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山
晋水汁財友 〔2019〕 34号

山西省衣立衣村庁 山西省財政庁
美子 2019年 実施多村振共戯略
重点任努的通知
む,財 政局 ,省
各市水立水村局 ,畜 牧善 医局 、水姪局、果立 中′
立各有美単位
、

:

力貫物落美中共 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 《美子堅持水立

水村仇先友晨微好 三水"工 作的実施意見》 (晋 友 〔2019〕

1

号 ),深 入推逃全省多村振米哉略 ,姪 省政府同意,2019年 省鉄
口下
女
財政安羽卜
資金実施多村振米哉略重点任券。具体安羽卜

:

一 、安劇卜
資金 5.78化 元 ヮ促辻声並米旺
(す )カ ロ
快右れ旱作水立え晨。安劇}資 金 1.3仏 元。其中

,

‑1‑

3000万 元支持奄1建 晋中、朔州市有机早作水並示疱市;6500万

元支持奄J建 員丘、寿 IEl、 孟去、翼城 t同 喜 5今 有机早作整建
制推逃示疱芸和古交 、泣去、右玉等 40今 有机早作封同示疱片

,

毎企示苑去ネト
助 500万 元,毎 企示苑片ネト
助 100万 元;1000万
元在沿河流域 5企 去升晨増施有机肥拭点;1000万 元実施机械
化結粁述 田作立面秋 50万 盲 ,毎 宙ネト
貼 20元 ;1500万 元実施
丘陵山区水 田 宜机化"改 造 1万 宙,毎 古ネト
貼 1500元 。 (右
水上水村斤 負賣 )
(二 )盤 象実施二 え右坂成喀。安‖}資 金

1化 元。其中

,

山西水谷建如 000万 元,3000万 元用千国家現代水立声立科技
む建没和科技奄1新 体系建没 ,1000万 元用子省水科院升
奄J新 中′
晨科技奄1新 工程研究;雁 11美 水牧交錯 帯示疱区建郷 000万 元

,

カロ
快推逃雁 11美 区域草食畜林准化生声和 良紳繁育 ,重 点支持
50企 生恣畜牧示疱坊 、5企 加+規 模赤疸林准化示苑坊 、5今 伺
革加工示疱企立等建没;近 城 (1脂 沿 )水 声 品出口平台建没 3000
万元,重 点支持建没 20企 出口水果示疱国区、3条 水呆机械化
エ生声示疱銭,培 育 10今 水果出口水立新型姪菅主体
分象初カロ

,

実施老 旧果国茨造等。 (右 水立水村斤 、若水科院炎テ )
(二 )支 持成郊水上友晨 。安‖}資 金 1化 元。其中,4000

万元支持大原南部小店 、晋源、愉次 区城郊水立示苑区建没

,

6000万 元支持晋北、晋南、晋末南的平各、盆湖、侯巧、泌城 、

晋城城 区城郊水立示疱■を1建 。 (若 水上水村斤 負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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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羽卜
資金 6500
(四 )支 持稔1建 特 色水オ品化勢 区及片上 国。
万元。其中,5000万 元支持 20今 省鉄現代水立声上国建浚;1500
も州黄"国 家象仇勢 区建
い■ シ
万元支持lll州 染根 、吉去羊果、シ
没。 (右 水上水村斤 負i)
(工 )支持妨上え右走没。安劇F資 金 4000万 元。其中,3000

万元用子建没 35企 加牛規模赤殖林准化示疱場;1000万 元用子
建没 1企 省坂和朔州市象生鮮乳栓淑1中 lむ 。(右 水上水村斤 負ナ )
(大 )支 持菫 区裁菫 項 目定没。安羽}資 金 1.05化 元。
̀点

̀点

其中,8500万 元支持大同草食畜、朔州肉羊、陶泉声 立融合 、
近城果国改造 、皓狩羊呆声立 園、皓沿水果 、愉次生猪 、高平
生猪、文水肉キ 、IE泉 有机早作等 9市 特色声立提楷升奴;2000
万元支持升友 以党参和黄茂等力主要原料的菊食同源声 品和中
菊材稗苗繁育及 生声基地建没。 (右 水上水村斤 負i)
(七 )支 持荼根全オ上撻升友 。安‖F資 金 3800万 元。其中

