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

养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 2021 年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保障“菜篮子”有效供给和价格稳定，解决制约我县现

代畜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瓶颈，不断提升我县畜牧业发展水

平，全面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按照《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关于

印发 2021 年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

知》（甘牧医函〔2021〕134 号）精神，结合我县畜牧业发展实

际情况，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项目实施概况

1、项目区基本情况及畜牧业发展现状

和政县隶属甘肃省临夏州，位于北纬 24.85″-35°20′，

东经 23.23″-103°17′。全县总面积 960 平方公里，总人口

24.48 万，和政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地带，全县耕地

面积 37.54 万亩，农产品资源主要有小麦、玉米、蚕豆、油菜、

洋芋、中药材等。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全县有草场面积 52.82 万

亩，可供利用的面积 47.74 万亩。近年来，和政县畜牧业发展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方向，以推进乡村振兴、

提升畜牧产业竞争力、助推脱贫攻坚为目标，大力发展肉牛产业

和“五小”产业。截止目前，全县牛存栏 7.44 万头，出栏 4.31

万头，羊存栏 30.52 万只，出栏 27.45 万只，肉蛋奶产量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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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0 吨、900 吨、700 吨。

2、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规划布局

根据《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 2021 年现代畜牧业标准

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甘牧医函〔2021〕134

号）精神要求。以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

度融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为核心，紧扣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畜牧业转型升级战略，充分发挥区域优

势和地方特色，着力健全完善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增强种畜

禽生产能力，提升畜禽养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推动特色优势

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全县畜牧产业发展和农业整体效益夯实

坚实基础。

本项目选择在和政县盛泽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实施，该项

目完成后，每年可出栏良种肉牛 700 头，并通过项目实施，带动

和政县肉牛养殖及畜牧业的发展，让肉牛产业成为本县经济发展

和农民增收的一项支柱产业。

二、项目实施内容

1、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1）项目计划引进良种西门塔尔基础母牛（12 月龄以上）

90 头、西门塔尔公牛（12 月龄以上）10 头，合计 100 头；

（2）改造粉刷维修 12 栋牛舍外墙（场区台阶下 12 栋）面

积 6096 平方米。

（3）场区道路路面硬化 212 ㎡（宽 4 米，长 53 米），位于

养殖区 2 号牛舍前。



2、项目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期限 6 个月，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制定良种

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引进和牛舍外墙、及场区道路改修建施工计

划，确定承接项目主体；第二阶段组织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公牛

的引进，开展牛舍外墙、及场区道路施工；第三阶段完成项目建

设目标，准备项目验收。

3、补助方式及验收方式

项目待州上批复后，先给实施主体预付 30%的补助资金；待

实施主体完成项目建设内容，县级初验合格后，拨付 50%的项目

补助资金；待州级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 20%的项目补助资金。

实施主体完成所有建设内容，搜集整理建设（采购）合同、

发票、资金支出凭证、建设期间照片、项目总结、资金申请报告

等各类项目资料并装订成册，县农业农村局组成项目验收组，通

过查看资料、实地查看等方式进行项目验收，验收合格后进行公

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

三、预期效益

1、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通过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引进和厂区设施改善，

预计每年出栏良种肉牛 700 头，按当地市场行情计算，除去成本

后每头纯收入可以达到 3000 元，项目共计新增纯利润 210 万元。

2、社会效益

该项目实施完成后，每年将会向市场增加 700 头优质肉牛，

不但可以带动本县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发展，还会为



地方财政增加税收，增加农村就业能力；项目辐射带动周边群众

发展养牛业及种植业，有利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致富步伐，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推广示范，

以点带面，对我县养殖业发展和农民脱贫增收意义深远。

四、项目组织及保障措施

1、项目组织

1.1 项目申报方式

项目严格按照《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 2021 年现代畜

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要求，和政县

农业农村局通过实地考察、审核汇总等方式，择优筛选组织项目

申报。

1.2 项目管理

项目建设由和政县盛泽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为了保

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政县农业农村局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

组，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组织协调，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

