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津县柿子镇 2022 年蔬菜产业发展项目

实

施

方

案

柿子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2 月



一、项目名称：盐津县柿子镇 2022 年蔬菜产业发展项目

二、主管部门：盐津县农业农村局

三、申报单位：柿子镇人民政府

四、实施单位：柿子镇人民政府

五、建设地点：柿子镇中坪村

六、建设内容及规模：通过土地流转、反承包劳务，发展以

种植鲜食玉米为主的蔬菜产业基地300亩，实现每亩收益300元，

本年度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 9 万元。

七、资金筹措方式：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58.8 万元,其中，按

照 700 元/亩的标准，申请财政涉农整合资金 21 万元，自筹 37.8

万元。

八、建设时限：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九、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刘浏 13887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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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县柿子镇 2022 年蔬菜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为推动我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3+N”产业全面发展，

扎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助推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中共盐

津县委办公室 盐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盐津县 2022 年

蔬菜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盐办通【2022】6 号）文件

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引领、质量为先、合作共

赢”的原则，充分发挥气候资源优势，全力构建以鲜食玉米为主

的蔬菜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以提高单产和品质为核

心，以“双绑”（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为载体，

通过“订单生产、保底收购”，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率，充

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蔬菜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标

准化方向发展。

二、项目村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中坪村地处柿子镇东南部，距镇政府所在

地 13 公里、距县城所在地 30 公里。境内最高海拔（三角山处）

1800 米，最低海拔（张家沟处）650 米，年平均气温 16.6℃，

年降雨量 14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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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资源。全村有耕地面积 10619.25 亩、林地面积

17193 亩、林果面积 112 亩、牧草地面积 9500 亩，森林覆盖率

68%。

（三）行政区划。全村辖 2 个片区 28 个村民小组。

（四）民族、人口。全村有汉族和苗族两种民族；有人口

559 户 2078 人，其中脱贫户 276 户 1013 人。

（五）经济社会发展。现主要经营竹笋种植、中药材种植、

肉牛养殖、乌骨鸡养殖。

三、前景分析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柿子镇涉及甜食玉米种植的地块规模连片，群众对甜食玉米

的种植有着很大的热情和决心，因为他们都从生产中获得了经济

收入，群众基础很好。种植地块大多交通条件极为便利，甜食玉

米种植充分发挥资源环境、地块、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立足

于自身发展实际，统筹规划，强力推进，打造聚龙社区、民政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甜食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为重点，以集体经济组织

强带动，带领群众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推进种养循环，壮大集体

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切实保障“菜篮子”工程，，通过采取“龙

头企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甜食玉

米蔬菜产业，计划实现中坪村集体经济组织纯收入达 10 万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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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可行性

项目建设是为深度挖掘山区资源潜能，扎实推进农业优势产

业发展、拓宽“N”产业支撑，夯实产业兴旺基础，持续巩固推

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甜食玉米现在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蔬

菜，许多健身人士甚至更是“顿顿吃、天天吃”。甜食玉米市场

需求巨大，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一直以来甜食玉米就供不应

求，需求缺口大，每年上市前夕很多客户都选择提前与农户预定，

甜食玉米规模种植就是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四、基本原则

（一）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甜食玉米种植项目示范区内一

直以来是蔬菜、玉米等粮食作物的高产区、当地及周边群众对蔬

菜、玉米等品种种植积极性高、储备了一定的劳动力，具备了简

单的种植技术，所以中坪村是有一定发展基础、具备开发条件的

村，柿子镇人民政府把中坪村整体连片的 300 亩土地作为全镇甜

食玉米示范区域，是与当地情况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优势利导，

对项目覆盖区着重加大产业开发和民生项目建设，力争在全镇起

到标杆示范作用，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做到了因地制宜。

（二）整合资源、合力攻坚。建立资源整合机制，充分发挥

各行业部门优势，中坪村负责抽调人员组成村级蔬菜产业发展专

项小组，专门开展蔬菜产业发展相关工作，全力组织实施好蔬菜

产业项目建设任务，充分发挥村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作用，

全面做好蔬菜基地的技术指导工作，动员宣传、纠纷调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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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集等群众工作。镇党政办负责协调公车、物资调配使用；

