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全部合计 115909.50 

一、中省资金 61170.19 61170.19 

1 陕财办教(2018)281号 寄宿生生活补助 143.00 紫财教（2019）12号 143.00 各中小学校 寄宿生生活补助

2 陕财办教(2019)85号 寄宿生生活补助 239.00 紫财教（2019）48号 239.00 各中小学校 寄宿生生活补助

3 安财教（2019）45号 高中助学金 366.00 紫财教（2019）30号、76号 366.00 
紫阳中学、           
毛坝中学

高中助学金

4 安财教（2019）112号 高中助学金 364.00 紫财教（2019）64号、76号 364.00 
紫阳中学、             
毛坝中学

高中助学金

5 安财教（2019）42号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36.96 紫财教（2019）31号 36.96 职教中心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6 安财教（2019）115号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36.96 紫财教（2019）65号 36.96 职教中心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7 安财教（2019）123号
2019-2020学期中职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

14.77 紫财教（2019）68号 14.77 职教中心
2019-2020学期中职困难学生生活补
助

8 陕财办综（2019）33号 2019年省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40.00 紫财综（2019）19号 40.00 县残联 支持残疾人就业补助 用于扶贫部分

9 陕财办预（2018）157号 2019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607.00 紫财预（2019）6号、303号 607.00 各镇人民政府 2019年生态护林员补助 用于扶贫部分

10 安财预（2019）46号
2019年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支出预算

16200.00 
紫财预（2019）122号、416
号、430号、505号、646号

16200.00 县搬迁公司 用于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支出 用于扶贫部分

11 陕财办社（2018）225号
2019年中央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补助资金

9970.00 紫财社（2019）3号 9970.00 县合疗办 用于对参合人员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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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陕财办社（2018）227号
2019年省级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补助资金

2000.00 紫财社（2019）4号 2000.00 县合疗办 用于对参合人员的补助

13 陕财办社（2019）34号
2019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助资金

1815.00 紫财社（2019）60号 1815.00 县医疗保障局 用于对参合人员的补助

14 陕财办社（2019）58号
2019年省级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助资金

663.00 紫财社（2019）74号 663.00 县医疗保障局 用于对参保人员的补助

15 陕财办社（2019）15号
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参加新农
合定额补助资金

486.24 紫财社（2019）32号 486.24 县合疗办
用于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参加新
农合个人缴费补助

16 陕财办社（2018）241号
2019年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参合补
助资金

401.43 紫财社（2019）53号 401.43 县合疗办 用于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参合补助

17 陕财办社（2019）47号
调整2019年中央深度贫困地区农
村人口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149.00 紫财社（2019）73号 -149.00 县医疗保障局
调减（陕财办社（2018）241号）指
标

18 陕财办社（2018）241号
2019年中央深度贫困地区农村人
口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1820.57 紫财社（2019）70号 1820.57 县医疗保障局 用于对参保人员的补助

19 陕财办社（2019）151号
调整2019年中央城乡居民医保补
助资金

-18.00 紫财社（2019）116号 -18.00 县医疗保障局 调减指标

20 陕财办社（2018）242号 2019年中央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1755.00 紫财社（2019）56号 1755.00 县医疗保障局 用于对参合人员的补助

21 陕财办社（2019）24号 2019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 72.00 紫财社（2019）69号 72.00 县医疗保障局 用于对参合人员的补助

22 陕财办社（2019）16号
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补充医疗
保障省级补助资金

231.92 紫财社（2019）31号 231.92 县合疗办
用于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的补充
医疗保障补助

23 陕财办社（2018）220号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
央基础养老金补助资金

5458.00 紫财社（2019）25号 5458.00 
县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经办中心

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

第 2 页，共 36 页



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24 陕财办社（2018）236号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
级基础养老金和2017年结算补助
资金

497.40 紫财社（2019）26号 497.40 
县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经办中心

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

25 陕财办社（2019）18号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
级基础养老金和2017年结算补助
资金

417.60 紫财社（2019）55号 417.60 
县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经办中心

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

26 陕财办社（2018）222号 2019年第一批就业补助资金 2000.00 紫财社（2019）17号 2000.00 县人社局 用于中省就业政策规定项目支出

27 陕财办社（2019）72号 2019年第二批就业补助资金 1606.00 紫财社（2019）84号 1606.00 县人社局 用于中省就业政策规定项目支出

28 陕财办社（2018）243号 2019年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2641.20 紫财社（2019）28号 2641.20 县民政局
用于2019年全面孤儿生活费、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临时救助及特困五保户
的生活补助

29 陕财办社（2018）243号
2019年困难群众救助中央补助资
金

4700.00 紫财社（2019）27号 4700.00 县民政局 用于城乡低保对象低保金发放

30 陕财办社（2019）93号 2019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77.50 紫财社（2019）90号 77.50 县民政局
用于城乡低保对象、城乡特困人员价
格临时补贴

31 陕财办社（2019）60号 2019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3757.00 紫财社（2019）80号 3757.00 县民政局
用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等
支出

32 陕财办社（2019）60号 2019年城市低保补助资金 331.00 紫财社（2019）76号 331.00 县民政局 用于城镇低保救助支出

33 陕财办社（2018）249号
2019年基本药物制度项目补助资
金（村医补助）

66.65 紫财社（2019）19号 66.65 县卫健局
用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且考核达标的
村卫生室基本医疗服务补助（村医补
助）

34 陕财办社（2018）257号
2019年乡村医生基本医疗服（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省级补助资金

151.00 紫财社（2019）21号 151.00 县卫健局 用于考核合格的村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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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陕财办社（2018）249号、    
陕财办社（2018）256号

2019年村卫生室医改综合补偿县
级配套专项资金

284.69 紫财预（2019）246号 284.69 县卫健局 用于对村卫生室村医综合补偿

36 陕财办社（2018）258号
2019年省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资金

220.76 紫财社（2019）42号 220.76 县卫健局
用于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
作

