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阳新县（第一批）市级财政扶贫资金计划申请表
县（市）名：阳新县  2019-5-27

序号 镇区 村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具体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
投资资金（万元） 备注

总投资
市级财政
专项资金 

合计 34225.754 3500
一 产业发展 33065.89 3006

（一） 种植业 6085 927

1 洋港镇 崩山村 产业发展
软籽石榴
种植

移民安置区150亩软籽石榴种苗、肥料 崩山村 15 10

2 木港镇 木港村 产业发展 蜡米种植 发展蜡米90亩，带动贫困户增收 木港村 10 10
3 木港镇 贺洞村 产业发展 艾叶种植 发展艾叶20亩，带动贫困户增收 贺洞村 10 10

4 木港镇 枣园村 产业发展
蚕房改建
、杉树培

育

将贫困户自家闲置住房改建成蚕房、培育已
栽种杉树800亩，带动贫困户增收

枣园村 10 10

5 三溪镇 横山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昆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西瓜
40亩，钢结构大棚蔬菜20个，湖蒿100亩

横山村围垦湖 60 10

6 三溪镇 石牛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发展蜜柚种植60亩，发包经营。 石牛村 40 12

7 网湖湿地 向录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尹合娥水果基地，种植杨梅、桃子、梨
等40亩

向录村 12 10

8 陶港镇 朱应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10万进阳新县陶港镇昌先农林专业合作
社，杉树150亩，苗木100亩。

朱应村上方组后背
垴山

60 10

9 陶港镇 江荣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荣达农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生
产油茶182亩，非山场种植

江荣村郭家堍40亩            
江荣村太公山26亩            
江荣村崖竹汤28亩           
江荣村徐家垅24亩           
江荣村黄垅山23亩           
江荣村桐梓垴21亩           
江荣村松林口20亩
（均为土地流转）

40 30

10 陶港镇 王桥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开荒新建红枣28亩承包给大户梁儒信经营管
理

王桥村大堍组山下
梁山地

20 10

11 陶港镇 王桥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开荒新建油茶75亩承包给大户刘合谷经营管
理                            

王桥村染铺刘后背
山

20 10



12 排市镇 铁铺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银禧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中药材
200亩，其中扩建60亩，鱼塘养殖30亩

铁铺村 80 24

13 浮屠镇 北煞湖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浮屠镇北煞湖昌隆种植专业合作
社，100亩杂柑，50亩桃子

北煞湖农场 60 24

14 浮屠镇 华道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搭建10个竹木育苗大棚，占地2亩；下午甲
组40亩育苗基地，育苗种类：茶花、茶梅、
红叶石楠、樱花、红花继木；承包给舒海波
经营管理。

下午甲 40 22

15 浮屠镇 前山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平凡家庭农场，苎麻基地50亩，药材基
地50亩

上烟组 58 24

16 浮屠镇 三保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富康生态农业合作社，600亩绿化苗圃 三保村8个组 500 24

17 浮屠镇 森铺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富康生态农业合作社，合作社规模：绿
化苗木培育1500亩

森铺村十四组 30 24

18 浮屠镇 山泉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安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油
茶300亩，杂柑200亩

山泉村 200 24

19 浮屠镇 烧厂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枫林绿野生态专业种养殖合作
社，扩建吴茱蓃种植30亩

8组 14 6

20 浮屠镇 烧厂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湖北阳新思源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规模香樟树种植120亩

赵礼中下首山 25 10

21 浮屠镇 汪佐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龙隐种养殖合作社，草莓种植20亩， 汪佐村 23 10

22 浮屠镇 王志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发展杂柑种植100亩，承包给大户王水星经
营管理

王志村石山垴 110 30

23 浮屠镇 吴智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伍源种养殖合作社，发展产业杂
柑基地68亩

吴智村 30 10

24 浮屠镇 下李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沁园农场，农场规模柑橘苗培育5亩，
柑橘种植95亩

下李五组 100 4

25 浮屠镇 下屋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琼花家庭农场，扩大杂柑、水蜜桃基地
60亩

下屋村四组 22 10

26 浮屠镇 下屋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福林种植专业合作社，扩大优质水稻
500亩

