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海县 2018 年至 2020 年脱贫攻坚
县级项目库（实施方案）

勐海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 0 一八年十二月

目

录

一、基本情况…………………………………………….....……………………… - 1 （一）县情……………………………………………..........……………………… - 1 （二）贫情……………………………………......…...…………………………… - 3 二、驻村工作队情况…………………………………………………………… - 5 三、“两不愁三保障”措施………………………………………………… - 5 （一）两不愁……………………………………………………………………… - 5 （二）住房保障…………………………………………………………………… - 5 （三）就学保障…………………………………………………………………… - 6 （四）基本医疗保障…………………………………………………………… - 7 （五）就业扶贫…………………………………………………………………… - 8 （六）产业扶贫…………………………………………………………………… - 9 （七）生态扶贫………………………………………………………………… - 10 （八）综合保障工程…………………………………………………………… - 11 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 12 （一）贫困发生率……………………………………………………………… - 12 （二）道路硬化………………………………………………………………… - 13 （三）通动力电………………………………………………………………… - 13 （四）通广播电视……………………………………………………………… - 14 （五）通宽带网络……………………………………………………………… - 14 （六）农村安全饮水…………………………………………………………… - 14 （七）卫生室建设……………………………………………………………… - 15 （八）活动场所建设…………………………………………………………… - 15 （九）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 - 15 （十）资产收益扶贫…………………………………………………………… - 16 （十一）其他脱贫攻坚项目………………………………………………… - 16 1.沪滇扶贫协作项目…………………………………………………… - 16 2.集中种植、养殖项目………………………………………………… - 17 3.直过民族干部培训…………………………………………………… - 17 4.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 17 -

5.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18 6.灌溉沟渠……………………..…….….........…………...……………… - 18 7.兴边富民…………………………………......……..…………………… - 18 六、绩效目标…………………………………………….……………………… - 18 （一）经济效益………………………………………………………………… - 18 （二）社会效益………………………………………………………………… - 18 （三）生态效益………………………………………………………………… - 19 七、组织保障措施……………………………………………………………… - 19 （一）加强组织领导…………………………………………………………… - 19 （二）加强责任落实………………………………………...………………… - 20 （三）加强公示公告…………………………………………………………… - 20 （四）加强资金保障措施…………………………………………………… - 20 （五）优化项目后续管理工作…………………………………………… - 21 （六）强化年度评估和方案修订………………………………………… - 21 -

附件：
1.勐海县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工作流程
2.勐海县 2018 年至 2020 年脱贫攻坚项目库年度投资
情况统计表
3.勐海县 2018 年至 2020 年脱贫攻坚项目库汇总表及
分年度表

脱贫攻坚项目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支撑，推进
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举措，是压实攻坚责任、推动精准施
策和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基础，是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重要
平台，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重要保障。为聚焦贫困村
出列、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确保贫困人口
不返贫、能稳定致富，确保到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勐海县 2018 年至 2020 年
脱贫攻坚县级项目库（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县情
1.地理环境： 勐海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西部，东接景洪市，东北和西北与普洱市思茅区和
澜沧县相邻，西部和南部与缅甸接壤，距省会昆明 599 公里，
距州府景洪市 45 公里，总面积 5368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
积占 93.45%，坝区面积占 6.55%。
2.人口区划：全县辖 6 镇 5 乡 1 个农场，有 85 个行政
村、953 个村民小组，5 个社区、26 个居民小组，6 个生产
队、68 个居民小组。2017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33.27 万人，
其中乡村人口 24.89 万人，占 74.8%；少数民族人口 29.39
万人，占 88.4%；有傣、哈尼、拉祜、布朗、佤、景颇等 9
种世居民族，其中傣族 12.8 万人，占 38.5%；哈尼族 6.9 万
人，占 20.8%；拉祜族 4.5 万人，占 13.7%；布朗族 3.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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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1.7%，是全国布朗族人口最多的县。
3.自然资源：勐海区位优势独特，土地、森林、生物、
矿产、水力等资源丰富。土地：耕地保有量 122.13 万亩，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 109.49 万亩。森林：林业用地面积 597.22
万亩（人均 18.21 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72.25%，森林