37 陕财办社（2018）247号
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
金

1261.48 紫财社（2019）20号 1261.48 县卫健局 用于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

38 安财社（2019）142号
2019年中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职业病防治）补助资金

5.70 紫财社（2019）113号 5.70 县卫健局 用于职业病防治

39 陕财办社（2019）123号
2019年中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资金（第二次）

102.72 紫财社（2019）114号 102.72 县卫健局 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

40 陕财办社（2018）215号 2019年省级中医药专项补助资金 10.00 紫财社（2019）51号 10.00 县卫健局 用于农村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

41 陕财办社（2019）149号
2019年中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资金

108.32 紫财社（2019）119号 108.32 县卫健局
用于两癌筛查、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新生儿疾病筛查、健康素养促进

42 安财社（2019）60号
2019年省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
金

13.00 紫财社（2019）63号 13.00 县残联 用于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43 陕财办社（2019）89号
2019年中央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
金

104.32 紫财社（2019）98号 104.32 县疾控中心
用于地方病防治、水和环境卫生监测
、疟疾及其他寄生虫病监测、麻风病
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44 陕财办农（2019）80号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省
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
通知

30.00 紫农综改（2019）21号 30.00 毛坝镇 毛坝镇岔河村道路改造项目

45 陕财办农改（2019）3号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农
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

200.00 紫农综改（2019）20号 200.00 城关镇 2019年美丽乡村试点项目

46 陕财办农改（2019）4号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农
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

30.00 紫农综改（2019）19号 30.00 毛坝镇 毛坝镇双新村道路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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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级资金 362.81 362.81 

47 安财办教(2019)97号 寄宿生生活补助 74.29 紫财教（2019）48号 74.29 各中小学校 寄宿生生活补助

48 安财综（2019）32号
2019年第一批省级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补助资金

172.055 紫财综（2019）19号 172.055 县残联
残疾人康复、助推残疾人脱贫、贫困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

用于扶贫部分

49 安财社（2019）66号
2019年对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市级补助资金

12.82 紫财社（2019）71号 12.82 
县养老失业工伤保
险经办中心

用于对困难人员的参保缴费补助

50 安财社（2019）126号
2019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市级财
政补助资金

55.16 紫财社（2019）102号 55.16 
县养老失业工伤保
险经办中心

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

51 安财社（2019）111号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
级财政补助资金

8.49 紫财社（2019）93号 8.49 县医疗保障局 用于对参保人员的补助

52 安财改(2019)5号
关于下达2019年农村综合改革慈
安便民桥建设项目资金的通知

40.00 紫农综改（2019）18 40.00 

城关镇、麻柳镇、
双安镇、向阳镇、
汉王镇、东木镇、
毛坝镇、蒿坪镇

慈安便民桥项目

三、县级资金 5110.00 5110.00 

53 紫财预（2019）146号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5110.00 紫财预（2018）350号 382.00 水利局 贫困村安全饮水项目建设

紫财脱（2019）22号

37.50 城关镇
西门河村四组（四组至邱家坪）生产
道路硬化

30.00 高滩镇
万兴村（堰塘坪至第一安置点-村委
会）生产道路硬化

30.00 

麻柳镇

书堰村白果坪至田家碥生产道路硬化

30.00 
水磨村普子亚至中山梁向家湾生产道
路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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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财脱（2019）22号

38.00 双安镇
三元村（汤家垭至郑家大坪）生产道
路硬化

57.00 

洞河镇

小红光村（生态农业园区）生产道路
硬化

200.00 联丰村（鲁家湾—杨家沟）道路硬化

43.00 高桥镇
何家堡村1组（七里堰-高家坪）生产
道路硬化

40.00 

红椿镇

尚坝村耳扒---新合生产道路硬化

20.00 尚坝村卲家梁至三合寨生产道路硬化

26.40 洄水镇
桦栎村6组权洄路-梨树坪生产道路硬
化

49.00 焕古镇
金塘村龙湾—小天池垭—阴坡生产道
路硬化

20.00 东木镇
三官堂村（北沟口至赵家湾）生产道
路硬化

紫财预（2018）600号 680.00 住建局 西门河村道路改造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9）21号 130.00 水利局 贫困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紫财预（2018）513号 26.60 洞河镇
联丰村道路硬化（鲁家湾-杨家沟）
道路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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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财预（2018）605号 100.00 洞河镇
联丰村道路硬化（鲁家湾-杨家沟）
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4号

71.40 向阳镇
芭蕉村道路硬化（朱家梁上至明星学
校）生产道路硬化

61.30 焕古镇
黑龙村（红肚树梁至黑龙池；杨桃湾
至泰山庙）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8号

60.00 双桥镇
苗河村（周家坝至火石学校）油返砂
工程建设

120.00 高滩镇
朝阳村（广城至朝阳）油返砂工程建
设

紫财脱（2019）60号 100.00 界岭镇 新坪垭村1组至3组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80号

25.00 

红椿镇

尚坝村（耳扒---新合）生产道路硬
化

30.00 
尚坝村（卲家梁至三合寨）生产道路
硬化

63.13 向阳镇
芭蕉村（朱家梁上至明星学校）生产
道路硬化

60.00 

高桥镇

何家堡村1组（七里堰-高家坪）生产
道路硬化

37.40 
铁佛村18组（青树子-汉坑湾）生产
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86号 10.00 高滩镇 岩峰村四龙潭坝桥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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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财脱（2019）85号