下屋村 60 14

27 浮屠镇 沿镇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勇鑫种养殖合作社，扩展金针
120亩

沿镇村 50 24

28 白沙镇 吕广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吕相家种植基地种植杂柑40亩 吕广村龙潭山 14 10

29 白沙镇 公和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富荣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新建蔬菜
基地20亩、钢架大棚2个

公和村罗坊组 5 2

30 白沙镇 坑头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鑫农种养殖合作社新建苎麻基地60亩 坑头村尾沙库 9 7



31 白沙镇 石清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白沙镇石清村苎麻种植专业合作
社苎麻种植120

石清村懂冲组 18 6

32 白沙镇 石清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赵才进种植基地杂柑种植70亩 沙地组 20 6
33 白沙镇 金龙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黄石宏德公司，特色水果种植120亩 金龙村江龙组 40 20

34 白沙镇 上潘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荆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建蔬
菜基地12亩、钢架大棚9个，肥料发酵棚1个

金墩组 12 3

35 白沙镇
白沙
铺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梁新华农业种植合作社种植蔬菜20亩，
钢架大棚3个

白沙铺村 5 3

36 白沙镇 兴祖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潘世秒种植基地种植吴茱萸70亩 兴祖村 27 20

37 白沙镇 山口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九等山生态农村特产开发有限公
司，杂柑种植80亩

九等山 32 3

38 枫林镇 大桥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顺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建腊米
100亩

大桥村 20 10

39 枫林镇 下庄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枫盛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水果
50亩，中药材80亩）

下庄村 100 30

40 枫林镇 坡山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宏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扩建40亩中药
材种植，水果种植15亩，养殖2000只鸡

坡山村 300 24

41 枫林镇 刘冲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常乐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苎麻幼
苗培育基地100亩 刘冲村 100 30

42 枫林镇 枫林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宝塔山种养殖合作社，扩建腊米50亩 南城村 12 12

43 枫林镇 水源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有机蔬菜10亩承包给阳新县复兴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经营管理

水源村 8 3

44 枫林镇 水源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苗木桂花苗40亩承包给阳新县复兴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经营管理

水源村 20 12

45 枫林镇 水源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种植水蜜桃50亩承包给阳新县复兴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经营管理

水源村 25 15

46 枫林镇 汪源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新建腊米基地40亩承包给大户柯国元经营管
理，承包给大户何衍银40亩，承包给大户何
兆锐30亩。（共计110亩）所有承包项目均
包括后期培育资金。

汪源村 24 24

47 枫林镇 月朗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诚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油桐
油茶240亩

月朗村 45 10

48 枫林镇 月朗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华利家庭农场中药材种植80亩 月朗村 100 15

49 枫林镇 南城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联信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药材
种植150亩

南城村 30 24



50 龙港镇 朝阳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龙港镇朝阳村南山坳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种植杉树与油茶200亩）

朝阳村南山坳 50 30

51 龙港镇 阮家畈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富水山地馥香柑园
（柑橘300亩）

阮家畈村 200 30

52 龙港镇 上曾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湖北唯美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杉树1000亩）

上曾村七组 1000 18

53 龙港镇 上泉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湖北唯美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杉树500亩）

上泉村 1000 30

54 龙港镇 殊溪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益众循环农业专业合作社(30万棒
麻菇）

殊溪村 200 18

55 龙港镇 汪家垅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汪家垅村新大地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钢架大棚蔬菜500亩）

汪家垅村 1000 30

56 龙港镇 梧塘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江南种养殖合作社（油茶100亩） 梧塘村 120 18

57 龙港镇 阳辛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富水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水果
300亩）

马塘山 300 30

58 龙港镇 孔志村 产业发展 特色种植
入股阳新县孔志种养植专业合作社(油茶200
亩）

孔志村二组 50 18

（二） 养殖业 9985 795

59 龙港镇 金坪村 产业发展
入股富民
养猪场

入股富民养猪场，带动贫困户增收 金坪村 5 5

60 三溪镇 世林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阳新县三溪康乐福家庭农场养殖土鸭、
蛋鸭5000只、渔塘20亩、种植水稻400亩