,

2800万 元支持染根基地 、声立化咲合体等全声立従升友;1000
万元支持染根声 立示疱芸カロエ合借物流等建没。 (右 水上水村
斤 、右根合わ物介倍各局 負貴 )
二、安‖[資 金 9.14化 元,推 劫生恣宜居
(八 )支 持水村

厠所革命"。 共安劇F資 金 7.22化 元,其

助;1.9化 元用子対工作成残明呈
中 5.02化 元用子水村 吹厠ネト

;3000万 元用子升晨水村茨厠技木拭
的去 (市 、区 )逃 行失ネト
お示疱ネト助。 (右 水上水村斤 炎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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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支 持畜合糞 汚介源化牙1月 。安劇卜
資金 8000万 元。其

中,6000万 元支持 以粉河流域力重点的 482企 規模界殖場糞汚
丈理没施建没 ;2000万 元支持 20企 畜合糞汚集中丈理 示疱中Iむ
建没 。 (右 水 立水村斤 負テ )
(十

)支 持美雨 宜居 多村走没 。安劇}資 金 8000万 元 ,用 予

美雨 多村建没 。 (若 財政斤 負i)
推逃 一事一袂財政火ネト
(十 一 )支 持森沐 多村走没 。安羽}資 金 1500万 元 ,建 浚森

助 30万 元 。用子不村荒 山荒地
林 多村 50企 ,毎 企 多村平均ネト
録化 、林帯林 図水 回録化 、成 片枕育 、村 内街本録化 、庭院録
化 、公 共録地建浚 。 (右 沐 上 革涼局 炎i)
〜
二
源
(十
)支 持水村 再生 介 口枚オ
1月 。
安羽1資 金 1700万 元

,

其 中,1200万 元在K治 、大同、晋中 (左 叔 )建 没疲 旧物姿 回
ll■

、分株 、カロエ再利用 中̀む ,升 晨水村水 立生声友井物和城市

均水村 生活jII坂 資源化オ1用 ;500万 元用予水膜 回牧及fll用 拭 点
建没 。 (右 供硝 社 、右水 上水村斤 女貴 )
三、安‖1資 金 1.955化 元 ,深 化衣村改革 ,提 升公共服努
(十 二 )支 持水村集体オ叔 lll皮 皮羊 。安劇}資 金 6550万 元 。

・晋城 、近城
其 中,600万 元支持朔州 、 呂梁 、晋中、K治 、
今 2019年 中央拭点市;5700万 元支持 57企 拭点芸

6

、区 )

仝面升晨水村集体姿声清声核発 、全面碗 大水村集体 姿 沸俎鉄

"市

咸 貝身分 、推逃姿菅性資声股分合作tll改 革等;250万 元支持水
村集体声枚制度 茨革♯ 中央拭 点市芸升晨 清声核姿工作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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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水村斤 負貴 )
(十 四 )支 持水ナ品品牌般

。安羽卜
資金 3000万 元。其中,2000

;1000万 元支持品牌建没
万元対荻得 三品"決 IIE的 声品分予火ネト
点支持 山西核桃"、
其中,500万 元重′

,

山西玉露香梨"等 区域

公用 品牌建没,500万 元支持仇反面粉、仇反染根等市、■粒油区
域品牌建没。 (右 水上水村斤、右時

物徒嶺答為負テ )

(十 二 )準 邊水村朱合ll■ 及羊武̀点 試験。安劇}資 金 5000万

元 ,用 子襄垣 、清徐 両芸升晨水村踪合性改革実詮拭点項 目建
没 。 (右 財断 負貴 )
(十 夫 )お 晨地方特 色水上保隆。安劇}資 金 5000万 元,サ

大地方特色水立保隆以失代ネト疱国。 (右 財政斤 負貴 )
実施 多村振米哉略足新叶代微好

三水"工 作的恙机手。

各鉄、各部 11要 切実カロ張升 三友"工 作的飯早,接 照各 自双責

L央 如致微寝
オ

碗保 多村振共哉略重点任券落到央炎。

橘シ

びビ

有力的措施 ,カ ロ張資金管理 ,強 化監督栓査
分工 ,釆 取更カ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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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水立水村斤亦公室

2019年

7月 17日 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