72.00 双安镇
三元村（汤家垭至郑家大坪）生产道
路硬化

82.48 

焕古镇

金塘村（龙湾—小天池垭—阴坡）生
产道路硬化

90.00 
松河村（大堰头-汉阴）生产道路硬
化

紫财脱（2019）33号

18.50 城关镇
西门河村四组（四组至邱家坪）生产
道路硬化

20.00 双桥镇 解放村6、8组公路生产道路硬化

49.34 

麻柳镇

水磨村（普子亚至中山梁向家湾）生
产道路硬化

49.66 
书堰村（白果坪至田家碥）生产道路
硬化

紫财脱（2019）34号

107.76 

水利局

双安镇四合村安全饮水工程

17.63 洞河镇联丰村安全饮水工程

38.68 洞河镇小红光村安全饮水工程

65.64 高桥镇何家堡村安全饮水工程

29.41 界岭镇松树村安全饮水工程

118.31 向阳镇芭蕉村安全饮水工程

27.80 城关镇西门河村安全饮水工程

79.46 东木镇关庙村安全饮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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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财脱（2019）73号

96.40 洞河镇 小红光村生态农业园区生产道路硬化

12.90 高桥镇
何家堡村1组（七里堰-高家坪）生产
道路硬化

96.30 

红椿镇

尚坝村耳扒---新合生产道路硬化

85.93 尚坝村卲家梁至三合寨生产道路硬化

15.30 

焕古镇

松河村大堰头-汉阴生产道路硬化

120.96 
黑龙村（红肚树梁至黑龙池；杨桃湾
至泰山庙）生产道路硬化

89.33 界岭镇 新坪垭村1组至3组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74号 120.00 住建局 西门河村道路改造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9）75号 700.00 水利局 贫困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紫财脱（2019）76号

40.00 双桥镇
苗河村（周家坝至火石学校）油返砂
工程建设

24.00 高滩镇
朝阳村（广城至朝阳）油返砂工程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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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紫财脱（2019）77号

8.00 高滩镇 高滩镇岩峰村桥梁建设

29.90 城关镇 全安村桥梁建设

3.18 瓦庙镇 堰塘村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9）78号 223.40 洞河镇 联丰村道路硬化（鲁家湾-杨家沟）

四、涉农整合资金 49266.50 49266.50 

54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资金 15000

紫财脱（2018）43号 110

扶贫局

互助资金占用费

紫财脱（2018）40号 230 互助资金占用费

紫财脱（2018）51号 1160 互助资金占用费和小额贷款贴息

紫财脱（2018）47号

500

扶贫小额贷款贴息和项目管理费

150

紫财脱（2018）48号 1181.87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8）46号

18 东木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23 瓦庙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30 毛坝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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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4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资金 15000

紫财脱（2018）42号

74.25 城关镇 双坪村路基建设资金

18.8 洞河镇 楸园村路基建设资金

117.97 焕古镇
苗溪、刘家河、松河、东河、东红村
路基建设资金

44 蒿坪镇 东关村路基建设资金

59.07 双安镇
闹热、林本河、沔浴河、闹河、三元
村路基建设资金

72.64 汉王镇 汉城、安五、农安村路基建设资金

234.27 红椿镇
白兔、大青、尚坝、纪家沟、侯家坪
村路基建设资金

125.35 东木镇
关庙、军农、麦坪、燎原、三官堂村
路基建设资金

190.43 向阳镇
芭蕉、天生桥、显钟、鸡鸣、钟林村
路基建设资金

6.30 高桥镇 深磨村路基建设资金

59.13 双桥镇 中良、解放、庄房村路基建设资金

51.95 界岭镇 双泉、双明、新坪垭村路基建设资金

132.35 高滩镇
天桥、红庙、百坝、万兴、双柳村路
基建设资金

139.4 毛坝镇
染沟、瓦滩、双新、温家坪、岔河、
干沙村路基建设资金

135.1 麻柳镇 水磨、堰碥、赵溪村路基建设资金

88.23 瓦庙镇 老庄、庙坝、新民村路基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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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4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资金 15000

紫财脱（2018）49号 11.50 双桥镇
解放村生产道路项目路基
建设

紫财脱（2018）44号

64.7 蒿坪镇
全兴村（3组，桥头至洪家院子）道
路硬化

71.9 蒿坪镇 全兴村（1组，炭洞子湾至茶厂）

16.2 蒿坪镇 全兴村（3组，养猪场）道路硬化

19.3 高滩镇
万兴村（堰塘坪至第一安置至村委
会）道路硬化

55 高滩镇 万兴村（村委会至鹞子岩）道路硬化

110.2 汉王镇
农安村（何家湾至生态茶园）道路硬
化

152.1 汉王镇
农安村（梁家桩子至张贤德房后）道
路硬化

5.4 双桥镇
苗河村（5组铁炉沟-马家梁）道路硬
化

76.5 双桥镇 解放村（6、8组公路）道路硬化

46.7 向阳镇
天生桥村（杨家沟至唐厚安）道路硬
化

61.1 向阳镇
天生桥村（石料厂至聂家梁）道路硬
化

紫财脱（2018）55号

20 瓦庙镇 堰塘村公路桥两座

15 瓦庙镇 堰塘村贺家河坝便民桥

紫财脱（2018）56号 69 相关镇
2017年度贫困残疾人产业扶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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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4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资金 15000

紫财脱（2018）39号

90.00 城关镇 大力滩村资产收益扶贫

130.00 城关镇 太坪村资产收益扶贫

80.00 城关镇 富家村资产收益扶贫

140.00 城关镇 西门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105.00 城关镇 新桃村资产收益扶贫

150.00 东木镇 三官堂村资产收益扶贫

150.00 东木镇 关庙村资产收益扶贫

90.00 东木镇 麦坪村资产收益扶贫

75.00 洞河镇 小红光村资产收益扶贫

70.00 洞河镇 联丰村资产收益扶贫

120.00 高桥镇 何家堡村资产收益扶贫

250.00 高桥镇 铁佛村资产收益扶贫

100.00 高滩镇 牌楼村资产收益扶贫

85.00 高滩镇 关庙村资产收益扶贫

90.00 高滩镇 蓼坝村资产收益扶贫

150.00 高滩镇 双柳村资产收益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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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4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资金 15000

紫财脱（2018）39号

125.00 汉王镇 安五村资产收益扶贫

75.00 汉王镇 西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70.00 红椿镇 民利村资产收益扶贫