康乐福家庭农场 100 24

61 网湖湿地 网湖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阳新县宏图种养殖合作社，经营450亩水产
养殖包括270亩鳜鱼和180亩四大家鱼。

网湖村 74 24

62 陶港镇 青龙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贾坤江的合作社，新建70亩龙虾池 青龙村祠堂畈组 35 30

63 陶港镇 五马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县田畈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水产
养殖205亩，精养鱼池

五马村良荐湖 180 30

64 陶港镇 王桥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10万进中隆发公司进行澳洲龙虾养殖 王桥村染铺刘组 10 10

65 陶港镇 陶港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县陶港祥才生态专业合作社，新建
80亩龙虾池

黄泥垅组良荐湖 50 20

66 陶港镇 陶港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县陶港镇陶源农庄，新建30亩龙虾
池

张谷才组曹石柯 20 10

67 浮屠镇 白浪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阳新县白浪潘旻夫生态农牧专业合作
社，5万只蛋鸡养殖的规模

白浪村 100 24

68 浮屠镇 茶铺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湖北香格里生态旅游开发公司，发展清
水虾养殖260亩

茶铺村祝湖沥 90 25



69 浮屠镇 方林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资入股个体户方会阳甲鱼特种养殖项目，
规模20亩

方林村七组 150 30

70 浮屠镇 华垅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投入祥云家庭农场进行桂鱼养殖，规模120
亩

华垅村 80 30

71 浮屠镇 进中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投入龙鑫种养殖厂，建设蛋鸡养殖厂房一
栋，养鸡1万只

进中村 50 24

72 浮屠镇 栗林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自建发展稻虾种养50亩承包给大户卢子云经
营管理

栗林村沿坜 20 10

73 浮屠镇 龙井郭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春晓家庭农场稻虾共生120亩 上首汪组 60 24
74 浮屠镇 明九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家朋农业合作社，养殖10000只鸭 明九村 30 24

75 浮屠镇 山下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顺丰种养殖合作社，发展稻虾共生和养
鱼50亩

山下村2、4组 30 5

76 浮屠镇 十八折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北煞湖义松家庭农场，扩产稻虾种养
140亩，达到310亩

北煞湖 120 24

77 浮屠镇 西边良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知慧全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塘养
殖规模120亩

西边良村 110 24

78 浮屠镇 下秦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航宇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规模
养牛150头，种植玉米100亩

中贵组 57 24

79 浮屠镇 献甲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海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稻虾种养40
亩

献甲村四、五组 35 4

80 浮屠镇 玉堍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县兴湖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拓展黑
斑蛙20亩

下山咀 175 24

81 浮屠镇 陈秀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洪鑫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稻虾
养殖100亩

陈秀村四组 44 24

82 白沙镇 月星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马仲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蛋鸡2000
只

月星村七组 6 3
83 白沙镇 坑头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鑫农种养殖合作社养殖产蛋鸡6000只 七峰山 40 5

84 白沙镇 梁公铺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县白沙镇顺鑫种养殖家庭农场养殖
龙虾80亩

梁公铺村 40 3

85 白沙镇 青山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阳新华林种养殖合作社养鸡10000只 青山村 50 3

86 白沙镇 星街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湖北晨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规模
头，其中扶贫资金母猪养殖50头）

土库村 3500 20

87 白沙镇 大林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县父子山富源生态农业合作社新建
虾、莲藕养殖基地30亩

大林村谢组 15 7

88 白沙镇 项家山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马屋山养殖场新建猪圈100平方米、购
置猪种300头

新星村 100 12

89 白沙镇 三房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马匆仲种养殖合作社养殖蛋鸡2000只 月星村 6 3

90 枫林镇 大桥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县五桂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稻虾套养
350亩

大桥村 150 20



91 枫林镇 花塘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湖北福牛养殖有限公司养殖肉牛500头 花塘村和杨山村 1000 30
92 枫林镇 杨山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湖北福牛养殖有限公司养殖肉牛500头 花塘村和杨山村 1000 30

