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迪庆州德钦县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项目表 （县住建局）
填报单位：德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表时间：2022年10月13日

序号 项目类别项目名称 项目个数

项目分类 建设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内容（详细填列工程量化指
标）

项目建设
性质（新
建、改建
、扩建、
续建）

补助标准
（有补助
标准的填
列，没有
不填）

项目预算投资（万元）

受益情况

其中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直接用于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
易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情况

项目建设时间计划

绩效目标(有量化的核心
指标）

项目前期工作
开展情况

项目实施
部门

行业主管
部门

备注

是否为产
业项目

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生产
、畜牧生产、林业
改革发展、农村综
合改革、乡村旅游

类项目须）

数量 单位 县 乡 村 组 小  计 财政衔接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业主投资

脱贫村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

入群体
计划开工

时间
计划完工

时间

户数 人数 个数
金额

（万元）
户数 人数

合  计 23057.81287 20257.81287 2800 34939 140855 88 20257.81287

五、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3368.898667 3368.898667 16323 64932 40 3368.898667

1
德钦县2023年各乡镇政府所在
地行政村或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

1 否 基础设施建设 5 座 德钦县
新建或改造雨污管网36000米，60吨/

日污水处理站5座
续建 2080 2080 13604 53549 32 2080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收集设
施，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项目前期

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2
德钦县茨中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项目
1 否 基础设施建设 1 座 德钦县 燕门乡 茨中村

新建一座处理量为 60d/t 污水处理站

及配套主管网 7716m
新建 1200 1200 359 1331 1 1200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收集设

施，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正在开展项目前

期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3

德钦县2023年各乡镇政府所在

地行政村或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项目

7 否 7 座 德钦县
7座生活污水处理站运营，费用为
88.898667万元/年。

88.898667 88.898667 2360 10052 7 88.898667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运营体系

建设，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

德钦县2023年奔子栏镇政府所

在地行政村或村庄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奔子栏

镇

奔子栏

社区

处理量500T/d，电费17.8485万元

/年，药剂费0.549325万元/年，工人

工资7.2万元（2人）/年，合计

25.597825万元/年。

25.597825 25.597825 592 2099 1 25.597825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运营体系

建设，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2）

德钦县2023年霞若乡政府所在

地行政村或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霞若乡 霞若村

处理量120T/d，电费3.3726万元/年，

药剂费0.136218万元/年，工人工资

7.2万元（2人）/年，合计10.708818

万元/年。

10.708818 10.708818 409 1433 1 10.708818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运营体系

建设，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3）

德钦县2023年云岭乡政府所在

地行政村或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云岭乡 果念村

处理量120T/d，电费3.3726万元/年，
药剂费0.136218万元/年，工人工资

7.2万元（2人）/年，合计10.708818

万元/年。

10.708818 10.708818 232 1226 1 10.708818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运营体系

建设，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4）

德钦县2023年羊拉乡政府所在

地行政村或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羊拉乡 甲功村

处理量120T/d，电费3.3726万元/年，

药剂费0.136218万元/年，工人工资
7.2万元（2人）/年，合计10.708818

万元/年。

10.708818 10.708818 256 1404 1 10.708818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运营体系

建设，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5）

德钦县2023年佛山乡政府所在

地行政村或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佛山乡 纳古村

处理量120T/d，电费3.3726万元/年，
药剂费0.136218万元/年，工人工资

7.2万元（2人）/年，合计10.708818

万元/年。

10.708818 10.708818 220 886 1 10.708818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运营体系

建设，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6）

德钦县2023年拖顶乡政府所在

地行政村或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拖顶乡 拖顶村

处理量120T/d，电费3.0660万元/年，

药剂费0.131838万元/年，工人工资

7.2万元（2人）/年，合计10.397838
万元/年。

10.397838 10.397838 420 1908 1 10.397838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运营体系

建设，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7）

德钦县2023年拖顶乡金珠嘎尺

社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费
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拖顶乡
金珠嘎

尺社区

处理量80T/d，电费3.77984万元/年，

药剂费0.87892万元/年，工人工资7.2

万元（2人）/年，合计10.067732万元

/年。

10.067732 10.067732 231 1096 1 10.067732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污水运营体系