150.00 红椿镇 尚坝村资产收益扶贫

105.00 焕古镇 刘家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80.00 焕古镇 松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130.00 焕古镇 金塘村资产收益扶贫

65.00 焕古镇 大连村资产收益扶贫

120.00 毛坝镇 鲁家村资产收益扶贫

150.00 毛坝镇 染沟村资产收益扶贫

100.00 毛坝镇 双新村资产收益扶贫

150.00 毛坝镇 瓦滩村资产收益扶贫

130.00 毛坝镇 腰庄村资产收益扶贫

90.00 蒿坪镇 金竹村资产收益扶贫

70.00 蒿坪镇 狮子沟村资产收益扶贫

100.00 蒿坪镇 兴隆村资产收益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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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4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资金 15000

紫财脱（2018）39号

75.00 蒿坪镇 王家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100.00 蒿坪镇 双胜村资产收益扶贫

135.00 蒿坪镇 森林村资产收益扶贫

75.00 洄水镇 庙沟村资产收益扶贫

60.00 洄水镇 团堡村资产收益扶贫

95.00 洄水镇 端垭村资产收益扶贫

90.00 界岭镇 金狮村资产收益扶贫

65.00 界岭镇 松树村资产收益扶贫

100.00 界岭镇 双明村资产收益扶贫

200.00 麻柳镇 书堰村资产收益扶贫

125.00 麻柳镇 赵溪村资产收益扶贫

125.00 麻柳镇 麻柳村资产收益扶贫

105.00 双安镇 四合村资产收益扶贫

90.00 双安镇 廖家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85.00 双安镇 沔浴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100.00 双安镇 三元村资产收益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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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4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资金 15000

紫财脱（2018）39号

105.00 双安镇 白马村资产收益扶贫

120.00 双桥镇 解放村资产收益扶贫

135.00 双桥镇 六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70.00 双桥镇 莲花村资产收益扶贫

75.00 双桥镇 双河村资产收益扶贫

145.00 瓦庙镇 庙坝村资产收益扶贫

110.00 瓦庙镇 新民村资产收益扶贫

70.00 瓦庙镇 新华村资产收益扶贫

150.00 向阳镇 钟林村资产收益扶贫

85.00 向阳镇 悬鼓村资产收益扶贫

115.00 向阳镇 芭蕉村资产收益扶贫

125.00 向阳镇 院墙村资产收益扶贫

紫财脱（2018）50号

44 城关镇 西门河村四组（四组至邱家坪）

50 向阳镇 院墙村（村委会-龚家院子）

34.23 东木镇 三官堂村（北沟口至赵家湾）

26.16
高难镇

万兴村（堰塘坪至第一安置点-村委
会）

45 万兴村（村委会至鹞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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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4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资金 15000

紫财脱（2018）50号

53 焕古镇 东河村（九组至红椿镇纪家沟村）

3.78

双桥镇

陈胜玉-滚子坪

11 5组铁炉沟-马家梁

57 6、8组公路

29 瓦庙镇 新民村（潘家河坝至瓦厂梁）

紫财脱（2018）52号 20.00 城关镇 大力滩村安全饮水工程

紫财脱（2018）45号 1840 县农业农村局 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资金

紫财脱（2018）53号 525.12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

55 安财农（2018）110号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50 紫财脱（2018）46号 50 高滩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56 安财农（2018）111号 以工代赈资金 220 紫财脱（2018）38号
20.00 城关镇 双坪村新建桥梁

200 双桥镇 双河村三组新修公路桥

57 安财农（2018)138号 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 115 紫财脱（2018）75号 115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

58 陕财办农（2019）45号 扶贫发展 702

紫财脱（2019）135号 154.02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9）136号 58.54 瓦庙镇 瓦庙镇堰塘村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9）123号

8

洄水镇

生产道路硬化联沟村（8组蔡英彩-温
家院子）

12
生产道路硬化联沟村（5组李家河坝-
连桥13组）

12.2 城关镇
生产道路硬化双坪村（5、6组，后沟
至杨家河坝）

10 焕古镇 东河村（蔡家院子至宋家梁）

26.24 向阳镇 鸡鸣村（聂家沟至后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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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8 陕财办农（2019）45号 扶贫发展 702

紫财脱（2019）123号

21 毛坝镇 温家坪村温家坪-陈家大坪

0.35 红椿镇
白兔村（颜家湾---安置点---红尚
路）

紫财脱（2019）138号

0.23 双桥镇 双桥镇苗河村产业道路硬化

70.89 双桥镇 双桥镇解放村产业道路硬化

22.08 双桥镇 双桥镇解放村产业道路硬化

18.8 城关镇 城关镇太坪村产业道路硬化

89.3 向阳镇 向阳镇院墙村产业道路硬化

88 焕古镇 焕古镇东河村产业道路硬化

85 瓦庙镇 瓦庙镇新民村产业道路硬化

5.35 麻柳镇 麻柳镇水磨村产业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39号 20 洞河镇 洞河镇联丰村生产道路路基改造

59 陕财办农（2019）48号 以工代赈 300
紫财脱（2019）148号

42.65 麻柳镇 水磨村桥梁建设

29.48 高桥镇 深磨村桥梁建设

28.8 高桥镇 深磨村桥梁建设

25.14 高桥镇 板厂村桥梁建设

8.2 高桥镇 深磨村桥梁建设

5 毛坝镇 核桃坪村便民桥建设

15 毛坝镇 干沙村便民桥建设

21.9 高桥镇 板厂村桥梁建设

15 界岭镇 新坪垭村

18 界岭镇 箭竹村桥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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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59 陕财办农（2019）48号 以工代赈 300
紫财脱（2019）148号

6.6 界岭镇 箭竹村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9）149号 84.23 界岭镇 新坪垭村产业道路建设