93 枫林镇 宋新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阳新县利创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发展养鸽
子基地30亩（鸽子养殖10万只）

宋新村 1800 30

94
经济开发

区
银山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稻蛙养殖70亩承包给大户经营 银山村“十字桥” 100 18

95 龙港镇 官庄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马湖种养殖合作社（500头生猪） 官庄马湖 163 30

96 龙港镇 石丘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阳新县凤平蛋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10000只蛋鸡）

石丘村 100 30

97 龙港镇 田铺村 产业发展 水产养殖
入股阳新县富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塘
100亩）

田铺村园田化 100 30

98 龙港镇 星潭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阳新县润鹏种植专业合作社
（养鸡10000只）

星潭村 80 30

99 龙港镇 郭家垅村 产业发展 畜禽养殖
入股阳新县富红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养鸡
10000只)

郭家垅村 160 18

（三） 旅游业 3606 100
100 三溪镇 丫吉村 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 入股湖北仙溪花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溪乡博园 1100 10
101 网湖湿地 向录村 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 入股网湖梅厨餐馆，主营餐饮 向录村八组 20 10
102 网湖湿地 向录村 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 入股张公议经营餐馆，主营餐饮 向录村三组 8 5
103 网湖湿地 向录村 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 入股光头菜馆，主营餐饮 向录村四组 8 5

104 浮屠镇 太屋村 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
入股阳新县巧枝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建成
一个2000平方的农家乐庄园。

太屋村西山桔园 30 4

105 枫林镇 杨柳村 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
入股湖北至诚大德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陈家洞田园综合体）新建农家乐

杨柳村 1000 30

106 枫林镇 石田村 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
入股阳新石田农业旅游产业园分红，（50亩
大棚建设，青蛙池建设）

石田村 150 18

107 龙港镇 石下村 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
入股阳新县德仕宝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茶园等400亩）

石下村岩头山 1290 18

（四） 加工业 6436 164

108 排市镇 日清村 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

工
入股顺发合作社，修建粮食烘干厂房1300平
方米，购买100万机械设备

日清村 320 20

109 排市镇 中山村 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

工
入股湖北龙高实业有限公司，主营油茶加
工，生产车间4000平米，可加工茶籽10吨/
天

中山村 1000 30

110 排市镇 王垴村 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

工
入股湖北龙高实业有限公司，主营油茶加
工，生产车间4000平米，可加工茶籽10吨/
天

王垴村 1000 30



111 枫林镇 石田村 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

工
入股阳新白露林合作社竹笋加工 石田村 16 6

112 龙港镇 白岭村 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

工
入股阳新县长丰米业有限公司扩大规模（年
产预计36000吨）

阳新县综合农场双
港分场 

1200 18

113 龙港镇 茶寮村 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

工
入股阳新县长丰米业有限公司扩大规模（年
产预计36000吨）

阳新县综合农场双
港分场 

1200 30

114 龙港镇 大桥村 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

工
入股诚良木业合作社（年销售额预计600万
元）

大桥材五组 500 12

115 龙港镇 石角村 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

工
入股阳新县长丰米业有限公司扩大规模（年
产预计36000吨）

阳新县综合农场双
港分场 

1200 18

（五） 光伏产业 1768 662
116 三溪镇 石牛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用于回购石牛村2016年光伏发电60kw余款 石牛村 48 18

117 陶港镇 朱应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出资20万从湖北新弘明电子有限公司购买
30.9KW光伏发电股权