镇农业农村和集体经济发展中心到村开展技术干部培训，到村到

场开展种植蔬菜技术指导；镇财政所负责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拨付

报账，指导实施主体强化资金监管，严格资金绩效管理工作；镇

乡村振兴办负责做好项目入库工作；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市场

监督管理工作；镇组织办负责集体经济发展建设指导服务工作；

镇水务站负责水利配套设施建设工作；镇公路管理所负责交通配

套设施建设工作。

（三）群众参与、自力更生。通过召开火塘会、院坝会等群

众会充分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进来，确保项目覆盖区及周边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通过“反承包”土地流转确定种植农户，由龙头企业

根据市场供需状况，选择适宜品种，制定绿色高产稳产蔬菜栽培技

术方案和产品标准，推行蔬菜标准化生产，实行“五统一”（统一

种植品种、统一技术规范、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市场销售、统一品

牌创建），全面实现蔬菜种植的良种化、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

产业化，以多渠道增加资金投入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吸引社会资

金，加快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多样化体系，

吸引和鼓励更多投资主体参与建设。坚持“谁投资、谁建设、谁

受益”的原则，积极兴办联营或股份合作经济实体，鼓励企业、

大户投资开发蔬菜产业，努力形成全民参与、全社会共同发展蔬

菜产业的良性氛围。

五、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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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流转、反承包劳务，发展以种植鲜食玉米为主的蔬

菜产业基地 300 亩，预计每亩收益 300 元，本年度增加村集体经

济收益 9 万元。

六、发展方式

（一）组织方式。采取“企业+村集体+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村集体组织流转土地，通过反承包劳务的形式，统一技术

规程带动群众发展生产。产品成熟后，由企业统一集中收购。

（二）统一供种。鲜食玉米种苗由蔬菜龙头企业统一培育，

企业负责将种苗配送到种植地块，其他时鲜蔬菜的种子种苗根据

实际确定培育和供应方式。

（三）统一技术。鲜食玉米海拔 600 米以下种植 2 季，600

米以上种植 1 季。种植密度为 3200 株/亩，一个幅带 1.7 米（大

行 1.1 米、小行 0.6 米），株距 0.24 米，起垄地膜覆盖。

（四）统一收购。镇人民政府与蔬菜龙头企业签订《订单生

产收购合同》，采摘后鲜食玉米在 5 小时内输送到指定的水田新

区收购点，龙头企业收购最低价为：一级 2 元/千克，二级 1.8

元/千克，具体事宜以双方合同为准。

七、单产成本及收益概算

本项目每亩可实现纯利润 300 元，具体如下：
支出：

1.土地流转 500 元；

2.购买种苗 260 元；

3.购买地膜 42 元；

收入：

1.鲜食玉米：种植密度：3200 株/亩，平均产
量 350 克/棵，亩产量 1.2 吨，以最低保护价
1.8-2 元/kg 回收，亩产值 2160 元。

2.秸秆青贮饲料：加工青贮饲料 1 吨/亩，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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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购买肥料（配方肥 40-50kg、磷肥 40kg、尿
素 30kg）258 元；

5.购买农药 30 元；

6.劳动力支出（整地、移栽、施肥出草、采摘、
运输等）870 元；

以上合计 1960 元。

人工费 200 元/吨，运输费 50 元/吨，包装费 50
元/吨，合计成本 300 元/吨，以 400 元/吨销售，
亩产值为 100 元。

以上合计 2260 元。

利润：2260-1960=300 元/亩。

八、建设内容及资金概算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58.8 万元,其中，按照蔬菜产业实际种植