覆盖率为 66.2%。有 4 个国家级、州级、县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 109.16 万亩。
4.特色产业：勐海县以茶、粮、糖为优势支柱产业，橡
胶、蔬菜、畜牧、水产等为传统产业，莓类、傣药等为新兴
产业。被国家列为商品粮生产基地县、茶叶出口基地县、糖
料生产基地县和农业机械化示范县。茶产业：全县茶叶种植
面积现有 71 万亩，涉茶人口约 28 万人，茶农约 26 万人，
有老班章、南糯、贺开、那卡等名山名茶。有大益、七彩云
南、陈升号、雨林古茶坊等 200 多家精制茶企。粮食产业：
全县常年粮食种植面积总体保持在 65 万亩左右，约有 15.8
万名农民从事种粮，2017 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70.5 万亩，
产量达 29.9 万吨。甘蔗产业：全县常年甘蔗种植面积总体保
持在 19 万亩左右，约有 8.8 万名农民从事种蔗。橡胶产业：
全县常年橡胶种植面积总体保持在 30 万亩左右，约有 1 万
名农民从事种胶。蔬菜产业：全县常年蔬菜种植面积总体保
持在 10 万亩左右，约有 2.5 万名农民从事种菜。畜牧水产：
全县肉类总产量常年保持在 1.2 万吨左右，约 15 万名农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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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畜牧。新兴产业：莓类产业基地 5000 亩，傣药南药基地 2
万亩。
5.公共服务设施：交通状况，拥有公路里程 2517.33 公
里，基本形成了以勐海县城为中心，以国道 G214 线、省道
S251 线为主轴，县乡公路为骨架，通行政村公路为辐射线的
公路网。按公路等级划分：二级公路 181.54 公里；三级公路
15.7 公里；四级公路 2320.09 公里。按路面等级划分：沥青
混凝土路面 536.05 公里；水泥混凝土路面 846 公里；砂石路
面 793 公里；土路面 342.28 公里。教育事业，有各级各类学
校 71 所 1128 个教学班，教职工 3156 人，在校学生 46406
人。卫生事业，设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205 个，核定编制 1043
人，实有在职人员 2079 人，平均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 6.05 人；病床 1729 张，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 5.27 张。
核定乡村医生编制 303 人，实有在岗乡村医生 327 人，个体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220 人，临聘人员 450 人。文化体育事业，
全县有县级文化体育单位 8 个、乡镇（农场）文化广电服务
中心（文化站）12 个，有在职职工 153 人；有文化经营户
305 户，文化惠民示范村 6 个；有公共文化体育活动场所 1844
个，总面积 69.69 万平方米，人均公共文化体育活动场所面
积达 2.03 平方米；安装“村村通”设备 13826 套，“户户通”
设备 7805 套，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 99.14%。
（二）贫情
2014 年初，全县有建档立卡户 6390 户 25092 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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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 9.74%。2017 年末，共有建档立卡户 7583 户 28928
人（其中：脱贫 6787 户 26423 人，未脱贫 796 户 2505 人），
贫困发生率为 0.97%
1.贫困人口分布。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 2 个贫困乡和 2
个边境乡镇。贫困乡（勐宋乡 1523 户 5849 人、西定乡 1449
户 5611 人）和边境乡镇（布朗山乡 1020 户 4283、勐满镇
1129 户 4182 人）贫困人口占全县贫困人口的 68.88%，其他
7 个乡镇贫困人口（勐阿镇 661 户 2440 人、勐往乡 651 户
2235 人、勐遮镇 373 户 1403 人、勐混镇 318 户 1121 人、打
洛镇 184 户 785 人、格朗和乡 202 户 773 人、勐海镇 73 户
246 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 31.12%。
2.贫困人口民族结构。贫困人口主要以少数民族特别是
“直过民族”为主。少数民族贫困人口 27276 人，占全县贫
困人口的 94.29%。“直过民族” 17192 人，占全县贫困人
口的 59.43%，其中拉祜族 9134 人，占 31.57%；布朗族 7787
人，占 26.92%；佤族 269 人；景颇族 2 人。
3.贫困村分布。全县有贫困行政村 40 个。62.50%的贫
困村分布在 2 个贫困乡（勐宋乡 7 个、西定乡 7 个）和 2 个
边境乡镇（布朗山乡 6 个、勐满镇 5 个），37.50%的贫困村
分布在 7 个乡镇（勐往乡 4 个、勐阿镇 3 个、打洛镇 2 个、
勐遮镇 2 个、勐混镇 2 个、勐海镇 1 个、格朗和乡 1 个）。
4.致贫原因分类。7583 户建档立卡户中，主要致贫原因
以缺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为主，其中缺技术（3388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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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县建档立卡户的 44.68%，自身发展动力不足（2149 户）
占 28.34%。因病（651 户）、缺劳力（578 户）、交通条件
落后（245 户）、缺资金（210 户）、缺土地（179 户）、因
残致贫（115 户）、因学致贫（64 户）、因灾（4 户）等致
贫原因占 26.98%。
二、驻村工作队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初，全县 85 个行政村，贫困行政村
40 个。现有挂联单位 139 家（其中：省级单位部门 3 家、州
级单位部门 52 家、县级单位部门 84 家）；共有挂联干部职
工 4501 人（其中：省级 1 人、厅级 20 人、处级 371 人、科
级及以下 2264 人、其他干部职工 1845 人）。选派驻村扶贫
工作队 66 支，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193 人，其中省级队
员 6 人（含一名总队长、一名副总队长）、州级队员 56 名
（含一名副总队长），县级队员 85 名、大学生村官 46 名。
三、“两不愁三保障”措施
（一）“两不愁”
勐海县 2017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