朱应村后背山 20 20

118 浮屠镇 华道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股权回购20% 竹林董 40 8
119 浮屠镇 山下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股权回购50% 山下村 40 20
120 浮屠镇 烧厂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股权回购20% 潘不椅6组 40 8
121 浮屠镇 太屋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股权回购50% 太屋村 40 20
122 浮屠镇 吴智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股权回购50% 吴智村 40 20
123 浮屠镇 下李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股权回购50% 下李村 40 20
124 浮屠镇 献甲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股权回购50% 献甲村 40 20
125 白沙镇 高椅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50%股份 高椅村 60 30
126 白沙镇 月星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30%股份 月星村 60 18
127 白沙镇 坑头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30%股份 坑头村 60 18
128 白沙镇 坪湖林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50%股份 坪湖林村 60 30
129 白沙镇 石茂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50%股份 枫树下村 60 30
130 白沙镇 石清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30%股份 石清村 60 18
131 白沙镇 土库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50%股份 土库村 60 30
132 白沙镇 上潘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30%股份 上潘村 60 18
133 白沙镇 平原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50%股份 平原村 60 30
134 白沙镇 新星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30%股份 新星村 60 18
135 白沙镇 下畈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50%股份 下畈村 60 30
136 白沙镇 韩家山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30%股份 韩家山村 60 18
137 白沙镇 枫树下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80KW光伏发电项目50%股份 枫树下村 60 30

138
经济开发

区
周通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电站股权回购

经济开发区汽摩配
产业园

40 12



139
经济开发

区
泉池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电站股权回购

经济开发区汽摩配
产业园

40 12

140
经济开发

区
东山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55KW光伏电站股权回购

经济开发区汽摩配
产业园

40 12

141 龙港镇 白岭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白岭村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白岭村 40 12
142 龙港镇 大力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大力村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大力村 40 12
143 龙港镇 大桥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大桥村80KW光伏电站30%股份 大桥村 60 18

144 龙港镇
飞跃居委

会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飞跃居委会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飞跃居委会 40 12

145 龙港镇 林上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林上村80KW光伏电站30%股份 林上村 60 18
146 龙港镇 龙港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龙港村55KW光伏电站25%股份 龙港村 40 10
147 龙港镇 门楼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门楼村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门楼村 40 12
148 龙港镇 上曾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上曾村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上曾村 40 12
149 龙港镇 石下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石下村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石下村 40 12
150 龙港镇 殊溪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殊溪村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殊溪村 40 12
151 龙港镇 梧塘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梧塘村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梧塘村 40 12
152 龙港镇 石角村 产业发展 光伏回购 回购石角村55KW光伏电站30%股份 石角村 40 12

（六） 其他产业 5185.89 358
153 浮屠镇 栗林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栗林村水泥制品预制有限公司 栗林村3组 20 14
154 白沙镇 新星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福星页岩砖厂（年出4至5千万砖） 新星村村委会 1100 12
155 白沙镇 韩家山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湖北高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韩家山村 1000 12
156 枫林镇 枫林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枫林街集贸市场500平方 枫林村 71 18

157
经济开发

区
官桥村 产业发展 其他 5000平米钢构厂房 兴富大道北侧 500 18

158
经济开发

区
用录村 产业发展 其他 1000平米钢构厂房 兴富大道北侧 80 18

159
经济开发

区
周通村 产业发展 其他 200平米钢构厂房 兴富大道北侧 18 18

160
经济开发

区
塘堍村 产业发展 其他 200平米钢构厂房 兴富大道北侧 18 18

161
经济开发

区
太垴村 产业发展 其他 1000平米钢构厂房 兴富大道北侧 80 18

162
经济开发

区
泉池村 产业发展 其他 400平米钢构厂房 兴富大道北侧 30 18

163
经济开发

区
东山村 产业发展 其他 1000平米钢构厂房 兴富大道北侧 80 18



164
经济开发

区
滑石村 产业发展 其他 1000平米钢构厂房 兴富大道北侧 80 18

165 龙港镇 大力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金迪生物质燃料专业合作社
（年产生物燃料约1000吨）

大力村 330 18

166 龙港镇
飞跃居委

会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阳新县龙港镇供销合作社
（百货、日用杂品等）（年销售额预计150
万元）

飞跃居委会 86.89 18

167 龙港镇 黄桥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东楚华庭门业（年销售额预计200万
元）

黄桥村二组 50 30

168 龙港镇 金坪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阳新县龙港镇金坪水泥制品厂（年销售
额预计40万元）

金坪村二组 50 30

169 龙港镇 林上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顺发石材（年销售额预计500万元） 林上村四组 500 12
170 龙港镇 龙港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旺盛门业（年销售额预计200万元） 龙港村二组 60 20