建设，提升污水收集率达
95%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

3.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16888.9142 16888.9142 18616 75923 48 16888.9142

1
德钦县2023年农村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和处置体系建设项目

1 否 基础设施建设 26 座 德钦县

在全县26个行政村（粗卡通村、洛玉
村、玉杰村、查里桶村、巴美村、石

底村、书松村、夺通村、羊拉村、纳

古村、红坡村、巴东村、普通农村、

月仁村、施坝村、叶央村、鲁瓦村、
斯农村、拖拉村、春多乐村、左力村

、各么茸村、叶日村、溜筒江村、禹

功村、夺松村）新建30m3/d中转站26

座，配备52辆15m3的压缩车及52个压

缩箱体垃圾收处设施。

新建 16000 16000 13604 53549 32 16000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可研和初
步设计的审批和

审查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2
德钦县2023年农村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和处置体系运营项目
16 否 16 座 德钦县

16座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运营，费用

为888.9142万元/年。
888.9142 888.9142 5012 22374 16 888.9142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
德钦县2023年拖顶乡大村生活

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拖顶乡 大村

处理量2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4.2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点

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1.8641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8.5891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24.6532万元/年。

24.6532 24.6532 231 1096 1 24.6532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2）
德钦县2023年拖顶乡拖顶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拖顶乡 拖顶村

处理量5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25.2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

点车辆维修保养费3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40.0886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18.7431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114.0317万元/年。

114.0317 114.0317 420 1908 1 114.0317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3）
德钦县2023年霞若乡霞若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霞若乡 霞若村

处理量6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25.2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

点车辆维修保养费3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31.7445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16.0223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102.9668万元/年。

102.9668 102.9668 409 1433 1 102.9668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4）
德钦县2023年佛山乡纳古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佛山乡 纳古村

处理量3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16.8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

点车辆维修保养费2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48.2399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14.3018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99.3417万元/年。

99.3417 99.3417 220 886 1 99.3417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迪庆州德钦县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项目表 （县住建局）
填报单位：德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表时间：2022年10月13日

序号 项目类别项目名称 项目个数

项目分类 建设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内容（详细填列工程量化指
标）

项目建设
性质（新
建、改建
、扩建、
续建）

补助标准
（有补助
标准的填
列，没有
不填）

项目预算投资（万元）

受益情况

其中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直接用于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
易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情况

项目建设时间计划

绩效目标(有量化的核心
指标）

项目前期工作
开展情况

项目实施
部门

行业主管
部门

备注

是否为产
业项目

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生产
、畜牧生产、林业
改革发展、农村综
合改革、乡村旅游

类项目须）

数量 单位 县 乡 村 组 小  计 财政衔接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业主投资

脱贫村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

入群体
计划开工

时间
计划完工

时间

户数 人数 个数
金额

（万元）
户数 人数

（5）
德钦县2023年云岭乡西当村垃
圾中转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云岭乡 西当村

处理量30m³，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8.4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点

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2.2451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中转站每年

运行电费8.3935万元（0.725元/每

度），合计：29.0386万元/年。

29.0386 29.0386 259 1161 1 29.0386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6）
德钦县2023年奔子栏镇奔子栏

社区生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奔子栏

镇

奔子栏

镇社区

处理量8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16.8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

点车辆维修保养费2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11.2665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23.6422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71.7087万元/年。

71.7087 71.7087 592 2099 1 71.7087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7）
德钦县2023年奔子栏镇达日村
生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奔子栏
镇

达日村

处理量4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8.4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点

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7.3750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14.2840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40.059万元/年。

40.059 40.059 279 1627 1 40.059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8）
德钦县2023年霞若乡石茸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霞若乡 石茸村

处理量2-4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

工资16.8万元/年（3500元/月），每

个点车辆维修保养费2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20.3214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21.5039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78.6253万元/年。

78.6253 78.6253 154 695 1 78.6253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9）
德钦县2023年羊拉乡甲功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羊拉乡 甲功村

处理量2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8.4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点