大关，增速超过全省平均增长水平。经走访调查，建档立卡
7583 户 28928 人主食细粮均有保障，衣服能够自行购买，四
季有换季衣服，日常有换洗衣服，没有“两不愁”尚未解决
的农户。
（二）住房保障
2018 年至 2020 年，住房保障工程项目涉及 2427 户 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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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279 户（拆除重建 128 户，加
固修缮 151 户），计划投入资金 633.755 万元，项目已在 2018
年实施完成，其中，拆除重建 128 户，加固修缮 151 户，已
投入资金 633.755 万元。消除“石棉瓦、彩钢瓦”实施 2148
户，投入资金 1193.6417 万元，项目已在 2018 年内实施完成。
（三）就学保障
落实云南省教育厅有关学生资助政策，对学前阶段、小
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含职高、中专）、大学阶段
（大专及以上）学生实施各种补助，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适
龄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避免建档立卡适
龄青少年因贫辍学或适龄青少年家庭因学返贫。
1.义务教育阶段落实控辍保学，确保适龄青少年学生
100%入学。勐海县严格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责任，确
保适龄青少年学生 100%入学。全县 2018 年至 2020 年义务
教育阶段适龄青少年学生 11499 人，按小学生免学杂费 600
元 /年和免费提供教科书 90 元/年，营养改善计划每人 800
元/年，寄宿学生生活补助 1000 元/年，初中生免学杂费 800
元 /年和免费提供教科书 180 元/年，营养改善计划每人 800
元/年，寄宿学生生活补助 1250 元/年政策执行。小学寄宿制
学生生活费补助 1000/人元需县级配套 140 元，初中寄宿制
学生生活费补助 1250 元/人需县级配套 175 元的标准，2018
年至 2020 年需投入县级配套资金 163.576 万元。
2.初中高中后继续教育人数。2018 年至 2020 年接受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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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中后继续教育学生 2160 人，其中：高中阶段 818 人、
中等职业阶段 794 人、高等教育阶段 548 人。
3.义务教育阶段外受资助学生情况。2018 年至 2020 年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外受资助学生 2160 人，其
中：高中阶段资助 818 人（按国家省州有关政策进行资助）；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资助 794 人，除享受国家、省州有关资助、
补助政策外，中职补助 3000 元/人（雨露计划），需县级配
套 3000 元/人，需投入资金 238.2 万元；高等教育阶段资助
548 人（按国家省州有关政策进行资助）。
4.通用语言及普通话推广。勐海县少数民族户籍人口
29.35 万人，占总人口的 88.4%，为提升贫困群众综合素质，
积极推进通用语言及普通话培训和推广工作，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实施 8298 人培训项目，按照培训费用县级需配套 70
元/人，需投入县级配套资金 58.086 万元。
5.学前教育助学金。全县学前教育阶段 2018 年至 2020
年学前教育助学金涉及 1442 人，均已落实每学年 300 元资
助；按照学前教育助学金需县级配套 16.8 元/人，2018 年至
2020 年需投入县级配套资金 2.4226 万元。
6.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升学补贴。2018 年至 2020 年全县
需补贴 20 人（按国家省州有关政策进行补贴）。
（四）基本医疗保障
编制《勐海县贯彻落实云南省健康扶贫 30 条措施实施
方案》《勐海县健康扶贫实施方案》《勐海县健康扶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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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保障”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等实施方案，认真贯彻落实云
南省健康扶贫 30 条措施，执行医疗保障各项措施，医疗保
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0%享有医疗
保障。
1. 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落实基本医保 86856 人次，按
照基本医保需县级配套 140 元/人，2018 年至 2020 年需投入
县级配套资金 1215.984 万元；其中，2018 年度已落实 28928
人，县级已投入配套资金 404.992 万元。
2.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落实大病保险 86856 人次，按
照大病保险需县级配套 40 元/人，2018 年至 2020 年需投入
县级配套资金 347.424 万元；其中，2018 年度已落实 28928
人，县级已投入配套资金 115.712 万元。
3.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落实医疗救助 1068 人次；
其中，
2018 年度已落实 235 人。
4.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落实大病集中救治（9 类 15 种）
435 人次；其中，2018 年度已落实 114 人。
5.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落实重病兜底保障（四重保障）
2335 人次；其中，2018 年度已落实 794 人。
（五）就业扶贫
落实就业扶贫政策，帮助建档立卡人口拓宽就业渠道、
增加家庭收入，促进未脱贫户尽快稳定脱贫、已脱贫户脱贫
成果更加巩固。
（一）转移就业。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稳定转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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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1 人次；其中，2018 年稳定转移就业 1231 人（县内 685
人、县外省内 334 人、省外 185 人、境外 27 人）。