171 龙港镇 马岭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大桥铺村凉头釆石厂（年销售额预计
1000万元）

大桥铺村凉头釆石
厂

982 12

172 龙港镇 门楼村 产业发展 其他
入股阳新县龙港镇红军路农资经营部（年销
售额预计150万元）

龙港镇红军路农资
经营部

50 18

二 基础设施 1159.864 494
（一） 道路建设 740.164 323

173 黄颡口镇 黄颡口村 道路建设
黄颡口村
道路建设

道路硬化、开挖水渠 观光采摘园 30 30

174 龙港镇 石丘村 道路建设 道路交通 危桥改造附属工程配套资金 石丘村 5 5

175 王英镇 添胜村 道路建设 户户通
硬化户户通道路1800米，厚0.08米，宽按实

际路面建设
添胜村 11 2

176 网湖湿地 网湖村 道路建设 道路硬化
向录村八组至童家咀老居民点道路硬化800

米，宽4.5米
网湖村 44.8 2

177 网湖湿地 网湖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新建沙城咀通组公路100米，路基6米宽，路
面4.5米宽，厚0.2米，起点沙城咀正屋，终
点网湖公路。包括：
一、路基：长100米、宽6米、厚0.5米，计
300立方米，需挖机15小时；
二、石渣：长100米、宽6米、厚0.2米，计
120立方米；
三、公路硬化：长100米、宽4.5米、厚0.2
米，计90立方米；
四、排水沟：长100米，宽0.5米，高
0.3米，共2条。

网湖村 7.364 6



178 陶港镇 碧庄村 基础设施 公路
碧庄村刘塘水产养殖基地修建水泥路路基建
设，路基长400米、宽9米，征地5亩，路基
挖土方和填土方测量8200立方米碾压。

碧庄村刘塘水产养
殖基地

35 30

179 陶港镇 赛桥村 基础设施 公路
修建从赛桥村后背坝到产业园水泥路，路长
1500米，宽2.8米，厚0.2米，路基填石扎。

赛桥村后背湖养殖
基地至柑桔园

38 30

180 陶港镇 官塘村 基础设施 公路

官塘村喉咙组春花秋果生态家庭农场修建机
耕路长900米，宽3米，水沟长800米，宽
80cm，深80cm，电力220V线路300米，活动
板房80平方米

官塘村喉咙组春花
秋果生态家庭农场

35 30

181 陶港镇 程法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新建水泥路长1000米，宽3米.厚0.2米，含
260米路基建设。

程法村老屋余谷场
至老屋余宗堂及程
法村古楼山组桥头

至竹桥下

30 10

182 浮屠镇 进中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村委会至中门刘公路路基扩宽，长500米，
加宽2.5米，厚1.2米

进中村 30 6

183 浮屠镇 栗林村 基础设施 公路
公路1条，从村公路到三组祖堂，长0.5公
里，宽4米，厚0.2米

栗林村3组 30 6

184 浮屠镇 前山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村学校门口石拱桥修建，原桥宽4米，长10
米是石拱桥，现桥加宽2米桥面整体用钢筋
混凝土，橡胶4O公分厚。两边做栏杆，各12
米，水泥石钢筋，两边八字块石护坡。

村委会 16 6

185 浮屠镇 三保村 基础设施 公路
1组从田家至陈思依正屋，3组叉口至吴华苑
正屋、2组至张家垅共2公里、宽4.5米、厚
度0.2米

1、3、4组 80 6

186 浮屠镇 山泉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扩建冷泉堡路，长740米，宽3.5米，厚0.2
米，新建袁廷班水闸1座

山泉村5组（新屋
组）

43 6

187 浮屠镇 山下村 基础设施 公路

通组公路建设：八组106国道至老制氧厂150
米，宽3米，厚0.2米；七组门口塘至光伏基
地90米，宽3米，厚0.2米；六组通村公路至
太垴120米，宽3米，厚0.2米；一组通村公
路至门口塘及至西边堍80米，宽3米，厚0.2
米

山下1、2、6、7、8
组

18 5

188 浮屠镇 太泉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新武九铁路涵洞至刘家湾庙，通组路全长
0.6公里、宽4米、厚0.2米；