面积申请财政以 700 元/亩的标准给予支持，自筹 37.8 万元，具

体如下：

序号 村（社区） 地块名称（小地名）
面积（单

位：亩）

预计总投资

（单位：万

元，按 1960

元/亩计算）

其中：申请财政支

持（单位：万元，

按 700 元/亩计算）

村集体自筹

（单位：万

元）

备注

1 中坪村 正榜 300 58.8 21 37.8

2

3

合计 300 58.8 21 37.8

九、验收办法和补助

（一）验收办法。村集体开展自查，核实土地流转面积、项

目收益和农户受益情况等，向乡镇政府申请初步验收，乡镇汇总

各村情况，初验合格后书面函告县主管部门进行复核验收，乡镇

初验和县级验收结果作为拨付补助资金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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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补助。镇政府分三个阶段向县财政申请资金拨付，

县财政每亩支持资金 700 元，按照“3:3:1”比例补助给镇政府，

分别是项目启动时拨付 300 元/亩，项目完工乡镇初步验收后补

助 300 元/亩，县主管部门复核验收后补助 100 元/亩。验收面积

如有变动，补助资金按实际进行调整。

十、效益分析

（一）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按照单产成本及收益概算，每

亩预计获利 300 元，本项目共实施 300 亩，所有收益纳入村集体

管理和支配，本年度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 9 万元。

（二）增加群众经济收入。本项目通过土地流转覆盖农户

62 户 258 人，其中脱贫户 23 户 92 人，按照 500 元/亩计算，村

集体向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 15 万元；村集体反承包劳务预计覆

盖农户 62 户 258 人，其中脱贫户 25 户 98 人，按照 870 元/亩计

算，村集体预计向农户支付劳务费 26.1 万元。

（三）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一是保障畜牧养殖饲草供给，将

所有鲜食玉米秸秆全部饲料化，有力促进肉牛产业发展。二是通

过分类处理，鲜食玉米及剩余物可作为饲料加工原料，用于发展

乌骨鸡、生猪等畜禽产业；三是消耗畜禽粪便，循环利用生产资

源，既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又能实现粪便等废弃

物的低污染。

（四）促进农田标准化设施建设。在县级统一规划下，鲜食

玉米种植地块与高标准农田有机结合，在农田中建立路网、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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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连片区域建设废弃菜叶处理池和有机肥发酵池，促进农田种

植地块的标准化建设。

(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效益。通过蔬菜

产业项目实施，将为进一步推进盐津“3+N”蔬菜产业的发展，

从而巩固脱贫攻坚工作，带动低收入农户，提高农民收入，为镇

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项目预计覆盖农户 62 户 258 人，其中低

收入户 25 户 98 人，每户预计增收 3000 元。

十一、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乡镇党委书记欧国勋、乡镇长刘

浏为双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职能站所、村党总支书、指

挥长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形成主要领导全盘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镇农综站。

组 长：欧国勋 镇党委书记

刘 浏 镇人民政府镇长

副组长：廖焕均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刘 勇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成 员：曾 华 财政所所长

王若宇 党政办主任

邓 舒 农综站站长

刘 彬 林业站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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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华 水务站站长

闵 益 乡村振兴办负责人

刘万恒 中坪村指挥长

刘金同 中坪村党总支书记

(二)严格资金管理。严格执行《盐津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管

理办法 》和《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在

项目资金使用上，除预先拨付项目启动经费外，一律按项目工程

进度，经镇政府认可后凭单据实行镇级报账制。严禁挤占、截留、

挪用和改变项目资金用途的行为发生，管好用活财政资金。

（三）加强项目管理。1.加强对项目的监测。在项目实施中，

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相关站所将对项目的规划、安排、实施、工程

质量、进度、资金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监测，及时深入项目点调

查了解，检查督促项目实施进度和工程质量、资金使用情况，及

时上报各类报表和工程实施进展情况，做好各环节的监测工作。

2.推行项目资金公示公告制。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对项

目计划安排、项目建设内容和项目资金的投入使用等方面，采取

公示公告的方式，以项目村为单位，向当地群众公布，自觉接受

人民群众的监督。

3.严格项目建设验收制。项目完成后，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和

建设标准，实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进行项目初验，申请县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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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合格后，由乡镇交付各村使用，各村要及时制定项目后续管