60 安财农（2018）111号 以工代赈 380 紫财脱（2018）38号

35 焕古镇 松河村大堰头新建公路桥

65 双安镇 闹热村新建河堤

20.00 红椿镇 大青村一组油坊沟至三组庄房

80.00 东木镇 军农村改建道路

40.00 向阳镇 显钟村八组新建道路

50.00 高桥镇
板厂村6/10组（红家河坝）新建公路
桥

30 洄水镇 庙沟村新建便民桥

10.00 高滩镇 百坝村改建生产道路

50.0 毛坝镇 干沙村2-3组新修道路

61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 3700

紫财脱（2018）41号 200 扶贫局 贫困户小额贷款风险补偿

紫财脱（2018）48号 914.32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8）46号

20 汉王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80 双安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14.65 蒿坪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32 高桥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150 界岭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27 双桥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60 焕古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54 洄水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15 红椿镇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紫财脱（2018）54号 100 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设资金

紫财预（2018）251号

50 蒿坪镇
东关村道路硬化（5、6、7、9、10
组，蒿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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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61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 3700

紫财预（2018）251号
27 蒿坪镇

东关村道路硬化（13组，桑家坝至蓑
衣洞）

30 蒿坪镇
东关村道路硬化（11组，周家坝至水
木沟口）

25 双安镇 林本河村道路硬化（老庄沟至梁上）

紫财预（2018）607号 40 界岭镇
双明村道路硬化（胡家桥头至夏家
坪）

紫财脱（2018）44号

28.00 蒿坪镇
东关村道路硬化（13组，桑家坝至蓑
衣洞）

19.50 蒿坪镇
东关村道路硬化（11组，周家坝至水
木沟口）

46.50 蒿坪镇
东关村道路硬化（5、6、7、9、10
组-蒿大路）

30.80 界岭镇
双明村道路硬化（胡家桥头至夏家
坪）

28.50 双安镇 林本河村道路硬化（老庄沟至梁上）

76.00 瓦庙镇 新华村道路硬化（梧桐沟至盘道梁）

29.80 瓦庙镇
庙坝村道路硬化（沙坝至许家老房
子）

28.50 瓦庙镇 新民村道路硬化（木竹平至二王坝）

46.30 瓦庙镇 新民村道路硬化（枷当湾至新房子）

60.50 瓦庙镇 新民村道路硬化（枷当湾至山坪）

71.20 瓦庙镇
新民村道路硬化（冯家河坝至潘家河
坝）

紫财脱（2018）58号 36 界岭镇
道路硬化苗溪村（胡家院子至庙梁
上）

紫财脱（2018）67号 30 瓦庙镇 中药材产业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8）57号

19 双安镇 三元村（草川至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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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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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 3700

紫财脱（2018）57号

20 双安镇 三元村（三元学校至伍家梁）

46 双安镇 三元村（541国道连接村级路）

41 高桥镇 何家堡村3组（学校-新房子）

50 界岭镇 双明村胡家桥头-夏家坪

100 农业农村局 畜牧发展资金

紫财脱（2018）50号

47.48 双安镇 三元村（草川至三元）

41.82 双安镇 三元村（三元学校至伍家梁）

40 双安镇 三元村（541国道连接村级路）

60 高桥镇 何家堡村3组（学校-新房子）

紫财脱（2018）59号

19.24 焕古镇 春堰村（陈家梁至堰塘坪）道路硬化

33.26 向阳镇 钟林村（来家沟-李家院子）

36.00 向阳镇 钟林村（夏家湾-杨家沟-裴家院子）

72.35 瓦庙镇 庙坝村（沙坝至许家老房子）

紫财脱（2018）55号

15 东木镇
木王村6组（孙家坪）、4组（酒厂背
后）、2组便民桥

30 东木镇 月桂村四组公路桥

14.4 东木镇 月桂村六组公路桥

10 瓦庙镇 新房村小沟口公路桥

紫财脱（2018）60号 20 焕古镇 春堰村陈家坝公路桥建设

紫财脱（2018）61号 56 界岭镇 双明村（胡家桥头-夏家坪）

紫财脱（2018）65号 5 高滩镇 红庙村五组夏家坪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8）52号

12.31 焕古镇 焕古镇苗溪村5组安全饮水工程

5.85 向阳镇 向阳镇鸡鸣村补充水源工程

64.40 瓦庙镇 瓦庙镇老庄村安全饮水工程

34.00 瓦庙镇 瓦庙镇新华村王家河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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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 3700

紫财脱（2018）62号

50.25 东木镇 月桂村桥梁建设

22.3 焕古镇 春堰村桥梁建设

36.53 焕古镇 东河村桥梁建设

12.22 高桥镇 双龙村桥梁建设

12.17 界岭镇 斑桃村桥梁建设

24.19 双桥镇 中良村桥梁建设

6.71 双桥镇 中良村桥梁建设

7.8 瓦庙镇 老庄村桥梁建设

6.37 瓦庙镇 新房村桥梁建设

13.26 瓦庙镇 堰塘村桥梁建设

0.2 高滩镇 红庙村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8）63号

7.41 蒿坪镇
产业道路硬化蒿坪镇东关村5、6、7
、9、10组，蒿大路

66 界岭镇
产业道路硬化界岭镇双明村胡家桥头
-夏家坪

3.6 瓦庙镇 产业道路硬化梧桐沟至盘道梁上

3.18 瓦庙镇 产业道路硬化新民村木竹平至二王坝

12.25 瓦庙镇
产业道路硬化新民村冯家河坝至潘家
河坝产业道路硬化

18 蒿坪镇
东关村11组，周家坝至水木沟口产业
道路硬化

2.53 双安镇 林本河村老庄沟至梁上产业道路硬化

36 双安镇
三元村“541”国道连接村级路产业
道路硬化

34.24 向阳镇
产业道路硬化夏家湾-杨家沟-裴家院
子

28 焕古镇 产业道路硬化陈家梁至堰塘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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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安财农（2018）120号 扶贫发展 3700

