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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编制方案

第一章 总体情况

1.1 申报村概况

1.1.1 整体情况

大台村位于沙河市西部深山区，属沙河市蝉房乡，南接柴关乡。

距沙河市市区 50 公里，全村共 118 户，人口 430 人，常住人口 410

人。土地面积 4800 亩，该村地势复杂，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作

物有苹果、板栗。村支部书记兼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李矿生，

1982 年 1 月出生，大专学历，自 2017 年 12 月担任支部书记至今。

1.1.2 该村目前村集体所有土地等资源。村集体所有荒山面积

4000 亩。

1.1.3 该村目前经营性资产情况。村集体主要经营资产为板栗

坡和苹果园。

1.1.4 该村近三年集体收入，每年主要来源为果园承包费，

2018 收入 15000 元，支出 12000 元，结余 3000 元。

1.1.5 该村村级财务管理在蝉房乡镇村财乡管。

1.1.6 该村不是2016年-2018年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

点。

1.1.7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展情况。

该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耕地全部确权到户。

1.2 申报村党建情况

1.2.1 村党组织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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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村党组织村两委班子配备齐全完善，具有较强的工作能

力、战斗力、凝聚力和积极性。能第一时间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

务和目标。目前有党员 25 名，入党积极分子 2 名，预备党员 1 名，

村委 3 名，村民代表 10 名。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矿生 大专学历 38 岁

副主任： 胡四虎 初中学历 54 岁

村委委员： 李正有 高中学历 61 岁

村委委员： 徐国有 高中学历 39 岁

1.3 申报项目概况

1.3.1 项目名称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蝉房乡大台果品仓储库

1.3.2 项目地址

项目拟定于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蝉房乡大台村，北纬 36°96′，

东经 1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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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建设规模

本项目建设果品仓储库一座，长 17 米，宽 10 米，总面积 170

平方米，容量 240 吨。

1.3.4 总投资额及资金来源

总投资额 56 万元，集体投资 50 万，自筹 6 万。

1.4 项目建设背景及优势

1.4.1 项目建设背景

大台苹果园总面积 800 亩，板栗园总面积 600 亩，产量较大。

现在是沙河市苹果示范基地，本村居民主要靠苹果种植收入，大台

苹果，果品质量好,远销全国，影响到周边村都投入种植之中，随

着社会发展，现在有果农筹备做淘宝网上营销，进行全年度销售，

但苹果和板栗成熟初期，量大价格低。建立果品仓储库可以带动和

促进当地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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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项目建设优势

大台村苹果年产 100 余万斤，板栗年产 20 余万斤，且储存不

方便，急需建设果品仓储库，以解决村民林果业储藏问题。大台苹

果园总面积 800 亩，板栗园总面积 600 亩，产量较大。石岩沟、小

台、王茜等附近十几个村林果业已有一定规模，经过果品仓储库储

藏后，即使在寒冷，酷暑的季节，它也可以在新鲜状态下进行保管。

能够更好的确保物品自身的质量，可以通过对仓库储存条件的控

制，从而为物品的保存提供更好的条件，大大延长物品的储存时间，

还可以为消费者们提供很多的反季节食物。在行情好时出售，可实

现利益最大化，提高村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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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规划及建设方案

2.1 规划原则

1、坚持集体所有。坚守不改变村集体产权性质、不损害村集

体利益、不损害农民利益“三条底线”，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确保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本村所有成员。

2、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

持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在政策

引导、规划引领、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作用。

3、坚持村为主导。充分发挥村集体的主导和农民的主体作用，

运用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把集体增实力、农民

增收益和产业增效益有机统一，调动村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实现

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双赢。

2.2 项目规划方案

2.2.1 村集体拟发展的经济类型

大台村村集体拟发展的经济类型为仓储业。

2.2.2 项目规划详细方案

1、该项目拆除旧鸡场，建设一座 240 吨的果品仓储库，用地

性质为建设用地。项目建设遵循“合理和集约用地”的原则。

2、严格按照果品仓储库工程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总平面

设计。并结合当地情况，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总平面布置力

争做到经济、合理，紧凑；尽量减少投资、降低造价，并切实注意

节约用地。

3、根据工艺与防火要求，做到合理布局，划分仓储区和生活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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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物、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三者衔接合理，建筑结构完