（二）就业培训。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实施就业培训
项目 3099 人次，计划投入资金 185.94 万元；其中，2018 年
已实施就业培训 1602 人，已投入资金 96.12 万元。
（三）乡村公共服务岗位就业。2018 年至 2020 年通过
设置乡村公共服务就业岗位实现就业 1380 人次，计划投入
资金 869.3008 万元；其中，2018 年已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开
发、设置乡村公共服务岗位实现就业 470 户 471 人（护边员
4 人、护路员 190 人、保洁员 160 人、河道治理员 31 人、地
质灾害监测员 10 人、教育协管员 23 人、矛盾纠纷调解员 1
人、卫生监督管理员 4 人、治安管理员 10 人、护林员 9 人、
扶贫材料搜集员 27 人、公益性岗位 2 人），已投入资金
295.2256 万元。
（六）产业扶贫
紧紧围绕贫困户增收和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县策，确
保所有建档立卡户有稳定的支撑产业和家庭收入。不断探索
完善“企业+合作社（党支部）+农户”等模式，结合小额信
贷、资产收益等政策，组织 230 家驻县企业、合作社、种养
殖大户与 7103 户有劳力贫困户签订产销协议，基本实现有
劳力贫困户都有企业或合作社带动。
（一）种养殖业产业发展项目。对有劳动能力、有产业
发展意愿的建档立卡户，实施已脱贫户每户每年累计补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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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000 元、未脱贫户每户每年累计补助不超过 6000 元的
扶持政策。
2018 年至 2020 年实施种养殖类产业发展项目 31 个，种
植项目 23 个，养殖项目 8 个。计划投入资金 5454.2499 万元，
其中，
种植业投入 2460.1965 万元，养殖业投入资金 2994.0534
万 元 。 2018 年 已 投 入 资 金 1614.5615 万 元 ， 种 植 业 投 入
675.685 万元，养殖业投入资金 938.8765 万元。资金来源为
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资金实行乡级报账制，由贫困户自
行购买籽种经乡镇人民政府核实验收、行业部门核定，乡镇
将补助资金一次性转入贫困户“一折通”或卡中；或采取由
乡镇统一采购，将种苗发放给各贫困户。
（二）通过加工、商贸、乡村旅游、电商、小额信贷、
参加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准
确把握政策靶向，充分用好惠农惠民政策。2019 年至 2020
年实施乡村旅游，计划培育特色旅游重点户 15 户，投入资
金 225 万元；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投入贴息资金 149.438
万元实施小额信贷贴息项目，覆盖贫困户 1575 户；其中，
2018 年已投入贴息资金 57.4457 万元。
（三）参与龙头企业或新型经营主体。积极探索参与龙
头企业或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增收模式。
（七）生态扶贫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和生态扶贫政策。全县 597.22 万亩森林得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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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造林 9.11 万亩（其中珍贵用材林 7.91 万亩），建设
生态茶园 55.38 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 66.5%。
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覆盖贫困人口
11020 人次；其中，2018 年已覆盖贫困人口 935 户 3994 人。
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选聘生态护林员覆盖贫困人口
1536 户次 1542 人次；其中，2018 年已覆盖贫困人口 534 户
536 人。
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公益林补贴覆盖贫困人口 11889 户
次 45156 人次；其中，2018 年已覆盖贫困人口 3854 户 14747 人。
（八）综合保障工程
对无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不足的建档立卡户（含持证贫
困残疾人户），落实兜底保障政策，确保所有贫困人口能够
和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小康生活。
1.实施农村低保保障。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实施农村
低保保障 9057 人次；其中，2018 年已实施农村低保保障 998
户 3057 人。
2.实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实施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30 人次；其中，2018 年已实施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 10 户 10 人。
3.落实残疾人补贴。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落实残疾人
补贴 1996 人次；其中，2018 落实残疾人补贴 592 户 689 人，
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208 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低保户、建档立卡户）4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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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养老。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落实农村养老保险
59955 人次，共需投入资金 599.55 万元；其中，2018 年已落
实农村养老保险 6945 户 19052 人，已投入资金 190.52 万元。
5.贫困户人身财产综合保险。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落
实贫困户人身财产综合保险 87562 人次，共需投入资金
1050.744 万元；其中，2018 年已落实贫困户人身财产综合保
险 7583 户 28928 人，已投入资金 347.136 万元。
6.建档立卡涉外人员商业保险。2018 年至 2020 年预计