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10.3733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6.2418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35.0151万元/年。

35.0151 35.0151 256 1404 1 35.0151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0）
德钦县2023年云岭乡果念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云岭乡 果念村

处理量4-6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

工资25.2万元/年（3500元/月），每

个点车辆维修保养费3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45.6184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25.4027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126.2211万元/年。

126.2211 126.2211 232 1226 1 126.2211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1）
德钦县2023年佛山乡江坡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佛山乡 江坡村

处理量2-4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

工资8.4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

点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1.4851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2.9831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22.8682万元/年。

22.8682 22.8682 167 671 1 22.8682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2）
德钦县2023年升平镇阿东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升平镇 阿东村

处理量2-4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

工资8.4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

点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1.2930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9.8250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29.518万元/年。

29.518 29.518 448 2210 1 29.518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3）
德钦县2023年拖顶乡洛沙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拖顶乡 洛沙村

处理量2-4T/d，处理量2-4T/d，清运
车驾驶员及工人工资8.4万元/年

（3500元/月），每个点车辆维修保养

费10万元（10万元/辆），运输车辆油

耗2.6134万元（0.8元/每天每公

里），垃圾处理站每年运行电费

6.8508万元（0.725元/每度），合

计：27.8642万元/年。

27.8642 27.8642 383 1541 1 27.8642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4）
德钦县2023年羊拉乡茂顶村生

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羊拉乡 茂顶村

处理量2T/d，处理量2-4T/d，清运车

驾驶员及工人工资8.4万元/年（3500

元/月），每个点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

元（10万元/辆），运输车辆油耗

2.1319万元（0.8元/每天每公里），

垃圾处理站每年运行电费8.3935万元

（0.725元/每度），合计：28.9254万
元/年。

28.9254 28.9254 322 1888 1 28.9254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5）
德钦县2023年拖顶乡金珠嘎尺

社区生活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拖顶乡

金珠嘎

尺社区

处理量2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8.4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点

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2.2451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8.3935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29.0386万元/年。

29.0386 29.0386 231 1096 1 29.0386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16）
德钦县2023年霞若乡集镇生活

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
1 否 1 座 德钦县 霞若乡 霞若村

处理量2T/d，清运车驾驶员及工人工

资8.4万元/年（3500元/月），每个点

车辆维修保养费10万元（10万元
/辆），运输车辆油耗2.2451万元

（0.8元/每天每公里），垃圾处理站

每年运行电费8.3935万元（0.725元/

每度），合计：29.0386万元/年。

29.0386 29.0386 409 1433 1 29.0386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完善集转运和处置

体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率达98%以上，垃圾

处理率达90%以上。

已完成运营费用

的测算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

六、乡村公共服务工程

七、巩固脱贫成果工程

（一）住房安全项目 28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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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项目名称 项目个数

项目分类 建设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内容（详细填列工程量化指
标）

项目建设
性质（新
建、改建
、扩建、
续建）

补助标准
（有补助
标准的填
列，没有
不填）

项目预算投资（万元）

受益情况

其中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直接用于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
易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情况

项目建设时间计划

绩效目标(有量化的核心
指标）

项目前期工作
开展情况

项目实施
部门

行业主管
部门

备注

是否为产
业项目

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生产
、畜牧生产、林业
改革发展、农村综
合改革、乡村旅游

类项目须）

数量 单位 县 乡 村 组 小  计 财政衔接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业主投资

脱贫村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

入群体
计划开工

时间
计划完工

时间

户数 人数 个数
金额

（万元）
户数 人数

1
德钦县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及

农房抗震改造项目
1 否 农村危房改造 2000 户 德钦县

对我县因灾新增的危房和农房抗震性

能较低的农户进行危房改造和抗震改
造2000户。

改建
户均1.4万

元
2800 2800 2000 8345 32 2000 2023年 2023年底

进一步提升农房抗震性能

、完善住房基本使用功
能，确保全县2000户农房

抗震性能达到8度抗震设

防标准，且提升居家环境

。

正在开展农房抗

震改造的入户核
查工作。

德钦县住建

局

德钦县住建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