理办法，让项目长期发挥效益。

4.建立健全项目档案。根据档案管理和项目的类别分类建

档，从项目立项开始，到项目的实施竣工验收，建立各种档案、

凭证档案、数据档案和图像档案等资料，以备检查。

（四）强化物资供应管理。在玉米种苗、肥料、农药、农膜

等物资使用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标准，物资按面积发放到地块，

并建立专户专账、建档造册、农户认可、责任追究等管理办法，

加大玉米种植监管力度，水务部门做好管网物资的储备，切实保

障项目成效。

（五）强化宣传培训。各村（社区）要通过各类干部会、群

众会、院坝会、技术培训会、现场会、田间演示、走村入户等方

式，积极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为鲜食玉米种植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

（六）强化服务机制创新。针对目前农村青壮劳力大量转移、

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者整体素质下降、农业技术推广难度不断加大

等问题，探索成立农业科技服务队，积极开展起垄覆膜、机耕机

播、病虫防治等专业技术指导服务，解决农户需求的技术问题。

附件：1.柿子镇 2022 年蔬菜产业发展受益农户花名册

2.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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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柿子镇 2022 年蔬菜产业发展受益农户花名册

序号 村 组 户主姓名
家庭

人口
农户属性 身份证号

流转面积

（亩）
联系电话 备注

1 中坪村 正榜 周明江 4 一般户 532124198804131937 9.0 13887126264

2 中坪村 正榜 张万轩 7 脱贫户 532124195401011910 6.0 15925516851

3 中坪村 正榜 张举兰 3 一般户 53212419680923192X 4.3 15974586058

4 中坪村 正榜 张登雄 6 脱贫户 532124198608191932 10.7 15912682625

5 中坪村 正榜 张登强 3 脱贫户 532124197310221970 8.5 15125496392

6 中坪村 正榜 张登乾 3 边缘户 53212419821224193X 5.6 15368282811

7 中坪村 正榜 吴长友 5 一般户 532124197608061930 6.0 18889565565

8 中坪村 正榜 吴长江 3 低保户 532124196904301914 7.6 18869525139

9 中坪村 正榜 吴长聪 4 一般户 532124197209111910 13.8 15254836610

10 中坪村 正榜 吴道益 5 一般户 532124195311061914 4.6 15025163658

11 中坪村 正榜 吴道巡 2 脱贫户 532124197712191911 3.7 15126678103

12 中坪村 正榜 吴道亮 5 脱贫户 532124198112061915 7.5 15758071022

13 中坪村 正榜 吴道飞 5 一般户 532124195504151924 5.5 15198585089

14 中坪村 正榜 魏定英 5 一般户 532124195411251942 13.7 15125471400

15 中坪村 正榜 刘云松 3 脱贫户 532124198303091930 0.8 13690380369

16 中坪村 正榜 刘云华 3 脱贫户 532124197704141930 4.9 15198585089

17 中坪村 正榜 李世秀 5 一般户 532124197002021926 7.4 18213801303

18 中坪村 正榜 代明翠 2 一般户 532124195311061914 5.5 15368289028

19 中坪村 正榜 达云洪 特供 532124194111241916 3.9

20 中坪村 正榜 达华松 4 一般户 532124197709291911 7.5 15308709494

21 中坪村 正榜 达华林 4 一般户 532124197909141918 8.1 18394461623

22 中坪村 正榜 陈宗元 4 脱贫户 532124195308111917 5.2 15126698585

23 中坪村 正榜 陈宗友 6 脱贫户 532124196501151931 3.0 15911808971

24 中坪村 正榜 陈宗平 1 脱贫户 532124196802161930 5.1 15758064109

25 中坪村 张家沟 赵泽乾 6 脱贫户 532124197705171912 9.1 17868968587

26 中坪村 张家沟 赵泽明 1 脱贫户 532124199808091914 2.1 13578039654

27 中坪村 张家沟 张兴乾 3 脱贫户 532124196410051951 5.8 15398344181

28 中坪村 张家沟 张享元 4 脱贫户 532124197710261912 7.0 15284542664

29 中坪村 张家沟 魏定权 7 一般户 532124196710241917 12.5 15750130865

30 中坪村 张家沟 达兴翠 4 脱贫户 532124196803221923 1.1 15987039763

31 中坪村 下白岩 赵大秀 4 低保户 532124194402121922 4.6 18469285532

32 中坪村 下白岩 严勇 5 一般户 532124198810201954 3.9 15398333324

33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长青 4 脱贫户 532124197602161914 3.2 1509429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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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 组 户主姓名
家庭

人口
农户属性 身份证号

流转面积

（亩）
联系电话 备注

34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长明 3 脱贫户 532124198009121959 3.0 18214218303

35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长亮 4 脱贫户 532124197808241936 1.5 14769176473

36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元 1 一般户 532124196310081934 1.5 15752467406

37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轩 4 一般户 532124198007111917 2.1 13466243330

38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武 4 脱贫户 532124197602151951 1.1 18087140698