落实建档立卡涉外人员商业保险 1344 人次，共需投入资金
100.8 万元；其中，2018 年已落实建档立卡涉外人员商业保
险 320 户 448 人，已投入资金 33.6 万元。
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对照贫困村退出 10 项标准及环境整治，勐海县 40 个贫
困行政村已标注出列 36 个。其余 4 个未出列贫困行政村达
到退出标准 9 项，2017 年未达到退出标准 1 项
（贫困发生率）。
通过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切实改善贫困人口
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贫困行政村乃至整个贫困县的经济发
展能力。
（一）贫困发生率。2017 年底，勐海县尚有 4 个未出列
贫困行政村（勐宋乡蚌龙村、勐混镇勐混村、布朗山乡曼果
村、勐阿镇纳丙村），贫困发生率未降至 3%以下，其中：
蚌龙村 4.7%、纳丙村 4.6%、曼果村 4.1%、勐混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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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硬化。全县 85 个行政村村委会到乡镇均已修
通硬化道路，已出列贫困村危险路段均有必要的防护措施。但
贫困行政村及所辖村小组道路硬化还需巩固提升。
1.进村道路建设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县计划建设通村公路 792.996 公里，
预计投入资金 50126.0382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4222 户
16655 人。其中，2018 年已完成进村（通村）公路 537.256 公
里，投入资金 31592.8582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2516 户
9906 人。
2.村内道路建设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县计划建设村内道路 711098.0563 平
方米，预计投入资金 11064.4189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4005 户 15478 人。其中，2018 年已完成村内道路 282739.0563
平方米，投入资金 4573.4249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895
户 7394 人。
3.生产道路
2019 年至 2020 年全县计划建设生产道路 151 公里，计划
投入资金 1564.375 万元，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989 户 4034 人。
（三）通动力电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县计划改建通动电力（10 千伏以上
动力电）7 个村小组，计划投入资金 947 万元，覆盖建档立
卡贫困户 396 户 125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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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广播电视
2019 年计划进行通广播电视信号（户户通）改造工程 7
户，计划投资 10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2 户 38 人。
（五）通宽带网络
1.网络宽带通行政村。2018 年至 2019 年计划进行网络
宽带改造工程 2 个，投资 50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50
户 207 人。其中，2018 年已完成村 1 个村改造工程，投入资金
30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38 户 169 人。
2.网络宽带通卫生室。2018 年已完成村 1 个村卫生室网络
宽带改造工程，投入资金 2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312 户
1292 人。
（六）农村安全饮水
2018 年至 2020 年对 8 个乡镇 116 个村小组实施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项目，计划投入投资 1897.5535 万元，覆盖建档
立卡贫困户 4886 户 19636 人，其中，2018 年已完成村 51 个
村小组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投入资金 1296.2295 万元，覆
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4035 户 16513 人；2018 年实施高效节水项
目 1 个，投资 926.41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44 户 138
人；2018 年至 2019 年实施小水网建设项目 2 个，投资 1115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828 户 3574 人，其中，2018 年
已完成实施小水网建设项目 1 个，投入资金 115 万元，覆盖
建档立卡贫困户 735 户 3202 人；2018 年至 2019 年实施饮水
源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2 个，投资 515.6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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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 44 户 169 人，其中，2018 年已完成饮水源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 1 个，投入资金 15.6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31
户 123 人。
（七）卫生室建设
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实施卫生室建设项目 30 个，投资
586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3096 户 11981 人。其中，2018
年已完成卫生室改建 16 个，投入资金 327.6 万元，覆盖建档
立卡贫困户 1161 户 4626 人。
（八）活动场所建设
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实施活动场所改建项目 3705 平方