紫财脱（2018）63号

33.11 高桥镇 产业道路硬化3组（学校-新房子）

62 陕财办农（2019）19号 扶贫发展 1714

紫财脱〔2019〕91号 40 东木镇 月桂村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9〕97号
2.29 高桥镇 产业道路硬化3组（学校-新房子）

32.42 双安镇 廖家河村产业道路硬化五郎坪至牛蹄

紫财脱〔2019〕98号 366.46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

紫财脱〔2019〕99号 1000

蒿坪镇双胜村、森
林村、全兴村、兴
隆村、双安镇沔浴
河村旅游产业道路

建设

北沟口至全兴                  
全兴至沔浴河口

紫财脱〔2019〕111号
100 双桥镇 取宝村（2.3组法沟-红坪）道路硬化

56.06 瓦庙镇 堰塘村（观音寨至滑板石）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20号 116.77 各有关镇 弱能贫困户到户产业扶持资金

63 安财农（2019）28号 扶贫发展 1700

紫财脱（2019）20号 400 水利局
城关镇新桃村、西门河村饮水改扩建
工程

紫财脱（2019）15号 30 农村公路管理局 公路完善工程建设

紫财脱（2019）50号 22.55 东木镇
燎原村6、7组、4组、8组、9组便民
桥

紫财脱（2019）88号 300 高滩镇 高滩镇至百坝村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04号 540 水利局
城关镇新桃村、西门河村饮水改扩建
工程

紫财脱〔2019〕101号 140 农业农村局 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资金

紫财脱〔2019〕102号 7.45 东木镇 东木镇燎原村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9〕105号
100

蒿坪镇
金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00 蒿坪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紫财脱〔2019〕109号 60 红椿镇
大青村产业道路硬化蛇梁安置点至向
阳显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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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安财农（2019）39号 扶贫发展 15 紫财脱〔2019〕131号 15 农业农村局 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资金

65 陕财办农（2018）124号 2019年省级水利发展资金 700

紫财脱（2019）16号 228.48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9）35号 15.12 水利局 八庙村安全饮水工程

紫财脱（2019）14号 266.5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预（2018）251号 10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龙湾村（龙湾学校至丁
家坑）

紫财脱（2019）22号 56.48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08号 50.76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50号 4 瓦庙镇 新房村2组便民桥

紫财脱（2019）158号 68.66 双安镇　 廖家河村五郎坪至牛蹄

66 安财农（2019）21号
2019年省级水利发展资金农村饮
水资金

814

紫财脱（2019）158号 89.92 双安镇　 廖家河村五郎坪至牛蹄

紫财脱（2019）189号 606.11 县茶叶发展中心 茶业创新转型升级发展奖补项目资金

紫财脱（2019）184号 8.33 农业农村局 2019年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资金

紫财脱〔2019〕133号 1.64 县农业农村局 弱能户到户产业扶持

紫财脱（2019）186号 108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67 安财农（2019）14号
2019年中央水利发展中小河流治
理资金

2626

紫财脱字（2018）33号 300 水利局 第三批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工程资金

紫财脱（2019）16号 353.12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预（2018）350号 13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预（2018）251号 153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预（2018）513号 250.7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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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安财农（2019）14号
2019年中央水利发展中小河流治
理资金

2626

紫财脱（2019）14号 272.36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22号 446.89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23号 36.3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31号 14.15 县交通局 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34号 36.89 水利局 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9）140号 2.82 水利局 金石村脱贫攻坚安全饮水资金

紫财脱（2019）40号 80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60号 601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42号 65.77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68 陕财办农（2019）37号 2019年第二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734

紫财脱（2019）42号 139.29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23号 146.65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24号 210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26号 66 县交通局 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11号 72.06 县交通局 生产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97号 100 县住建局 2019年贫困户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69 安财农（2019)22号
2019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山洪灾
害防治资金

18 紫财脱（2019）140号 18 水利局 金石村脱贫攻坚安全饮水资金

70 安财农（2018）157号

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
金（森林资源培育资金 森林抚
育252万、造林补贴200万，天保
管护补助  含天然商品林停伐管
护补助）

452.00 紫财脱（2019）132号 452 县扶贫局 2019年“雨露计划”短期培训

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
金（有害生物防治）

15.00 紫财脱（2019）141号 15 县水利局 城关镇和平村安全饮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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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陕财办农（2018）137号 2019年省级农业专项资金 770 紫财脱（2019）186号 770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72 安财农（2019）53号 2019年省级农业专项资金 320 紫财脱（2019）186号 320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73 安财农（2019）49号 2019年省级农业专项资金 17 紫财脱（2019）186号 17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74 陕财办农（2018）138号 2019年省级果业专项资金 30 紫财脱（2019）186号 30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75 安财农（2018）155号 2019年省级农机化专项 33 紫财脱（2019）186号 33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76 安财农（2019）36号
2019年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补助资
金（林业产业发展50万）

50 紫财脱（2019）186号 50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77 安财农（2019）35号 2019年省级林业专项资金 480 紫财脱（2019）186号 480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78 安财农（2019）29号 2019年农村饮水省级补助资金 477
紫财脱（2019）186号 192 县扶贫开发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紫财脱〔2019〕187号 285 县人社局 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79 安财农（2019）54号
2019年省级水利发展资金水利产
业扶持资金

20 紫财脱（2019）158号 20 县交通局
高桥镇双龙村5.6组金明亮-周家院子
道路硬化

80 陕财办农（2019）56号
2019年中央财政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

1443

紫财脱（2019）185号 1008 县茶业发展中心 2019年新建茶园项目

紫财脱（2019）184号 22.83 县农业农村局 2019年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资金

紫财脱（2019）132号 68 县扶贫局 2019年“雨露计划”短期培训

紫财脱（2019）111号

29.64

县交通局

高桥镇板厂村6组（洪家河坝至谭家
院子）道路硬化

10
高桥镇权河村（5组小寨子-丛树扒）
道路硬化

100
高滩镇百坝村高滩-百坝（连通镇
巴）道路硬化

85
东木镇军农村（铜锣观沟至油房村）
道路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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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陕财办农（2019）56号
2019年中央财政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

