建设项目 tlx-2022050 托里县铁厂沟镇人民政府
为铁厂沟镇3户“三类户”建设三区分离厕所改
造等其他附属设施，每户补助4万元

51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228.00 0.00 228 托里县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tlx-2022051 托里县农业农村局
新建一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水滴灌系统，新
建高压输电线路，改建防渗渠道，及配套附属设
施。

52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540.00 0.00 540 托里县乌雪特乡哈赞库木村2022年0.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tlx-2022052 托里县农业农村局 新建0.5万亩高标准农田，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33.00 0.00 33

53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470.00 0.00 470
托里县乌雪特乡布尔克塔勒村2022年
0.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tlx-2022053 托里县农业农村局 新建0.5万亩高标准农田，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54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572.00 0.00 572
托里县多拉特乡2022年1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tlx-2022054 托里县农业农村局 新建1万亩高标准农田，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55
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170.00 0.00 170

托里县农业产业化扶贫标准车间附属
配套建设项目

tlx-2022083 托里县农业农村局
配套建设厂区内供电线路、供暖管道、消防管道
及配套设施；单体建筑的设备基础和煤改电的附
属配套等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5.00 0.00 95

56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80.00 0.00 480
托里县饲草料集散中心（二期）建设
项目

tlx-2022055 托里县畜牧兽医局

扩建托里县饲草料交易集散中心，建设饲草料储
备库房16座，每座700平方米，共计11200平方
米，配套机械设备、地面硬化、管网等附属设施
。

自治区旅游发展基金 107.40 0.00 107.4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106.00 0.00 106

57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80.00 0.00 780
庙尔沟镇恰勒尕依牧民定居点发展庭
院经济配套引水建设项目

tlx-2022056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为发展庭院经济，新建定居点内供水渠道及过路
桥涵15公里和300m³蓄水池一座，续建供水干渠
及沿线构筑物10公里，无塔供水维修及配套附属
设施

58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25.00 0.00 325

庙尔沟镇庭院经济建设 tlx-2022057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为200户农户建设庭院经济，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三区分离、隔墙、土地平整、院内硬化、果
蔬种植等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262.00 0.00 262

59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89.00 0.00 189
庙尔沟镇恰勒尕依牧民定居点人居环
境整治建设

tlx-2022058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新建定居点内人行道铺装4千米，包含路沿石及
其他配套设施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05.00 0.0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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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140.00 0.00 140
托里县庙尔沟镇金塔区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区集中供热锅炉房提升改造

tlx-2022100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为保证锅炉正常使用，采购锅炉配套设备，对原
设备维修更换。主要包含:1300根20T锅炉内部水
冷壁管、对流管术更换；锅炉维修（20T水冷壁
管更换；锅炉前拱、后拱、炉墙拆除重新砌
筑）；炉排大修（炉排长销、主动片、炉排片、
挡铁、槽钢、角钢、钢板、风室隔板维修更
换）；上煤除渣损坏件更换；2台热水补给泵；2
台软启动等

61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00.00 0.00 300

铁厂沟镇村级排污支管网建设项目 tlx-2022059 托里县铁厂沟镇人民政府
新建哈图村，阿勒帕萨勒干村排污支管网10公
里，管材为HDPE、管径300及检查井等附属设施
（检查井297座，竖槽式跌水井12座）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100.00 0.00 100

62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320.00 0.00 320 托里县铁厂沟镇供热采购项目 tlx-2022099 托里县铁厂沟镇人民政府

采购更换2台40T锅炉前拱压火拱2套，更换1号锅
炉对流管束1套、1200双头双灌水系统1套、除尘
系统2套、加装2号锅炉混煤器1套、更换引风机
叶轮2套、更换空压机,线路管网配套设施，供热
管网阀门等其他设备安装

63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40.00 0.00 140

多拉特水库集中式饮用水和乌雪特水
库集中式饮用水保护项目

tlx-2022061 托里县水利局

建设钢立柱铁刺围栏10.70km，大门7个，道路防
撞桩360m，饮用水源标志牌24个，警示牌24个，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4处，垃圾船2只，分类
垃圾桶12个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36 0.00 9.36
乌雪特乡莫德纳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项目

tlx-2022062 托里县水利局

建设钢立柱铁刺围栏6.70km，大门7个，道路防
撞桩360m，饮用水源标志牌24个，警示牌24个，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4处，垃圾船2只，分类
垃圾桶12个。水厂进、出水厂计量装置2套

64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50.63 0.00 50.63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
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分）

27.56 0.00 27.56 

65

自治区彩票公益金 8.95 0.00 8.95

托里县水利中心站信息化建设 tlx-2022063 托里县水利局

建立中心站1座及相关设备配套，为10座水厂四
周安装立杆高清红外监控球机18套；水厂升级改
造监控设备42套，泵房内安装视频监控5寸球机
15套，安装8路NVR设备9套，安装数据采集测控
终端设备10套，安装水质在线监测设备7套；安
装变频柜4套，装电子围栏设备1套