米，投资 730.224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036 户 4120
人。其中，2018 年已完成公共场所建设 1525 平方米，投入
资金 326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521 户 2040 人。
（九）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
勐海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通过国家级验收，县内适龄
儿童与青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均达到 100%。目前乡镇及村
内学校办学条件可满足农村村适龄儿童入学需求。该项指标
已达到标准。
（十）资产收益扶贫
1.建村级光伏发电站 16 个，其中 2018 年 9 个，容量为
4305KW，投资 2522.76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310 户
5219 人；2019 年计划建设 7 个，容量为 700KW，投资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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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452 户 1625 人。2018 年 9 个贫
困行政村项目已开工，预计 2019 年 3 月完工。
2.通过财政投入开展资产收益扶贫，2019 年计划实施资
产收益扶贫项目 14 个，计划投资 1281.3259 万元，覆盖建档
立卡贫困户 2318 户 8722 人。
（十一）其他脱贫攻坚项目
1.沪滇扶贫协作项目
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实施沪滇扶贫协作“携手奔小康”
项目 22 个，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752 户 10605 人，计划
投入资金 2290 万元，其中，2018 年已实施“携手奔小康”
项目 11 个，投入资金 550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537
户 1981 人，部分项目预计 2019 年初完成。
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实施企村结对项目 40 个，覆盖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4260 户 16072 人，需投入资金 753 万元，
其中，2018 年已实施企村结对项目 19 个，投入资金 243 万
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407 户 5371 人，
部分项目预计 2019
年初完成。
2018 年至 2020 年计划实施（新增）援滇资金项目 18 个，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830 户 10411 人，需投入资金 6028
万元，其中，2018 年已实施（新增）援滇资金项目 6 个，投
入资金 2432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769 户 3815 人，部
分项目预计 2019 年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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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至 2019 年计划实施（新增）援滇计划外资金项
目 8 个，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91 户 1440 人，需投入资
金 240 万元，部分项目预计 2019 年初完成。
2.集中种植、养殖项目
2019 年计划实施集中种植项目 1 个，覆盖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196 户 823 人，需投入资金 60 万元。
2018 年至 2020 年 8 个乡镇计划实施集中养殖附属设施
建设项目 18116 平方米，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73 户 1405
人，需投入资金 409.05 万元。其中，2018 年已实施集中养殖
设施 910 平方米，投入资金 136.5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
户 175 户 676 人，部分项目预计 2019 年初完成。
3.直过民族干部培训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县计划实施直过民族干部培训 200
人，需投入资金 26 万元。
4.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县计划实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 37886 人次，需投入资金 249.069 万元。其中，
2018 年投入资金 65.597 万元，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6876 户
次 10260 人次，部分项目预计 2019 年初完成。
5.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县计划实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项目
18 个，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62 户 2199 人，需投入资金
3188.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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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兴边富民工程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县计划实施兴边富民工程 7 个，覆
盖建档立卡人口 67 户 240 人次，计划投入资金 753.7 万元。
六、绩效目标
(一)社会效益
脱贫攻坚项目的全面实施，将充分挖掘贫困地区的潜
力，有效地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增强群众
的科技意识、市场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大大提高群众的经
济文化生活水平，从而使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提高党和
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长期
稳定健康发展，使贫困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致富道路。同时，