1443

紫财脱（2019）111号

51

县交通局

东木镇军农村（八角庙至板凳垭）道
路硬化

34
瓦庙镇新民村河坝至老庄沟（2.3.6
组）道路硬化

18.94
瓦庙镇堰塘村（观音寨至滑板石）道
路硬化

紫财脱（2019）112号 15.59 焕古镇黑龙村（红旗学校-老哇窝）

81 陕财办农（2019）46号
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改革
发展资金

392
紫财脱（2019）141号

149.1 县水利局 城关镇和平村安全饮水工程

131.12 县水利局 红椿镇尚坝村安全饮水工程

紫财脱（2019）143号 111.78 向阳镇 向阳镇集镇安置点供水工程

82 安财农（2019）60号 2019年省级农业专项资金 12.5 紫财脱（2019）142号 12.5 双桥镇 双桥镇东垭村安全饮水工程

83 安财农（2019）68号
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

392

紫财脱（2019）202号 100 县水利局 第四批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工程资金

紫财脱（2019）143号
15.94 向阳镇 向阳镇集镇安置点供水工程

141.22 麻柳镇 麻柳镇集镇安置点供水工程

紫财脱（2019）142号
64.82 

城关镇
城关镇塘么子沟村安全饮水工程

13.80 城关镇天星村安全饮水工程

紫财脱（2019）176号 13.00 县交通局 向阳镇芭蕉跨任河大桥工程建设资金

紫财脱（2019）197号 43.22 县住建局 2019年贫困户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84 陕财办资环（2019）6号
2019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预
算

562 紫财脱（2019）190号 562 县交通局
蒿坪镇北沟口至双安镇沔浴河村道路
建设

85 陕财办建（2019）144号
2019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
款）

300 紫财脱（2019）190号 300 县交通局
蒿坪镇北沟口至双安镇沔浴河村道路
建设

86 安财建（2019）111号
中央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8436

紫财脱（2019）190号 138 县交通局
蒿坪镇北沟口至双安镇沔浴河村道路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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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86 安财建（2019）111号
中央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8436

紫财脱（2019）31号

29.5 城关镇 太坪村（龙洞沟至张家梁）

50 高滩镇
牌楼村5、6组青树梁至油房沟连通龙
湾村

紫财脱（2019）40号

41.5 城关镇 太坪村龙洞沟至张家梁道路硬化

60

高滩镇

牌楼村5、6组青树梁至油房沟连通龙
湾村道路硬化

36 关庙村转运站至花房子道路硬化

144 双柳村双柳4-5组道路硬化

76 瓦庙镇 堰塘村白沟湾至梁家沟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60号

18 毛坝镇 岔河村（何家庄-吴家湾）道路硬化

42 东木镇
燎原村（石家坡至李家河坝）道路硬
化

71 高桥镇
板厂村（7、8组关中岩-方家沟）道
路硬化

31 高桥镇
板厂村（李榜田门口-裴坝村明家
河）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26号

13 城关镇 双坪村7组何家沟至施家湾

102 瓦庙镇 新民村河坝至老庄沟（2.3.6组）

40 高桥镇 板厂村7、8组关中岩-方家沟

紫财脱（2019）158号

9.40 城关镇 全安村庙梁上-魏家垭口

87.41 向阳镇 悬鼓村渔紫路口-沙槽

36.87 
东木镇

三官堂村三堂-刘家河

73.00 麦坪村田坝-蒋家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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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86 安财建（2019）111号
中央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8436

紫财脱（2019）158号 12.23 
高桥镇

双龙村5、6、8组金家老房子-何家堡
村

4.62 铁佛村1组（枫树梁-金家湾）

84.768 红椿镇 纪家沟村六家坡至尖山

24.00 
洄水镇

联沟村2组木连沟-闫家榜

18.00 联沟村5组李家河坝-连桥13组

紫财脱（2019）203号

60 
城关镇

富家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75 全安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320 

蒿坪镇

东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45 黄金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205 金竹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15 全兴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210 森林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70 狮子沟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210 双胜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70 王家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30 兴隆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35 双安镇 廖家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80 

汉王镇

安五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300 汉城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65 西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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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86 安财建（2019）111号
中央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8436

紫财脱（2019）203号

20 

汉王镇

兴塘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80 

洞河镇

云峰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50 联丰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05 小红光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05 楸园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90 菜园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45 

焕古镇

春堰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55 东红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30 黑龙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70 刘家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00 苗溪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80 松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75 

红椿镇

大青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60 共和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75 候家坪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10 纪家沟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50 民利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30 上湾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30 尚坝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50 

东木镇

军农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40 燎原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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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86 安财建（2019）111号
中央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8436

紫财脱（2019）203号

60 
东木镇

麦坪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25 木王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90 三官堂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50 月桂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45 

高滩镇

蓼坝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20 岩峰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55 天桥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20 红庙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45 关庙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55 白鹤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15 三坪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30 龙湾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210 万兴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60 朝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30 百坝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60 

毛坝镇

观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85 干沙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65 核桃坪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80 鲁家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55 双新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40 温家坪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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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86 安财建（2019）111号
中央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8436

紫财脱（2019）203号

100 

麻柳镇

染房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90 书堰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75 赵溪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65 堰碥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90 水磨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70 

高桥镇

权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10 深磨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65 双龙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40 双桥镇 解放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40 
洄水镇

连桥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50 小河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20 界岭镇 松树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紫财脱（2019）142号

55.36 
向阳镇

向阳镇月池村安全饮水工程

48.99 向阳镇止凤村安全饮水工程

33.63 

焕古镇

焕古镇焕古村安全饮水工程

5.25 焕古镇腊竹村4组供水工程

25.13 焕古镇春堰村供水取水口加固工程

21.61 
蒿坪镇

蒿坪镇蒿坪村安全饮水工程

4.22 蒿坪镇平川村安全饮水工程

9.62 

双安镇

双安镇双河口村安全饮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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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86 安财建（2019）111号
中央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8436