39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文 5 一般户 532124196509211951 2.2 18087223236

40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松 5 一般户 532124197805151919 4.2 13529092633

41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强 4 一般户 532124196912251910 10.4 14736650656

42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乾 8 一般户 532124195802021917 2.7 15391469920

43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美 4 一般户 532124198305011930 3.0 15987067216

44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伦 7 脱贫户 532124197210221914 2.4 15287788583

45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坤 4 一般户 532124197109261911 1.1

46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奎 4 一般户 532124197408061952 5.2 15368280226

47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举 4 一般户 532124197409081939 2.9 15125310342

48 中坪村 下白岩 吴道玖 4 一般户 532124198001201911 1.4 18869526380

49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云 4 脱贫户 532124197211051910 2.6 15125314526

50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友 5 脱贫户 532124196910101919 7.8 15125498724

51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银 3 一般户 532124197411051915 0.7 15198571960

52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旺 6 一般户 532124197910071937 4.6 15308700286

53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平 5 一般户 532124196809201931 6.8 15398339338

54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伦 4 一般户 532124197609041915 3.5 13594636583

55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隆 4 一般户 532124197202221930 2.9 13408827489

56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亮 6 一般户 532124198010251937 2.3 18869578015

57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奎 4 一般户 532124197010171916 0.7 15398363212

58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兴才 3 一般户 532124196507131931 5.7 15987032602

59 中坪村 下白岩 达武伦 4 一般户 532124198610281937 3.1 18988056393

60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华端 6 一般户 532124196707041914 1.8 15094283413

61 中坪村 下白岩 达华春 3 脱贫户 532124196301091911 1.7 18214290310

62 中坪村 正榜 吴道兵 5 脱贫监测户 532124197401061917 3.8 1524080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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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盐津县柿子镇 2022 年蔬

菜产业发展项目

项目负责人

及电话

刘浏 13887100201

主管部门 盐津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柿子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8.8

其中：财政拨款 21

其他资金 37.8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土地流转、反承包劳务，发展以种植鲜食玉米为主的蔬菜产业基地 300 亩，实现

每亩收益 300 元，本年度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 9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流转土地面积 ≥300 亩

种植鲜食玉米 ≥300 亩

质量指标 成活率 ≥90%

实效指标
开工时间 2022 年 3 月 1日

完工时间 2022 年 9 月 30 日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总支出 ≤58.8 万元

项目总收入 ≥67.8 万元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9万元

农户平均获得土地流转收入 ≤500 元/亩

农户平均获得劳务收入 ≥870 元/亩

社会效益指标

土地流转覆盖农户 ≥62 户 258 人

土地流转覆盖脱贫户 ≥25 户 98 人

反承包劳务覆盖农户 ≤62 户 258 人

反承包劳务覆盖脱贫户 ≤25 户 98 人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长期

促进农田标准化设施建设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益农户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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