开展农民技术人才的培训，使贫困群众熟练掌握 1—2 门致
富技术，并通过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吃在外，挣
钱内”的路子，从而有力地增加收入，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协
调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二）经济效益
通过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给我县贫困村寨带来前所未
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产业发展等到户帮扶措施项目的实施，
将提高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经济收入，有力的推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增收脱贫。随着脱贫攻坚项目的推进，贫困村组基础设
施将会更加完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主导优势产业初显规
模效益，农民增收步伐进一步加快。群众人居环境更加良好，
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覆盖全县贫
- 18 -

困户，预计 2019 年末建档立卡贫困户将实现人均纯收入收
入高于 4000 元，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
（三）生态效益
通过实施综合脱贫攻坚，使全县群众进一步增强生态意
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正确处理开发资源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关系，加大中长期经济林木等绿色产业开发，毁林开垦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逐步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得到
有效保护。有效地提高土地产业效益，加快农业生态环境向良
性化方向发展，为实现生态特色农业创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七、组织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全县脱贫
攻坚项目库建设进行指导、督促、推动落实，对全县脱贫攻
坚项目库项目进行审定。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县
发工、县财政等部门牵头组织项目库建设，具体做好项目库
建设、管理和维护。县级各行业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涉及本部
门职责职能的有关项目的预审及项目库项目建设管理和监
督工作。由于项目不成熟或项目实施不及时导致资金结余结
转，由项目主管部门承担责任；由于项目验收不及时导致资
金结余结转，由项目验收牵头部门承担责任。各乡镇对本乡
镇内实施的脱贫攻坚项目要切实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抓好项
目落地等工作；驻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要认真履行职责，
积极协助村“两委”抓好有关脱贫攻坚项目工作落实。
（二）加强责任落实。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分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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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管理的原则，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推进项目尽快落
地实施。精心组织，认真实施，严把项目进度、质量、数量
三个关口。一要严把进度关，从组织实施到竣工验收，要列
出项目建设时间表，按照计划要求，全面整体推进，确保项
目按期完成。二要严把项目质量关，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
确保项目建设的标准化、合理化，真正做到建一处，成一处，
见效一处。三要严把数量关，在项目实施中，凡是到户项目，
户户要签字确认，要把项目量化到户。
（三）加强公示公告。扶贫项目要事前公示、事后公告，
项目在哪里实施，就要公示公告到哪里。通过门户网站、报
刊、公示牌（栏）等，将项目采取群众便于知晓的地方和容
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公示。建立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保障群
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尊重群众意愿、听取
群众意见，项目确定后应告之群众。
（四）资金保障措施。经帮扶措施分析、入户核实协商、
公示协商结果、村级评议申报、乡级初审汇总、县级审定，
共谋划 8 大类 103 个项目，需投入资金 100438.2364 万元，
其中涉农统筹整合资金 57688.8484 万元、财政专项资金
27022.6166 万元、沪滇扶贫协作资金 9287 万元，其他资金
6439.7714 万元。2018 年计划投资 50969.2871 万元，2019 年
41030.5097 万元，2020 年 8438.4396 万元。
（五）优化项目后续管理工作。严格项目资金管理，执
行公示公告制度。建立健全脱贫攻坚项目库各项后续管理制
度。切实加强对项目的实施监管，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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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每个项目有群众代表参与监督实施、监督管理。加强
建、管、用相结合，责、权、利相一致，努力提高项目后续
管理的质量和效益的长久发挥。形成建设有责任、使用有成
效、管理有章程的工作机制。
（六）强化年度评估和方案修订。建立脱贫攻坚项目年
度评估和方案修订制度。客观地对路线图中开展的建设项目
进行年度绩效评估，综合资金到位进展、项目实施效果、市
场变化影响等因素，检验项目的建设成效，实行项目建设综
合评价、动态管理，并及时进行调整修订，严格上报审批，
既最大限度地确保资金安全，又提高脱贫攻坚的时效，有利
于监督政策、资金、项目的落实。

附件：
1.勐海县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工作流程
2.勐海县 2018 年至 2020 年脱贫攻坚项目库年度投资
情况统计表
3.勐海县2018 年至2020 年脱贫攻坚项目库汇总表及分年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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