新武九铁路涵洞至
刘家湾庙

22 10



189 浮屠镇 太屋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港边路:村公路交叉口至邓乾柏家，全长92
米，宽3米，厚0.2米，港边石块护坡高1.6
米，宽0.6米，长85米。古井路，村公路交
叉路口至古井塘，全长87米，宽3米，厚
0.2 米。

港边路、古井路 8 6

190 浮屠镇 献甲村 基础设施 公路
二组公路口至蔡里湾，三组公路口至陈绪树
家门口，公路口至陈敬明家门口，七组公路
口至陈任世家门口共700米，宽3米，厚0.2
米

二组、七组 20 6

191 浮屠镇 玉堍村 基础设施 公路
一组至二组通组新建道路长1000米，宽
5米，厚0.2米.

一组.二组 20 6

192 浮屠镇 陈秀村 基础设施 公路
陈秀村四组中间同通组路新建500米（长
500m，宽3.5m，厚0.2m）

陈秀村四组 15 6

193 白沙镇 月星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新建公路长800米宽3.5米厚度0.2米 月星村 24 9

194 白沙镇 公和村 基础设施 公路
白陶路黄华路口至谢宗组道路扩宽，长1.8
公里，宽2米，厚0.2米，总宽基础6米，硬
化5.5米

白陶路黄华路口至
谢宗组道路

30 10

195 白沙镇 青山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新建外龚组至刘渠组桥,桥面长5米宽4米厚
0.3米，双层双向钢筋砼泥土结构。桥墩高4
米宽4米底座2.5米顶0.8米钢筋块石砼泥土
结构。

外龚组至刘渠组 24 9

196 白沙镇 星街村 基础设施 公路
从老街中学路口至新街小学路口道路硬化长
1000米，宽3米，厚0.2米

星街村 20 10

197 白沙镇 金龙村 基础设施 公路
金龙长乐园广场对接产业园钢混桥梁建设长
25米，宽5米

金龙村 15 10

198 白沙镇 三房村 基础设施 公路
村级公路石裕武家门口至马坳山下庄路口护
坡石块浆砌长84米宽1.2米高3.6米

三房村 12 9

199 白沙镇
白沙
铺村

基础设施 公路
马良珍通组公路硬化长800米、宽3米、厚
0.2米

白沙铺村 15 9

200 白沙镇 兴祖村 基础设施 公路 罗北口三号桥重建长12米宽5米 兴祖村 70 10

201 白沙镇 山口村 基础设施 公路
灯上组至沙尘湖组公路扩宽至1.5米，长2.2
公里厚0.2米

山口村 40 9

202 枫林镇 坡山村 基础设施 其他 硬化毛屋组晒场400平米 坡山村 20 6

203 枫林镇 汪源村 基础设施 公路
通组公路新屋组至黄家组长527米*3.5米，
边港组226米*3.5米

汪源村 10 6

204 枫林镇 石田村 基础设施 公路
硬化四杜组组级道路长400米，宽3.5米，厚
度0.15米

石田村 12 6



205 枫林镇 南城村 基础设施 其他 在经济组修建400㎡的晒场 南城村 20 6
（二） 水利设施 356.7 139
206 枫林镇 下庄村 水利设施 农田水利 上坡组门塘改造，解决群众生活用水问题 下庄村 5 5
207 木港镇 岩下村 水利设施 农田水利 加固维修堤坝210米 岩下村 10 10

208 三溪镇 八斗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刘家冲组池塘地淤清泥911m³，浆砌块石护
堤105m³；下张组门口塘浆砌块石93m³；叶
家畈组门口塘边道路硬化长185米、宽3米、
厚0.18米

刘家冲组、下张组
、叶家畈组

10 10

209 三溪镇 八湘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明观连组门口塘改造块石浆砌长250米，高
1.5米，平均宽0.7米

明观连组 10 10

210 三溪镇 世林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里尹组沟渠水泥硬化102m³，石头砌墙
11m³，回填土方1600m³