紫财脱（2019）142号
84.23 

双安镇

双安镇桐安村安全饮水工程

17.31 双安镇珍珠村安全饮水工程

21.36 
双安镇白马村1组及金川小学
安全供水工程

59.61 汉王镇 汉王镇马家营村安全饮水工程

72.02 
红椿镇

红椿镇盘龙村安全饮水工程

131.79 红椿镇七里村安全饮水工程

46.41 
高滩镇

高滩镇高滩村安全饮水工程

7.162 高滩镇两河村安全饮水工程

87 安财建（2019）123号
2019年度农村公路养护市级配套
资金

80 紫财脱（2019）142号

11.138 
瓦庙镇

瓦庙镇瓦房村安全饮水工程

18.37 瓦庙镇新民村安全饮水工程

39.55 
高桥镇

高桥镇兰草村安全饮水工程

10.942 高桥镇裴坝村安全饮水工程

88 陕财办社（2018）235号 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209.15
紫财预（2018）527号 59.54 住建局

双安、界岭、高桥、向阳危房改造资
金

紫财脱（2019）183号 149.61 住建局 相关镇危房改造

89 陕财办社（2019）63号 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205.85

紫财脱（2019）183号 100.75 住建局 相关镇危房改造

紫财脱（2019）111号

150.00 

县交通局

红椿镇大青村（蛇梁安置点至向阳显
中村）

10.34 双安镇闹河村(松树梁-八庙湾)

10.36 
高桥镇板厂村6组（洪家河坝至谭家
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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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89 陕财办社（2019）63号 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205.85

紫财脱〔2019〕170号 400 县人社局 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紫财脱〔2019〕187号 515 县人社局 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紫财脱（2019）182号
15.00 

县交通局

岔河村便民桥3座（3组院子河坝、锅
儿滩河坝）

4.4 箭竹村5组黄家院子桥梁

90 陕财办农改（2019)6号 2019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1279

紫财脱〔2019〕127号 19.56 高滩镇 天桥村二组孙家厂房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9〕122号 30 县交通局 万兴村一组村委会桥梁建设

紫财脱（2019）50号 3.96 东木镇 军农村五组岩圈便民桥

紫财脱〔2019〕48号 30 县交通局
小河村村级主公路
维修资金

紫财脱（2019）112号 166.41 县交通局 焕古镇黑龙村（红旗学校-老哇窝）

紫财脱（2019）158号 370.00 高滩镇 百坝村高滩-百坝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58号 38.75 

高桥镇

铁佛村19、20组（青树子至青苔河
坝）

紫财脱（2019）158号 30.00 
板厂村6组（洪家河坝至谭家院子）
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58号 100.00 板厂村5组小寨子-丛树扒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58号 116.00 

红椿镇

白兔村颜家湾---安置点---红尚路
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58号 52.00 
白兔村王易寿---安置点---垃圾场
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58号 56.00 
大青村蛇梁安置点至向阳显中村道路
硬化

紫财脱（2019）158号 27.30 焕古镇 黑龙村红旗学校-老哇窝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58号 16.00 双桥镇 取宝村2.3组法沟-红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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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90 陕财办农改（2019)6号 2019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1279

紫财脱（2019）158号 4.17 

界岭镇

麻园村4组花场-曾显发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58号 7.25 
双泉村2组村委会-陈炜才老家道路硬
化

紫财脱（2019）158号 111.60 
箭竹村石板厂-魏家营老学校道路硬
化

紫财脱（2019）195号 100 县交通局 向阳镇芭蕉跨任河大桥工程建设资金

91 陕财办教（2018）328号
2019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
目资金

20 紫财脱（2019）40号 20 毛坝镇
双新村庙儿梁至杉树坪、阳坡至龚家
砍下

92 陕财办教（2019）209号
2019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
目资金

15 紫财脱（2019）40号 15 毛坝镇
双新村庙儿梁至杉树坪、阳坡至龚家
砍下

93 陕财办建（2019）230号
关于调整下达中央预算内基建支
出投资预算的通知

2438

紫财脱（2019）158号 63.832 红椿镇 纪家沟村六家坡至尖山道路硬化

紫财脱（2019）193号

194.1

高桥镇

板厂村1、2、3组庙沟至李榜田门口
道路硬化

152
何家堡村6组（夏厂至蓝坪庄）道路
硬化

紫财脱（2019）208号

130 

向阳镇

芭蕉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10 鸡鸣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40 显钟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250 悬鼓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125 院墙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紫财脱（2019）207号 400 县水利局
城关镇新桃村、西门河村饮水改扩建
工程资金

紫财脱（2019）205号 400 县水利局 第五批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工程资金

紫财脱（2019）160号

8

汉王镇

汉城村钱家岩至四王庙道路硬化

2 汉城村农业园区道路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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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2019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上级文号 资金名称 资金总量 本级分配文号 分配指标数 用款单位 资金用途 备注

93 陕财办建（2019）230号
关于调整下达中央预算内基建支
出投资预算的通知

2438

紫财脱（2019）160号

72

东木镇

燎原村石家坡至李家河坝

85 军农村八角庙至板凳垭

141 军农村铜锣观沟至油房村

5.708

高桥镇

板厂村李榜田门口-裴坝村明家河

77.36 铁佛村5组双河口至毛坡

82 板厂村7、8组关中岩-方家沟

94 安财农（2019）98号
2019年省级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渔业）

5 紫财脱（2019）192号 5

县茶业发展中心 2019年新建茶园项目

95 安财农（2019）105号 2019年省级农业 1000

紫财脱（2019）192号 427

紫财脱（2019）219号 505 扶贫局 扶贫小额贷款贴息

紫财脱（2019）212号 68 高滩镇 高滩-百坝道路硬化

96 安财农（2019）131号 2019年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资金 25.00 紫财脱〔2019〕242 号 25 各镇 2019年产业直补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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