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 39.50 0.00 39.5

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212.00 0.00 212

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46.00 0.00 46

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2.50 0.00 2.5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61.00 0.00 61

66

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200.00 0.00 200
库普乡阿合塔恩恰村牧民定居点污水
管网改造项目

tlx-2022066 托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库普乡阿合塔恩恰村牧民定居点进行污水管网
改造，新建排污管网DN300:14200米、N400:1100
米、DN500:4100米、检查井410个及路面恢复。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50.00 0.00 350

67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00 0.00 15
多拉特乡村级组织“积分制”超市建
设项目

tlx-2022067 托里县多拉特乡人民政府

为多拉特乡15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
准，打造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
（购置生产生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
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

68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9.00 0.00 19
库普乡村级组织“积分制”超市建设
项目

tlx-2022068 托里县库普乡人民政府

为库普乡19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
打造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
置生产生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
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69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3.00 0.00 13
乌雪特乡村级组织“积分制”超市建
设项目

tlx-2022069 托里县乌雪特乡人民政府

为乌雪特乡13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
准，打造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
（购置生产生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
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

70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00 0.00 9
阿克别里斗乡村级组织“积分制”超
市建设项目

tlx-2022070 托里县阿克别里斗乡人民政府

为阿克别里斗乡9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
准，打造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
（购置生产生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
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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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00 0.00 3
铁厂沟镇村级组织“积分制”超市建
设项目

tlx-2022071 托里县铁厂沟镇人民政府

为铁厂沟镇3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
打造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
置生产生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
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72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00 0.00 5
庙尔沟镇村级组织“积分制”超市建
设项目

tlx-2022072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为庙尔沟镇5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
打造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
置生产生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
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73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0 0.00 2
托里镇村级组织“积分制”超市建设
项目

tlx-2022073 托里县托里镇人民政府

为托里镇2个行政村，按照每村5万元的标准，打
造爱心超市，用于基层村规民约积分奖励（购置
生产生活、家庭日常用具），调动各族群众参与
基层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74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
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分）

66.90 0.00 66.9

托里县庙尔沟镇牧民定居（安居富
民）楼房配套项目

tlx-2022078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为庙尔沟镇176户牧民定居（安居富民）楼房进
行配套，主要配套内容为地面铺装、卫生间等设
施

自治区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用于“三农”
部分

7.30 0.00 7.3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34.00 0.00 34

自治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金 2.80 0.00 2.8

自治区畜牧业生产发展资金 9.00 0.00 9

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55.00 0.00 55

75

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77.00 0.00 77

托里县牧民定居（安居富民）住房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

tlx-2022079 托里县畜牧兽医局
为金准区348户牧民定居（安居富民）楼房进行
配套，主要配套内容为地坪、卫生间等设施

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50.86 0.00 50.86

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
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分）

81.00 0.00 81

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132.00 0.00 132

76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2 82 0 托里县项目管理费 tlx-2022074 托里县乡村振兴局

根据《关于印发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新财规【2021】11号）文件精神，按照
不超过1%的比例从全年到位的衔接资金中统筹安
排项目管理费

不符合整合
条件

77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40 240 0 托里县雨露计划补助资金项目 tlx-2022064 托里县教科局
为2021-2022学年800名托里籍疆内外接受中高等
职业教育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给予扶贫助学
补助，每人每年补助3000元

不符合整合
条件

78 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710.00 710.00 0
托里县2022年2万亩高标准农田配套附
属设施项目

托里县农业农村局
对托里县2022年实施的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进
行配套，安装并完善配套附属设施

未整合，原
渠道实施项

目

79 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4.12 4.12 0 托里县住建局2022年抗震防灾工程 托里县住建局 为两户自建住房农牧民补助资金
未整合，原
渠道实施项

目

80
中央以工代赈示范工程（第一批）中央

基建投资资金
860 860 0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2022年农牧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以工代赈试点示范工程

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
用于托里县庙尔沟镇人民政府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2022年农牧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试点示
范工程

未整合，原
渠道实施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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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1000 1000 0 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项目 托里县农业农村局

新建两个秸秆沃土为主，各种有效利用模式的秸
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秸秆饲料化利用补贴示范
田30万亩；秸秆肥料化利用补贴示范田6万亩；
建立一个秸秆还田生态效益检测点位、开展秸秆
资源综合利用台账建设；秸秆资源综合利用调查
、宣传、培训等。

未整合，原
渠道实施项

目

82 产粮大县中央奖励资金 785.72 785.72 0 粮食生产流通领域项目 托里县发改委 托里县成品粮油储备功能提升改造项目
未整合，原
渠道实施项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