里尹组 20 6

211 陶港镇 程法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入股20万进老屋余家庭农场,建设老屋余家
庭农场深水井1口，深201米，直径15cm，井
内放置镀锌管；硬化沟渠300米，上口
70cm，下口60cm，深60cm，水泥浇灌打底，
底厚5cm，两侧放置水泥板，水泥板厚10cm
。

程法村老屋余组老
屋余家庭农场

20 20

212 浮屠镇 北煞湖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新建王志、良种居民点排污沟长320米，宽
50厘米，深度60厘米，计96立方米，上面盖
板（暗沟）

北煞湖王志、良种
居民点

6 6

213 浮屠镇 茶铺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1、抗旱塘清淤3000立方米，浆砌块石200立
方米。2、潘排涝渠疏通6500米，浆砌块石
护砌140立方米。3、茶铺电站机组维修

茶铺村7.8组 30 5

214 浮屠镇 龙井郭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小学门口至郭下沟渠硬化长500m,宽1.5m，
高1m

新屋畈 9.8 6

215 浮屠镇 明九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修桥一座，桥长12米、桥面宽3.2米，中间
有桥墩，栏杆长24米、桥高5米，石头护坡
100立方米，混凝土30立方米，钢材9吨

明九村 15 6

216 浮屠镇 森铺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九斗晚组灌溉塘清淤500立方，预制板护坡
400米。竹林晚灌溉塘清淤400立方。预制板
护坡300米，块石硬砌50立方。上赵组灌溉
塘开挖1000立方，预制板护坡550米。

上赵、竹林晚、九
斗晚

30 6

217 浮屠镇 西边良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_罗家园垅排涝渠修长1100米(宽0.8米×1.0
米）

西边良村一组 24 6



218 浮屠镇 下李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新建抗旱泵站1个，18.5千瓦，泵房10平方
米；灌溉塘整修清淤560立方米；砌石长40
米，宽0.6米，高1米；泵站连接抽水管200
米，直径0.16米；泵站渠道整修长200米，
清淤50立方米

中李四组 8 6

219 浮屠镇 下屋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清淤6000立方米，混凝土护坡520米（厚
0.10米，宽2.2米，），修建排污水渠180米
（宽0.80米，深0.70米）

下屋村二组 35 6

220 浮屠镇 沿镇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东西许港拆旧桥建新桥，长13米，宽5米，
高2.5米，新建排水闸门1座

东西许港 25 6

221 白沙镇 梁公铺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梁寿组蓄水塘清淤大约1400m³、块石浆砌大
约396m³

梁寿组 22 9

222 白沙镇 上潘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方海垅水库清淤1.2万立方 上潘村车三组 31 9

223 枫林镇 月朗村 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

大畈组饮水源栏水坝：长10米x宽80公分x高
1.7米；竹家林、学堂、下河三组水源地栏
水坝：长5米x宽80公分x高1.2米，一立方过
滤池；柯家、门前屋、后屋三组栏水坝：长
5米x宽80公分x高1.2米，一立方过滤池；岩
头组饮水源核心墙：长15米x厚60公分x高
1.5米

月朗村 40 5

224 三溪镇 柏树村 水利设施
门口塘改

造
门口塘改造在维修 白门楼组 5.9 2

（三） 安全饮水 63 32

225 浮屠镇 烧厂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新建金公岭一组、二组、三组自来水110户
400人口饮水工程

烧厂村 9 6

226 浮屠镇 十八折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11组、13组自来水管PE¤63长2000米；
PE¤50长1000米；PV¤25长2000米,¤63弯
头直接等50个、¤50弯头直接等30个、¤25
弯头直接等500个。

十八折村 12 6

227 浮屠镇 下秦村 基础设施 安全饮水
后屋组自来水管道安装500米，新建下水塔2
个，入户151户

后屋组 18 6

228 陶港镇 程法村 安全饮水
程法村饮
水安全

200米深水井 老屋余组 5 5

229 枫林镇 杨山村 安全饮水 饮水安全 建设一座小水塘，解决人畜饮水及防火问题 杨山村 15 5
230 枫林镇 杨桥村 安全饮水 饮水安全 进组入户自来水，解决群众生活用水问题 杨桥村 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