题，建立项目建设管理目标责任制，明确分工与职责，任务落实

到人，及时对项目实施情况跟踪监督检查；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

严格贯彻执行农业工程项目建设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实行

资金专账专人管理、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接

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1.3 绩效考核方案

项目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按照《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财农[2018]41 号）要求，严格绩效考评，强化资金监管，



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规范运行，确保项目有序、合规实施。计

划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绩效考核工作。

2、保障措施

2.1 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县农业农村局成立了项目实施领导

小组，加强项目协调管理，明确目标责任，完善制度建设，创新

工作方法，强化督导督查，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有利于推动

工作向纵深发展的舆论氛围和工作环境，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2.2 落实扶持政策，加大技术支持。

加大落实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充分发挥畜牧养殖技

术资源，加强技术指导服务，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品推介

活动，提升产品品牌知名度，积极拓展州外、省外市场，扩大外

销数量，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实现以销促产，实

现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2.3 资金投入保障

项目批复后，积极筹措自筹资金。在资金使用上，实行专款

专用，把有限的资金充分用于项目建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接受

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2.4 考核奖励措施

将产业项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项目成员年度工作绩效

考评的重要内容，成立考评组织机构，对项目管理情况和实施情

况进行自评和综合评定，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奖励工作突出的项

目成员。



附件：1.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

目领导小组名单；

2.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

目技术指导小组名单

3.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

目投资概算表；

4.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

目汇总表。



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
设项目领导小组

根据《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 2021 年现代畜牧业标准

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决定成立和政县现代

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如下：

组 长：马彦伟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戚 岗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马学明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股长

钟世雄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高级兽医师

马秀兰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高级兽医师

杨 梅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高级兽医师

虎瑞鹤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畜牧师

刘珊珊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师

马永华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师

马振华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兽医师

曹慧娟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助理兽医师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畜牧股，马

学明等同志为工作人员，负责该项目的日常工作。



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
设项目技术指导小组名单

组 长：马学明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股长

副组长：钟世雄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高级兽医师

成 员：马秀兰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高级兽医师

杨 梅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高级兽医师

虎瑞鹤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畜牧师

刘珊珊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师

马永华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师

马振华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兽医师

曹慧娟 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助理兽医师



附表 1

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投资概算表

建设主

体
建设内容 性质 单位 规模 单位 （万元）

投资构成（万元）

概算总投资
发展

资金

市县

配套
整合资金 自筹

比例

良种基础
母牛

引进 头
12 月龄以上

90 头
2.4 216 85 131

良种基础
公牛

引进 头
12 月龄以上

10 头
2.5 25 15 10

墙体粉刷 改建 平方米 6096 0.003 18.288 0 18.288

场地硬化 新建 平方 212 0.011 2.332 0 2.332

合计 261.62 100 1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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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1 年和政县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和政县农业农村局 填报日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

县

（区）

项目

类型
承担单位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法人

代表
联系电话

投资构成（万元）

总投资
省级

资金

市县

配套
自筹

和政

县

一、畜禽种质资源保护

二、种畜禽场的标准化建设

肉牛

养殖

和政县农业农

村局

和政县盛泽农

牧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项目计划计划引进良种西门塔

尔基础母牛 27 头（12 龄以上，

每头约 2.4 万元）

马学

辉
13993008669 64.8 25 39.8

三、畜禽养殖标准示范场奖补

四、标准化规模养殖生产基地建设

肉牛

养殖

和政县农业农村

局

和政县盛泽农

牧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项目计划计划引进良种西门塔

尔基础母牛 63 头（12 龄以上，

每头约 2.4 万元）；引进西门塔

尔种公牛 10 头（12 龄以上，每

头约 2.5 万元）；改造粉刷 12

栋牛舍外墙 6096㎡，场区道路

水泥路面铺设改造 212 ㎡。

马学

辉
13993008669 196.82 75 121.82

合计 261.62 100 161.62

备注：市（州）项目负责人： 电话：

和政县项目负责人：马彦伟 电话：13519009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