善，并能满足苹果、板栗质量、卫生等方面的储藏要求。

5、道路布置做到人流物流分流，通畅。道路形成环形，既便

于机动车通行，也便于消防车辆到达各车间。尽量做到交通线路简

洁、流畅。

6、严格按照环保要求，不会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符合

国土和环保部门建设要求。

2.3 项目经营管理机制

该项目是以村集体为主导的建设项目，村集体负责建设及后期

管理，利润全归集体所有。

第三章 项目集体决策议定情况

3.1 村集体成员对项目发展意愿

该项目经村民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审议通过，认为该项目发展

前景较好，效益乐观，可以投资发展。

3.2 村集体决策议定情况

经村民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审议，一致同意该项目。

3.3 项目村所在乡镇决策议定

经蝉房乡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同意该项目。

第四章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4.1 建设期限

建设期限自 2019 年 4 月 10 日动工，到 2019 年 11 月 30 日竣

工。主要完成项目申报、选址、建设、竣工验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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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施进度

项目建设实施进度表

1、项目申报 2019 年 3 月

2、选址、施工前准备、招标 2019 年 4 月

3、土地平整 2019 年 5 月

4、果品仓储库建设，设备引进、安装 2019 年 6-8 月

5、招录员工、人员培训 2019 年 9-10 月中旬

6、场地清理、竣工验收 2019 年 10 月下旬

7、自检自查、迎接上级部门的验收 2019 年 11 月

4.3 项目管理保障措施

1、保障组织领导。项目建设期间由村支部建设成立项目建设

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筹建工作。以确保项目的正常运转。

2、强化资金管理。按照项目管理规定，对项目资金实行专户

储存，专项专用，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支出，实行财务公开。根

据工程进度，及时足额拨付资金，确保各项工程的及时完工。

3、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工程项目要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

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和项目管理制，加强项目的全过

程管理，认真组织实施，努力降低工程造价，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4、建立检查监督制度。项目将严格按照计划、工程、人员、

财务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制定具体的工程检查监督管理办法，联合

有关部门对施工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监督，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4.4 项目采购招标

根据县政府统一要求，面向社会统一公开招标，确定项目建设

单位。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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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项目竣工及验收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竣工验收。

第五章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5.1 项目建设投资估算

果品仓储库项目总投资 56 万元，附建设投资估算表。

建设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投

资

估

算

项目预算明细 预 算 金 额

拆除鸡场 2.04

建设厂房前土地平整 1.2

主体建设 20.91

购置机器设备、安装 23.97

场地硬化 3.3

绿化 1.58

办公区建设 3.0

合计 56

5.2 资金筹措方式和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 56 万元，资金来源：申请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资

金 50 万元，单位自筹 6 万元。

资金筹措及来源表

单位：万元

项目资金筹措

预算筹措渠道 金额

一、财政补助（投入） 50

1、申请专项资金 50

2、乡级财政投入 0

二、村集体单位投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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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行贷款 0

四、其他资金投入 0

预算投资总额 56

第六章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预测

6.1 投资盈利模式

主要作用为村民储存各种林木果实，达到延长销售时间，延长

果品品质，避开销售低谷，使得村民销售收入增多的目的。盈利方

式为果农以重量为单位的存放量、存放时间为收费标准，从而实现

盈利。

6.2 预期收益水平

年利润 7.99 万元，增加村集体收入和村集体资产。

果品仓储库设计占地 170 平方米，容量 240 吨，按市场正常收

益约为 7.99 万元。

6.3 收益分配机制

收取全部归村集体所有，根据村集体经济发展实际，由村民代

表会议研究决定果品仓储库收益具体用途。

6.4 社会效益预测

1、项目建设与运营能够改善当地苹果、板栗销售条件，最大

限度的提升亩产价值，最大程度的增加效益。建设建全苹果、板栗

产业的附加设施，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 1200 元，农村闲散

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2、项目建成后，可进一步延长当地苹果、板栗深加工的产业

链，带动当地农民改进农作物品种，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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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督

7.1 建立经营与监督分离的监督管理机制，蝉房乡大台果品仓

储库为主体经营，村支部为监督管理部门。

7.2 建立监督小组，村党支部书记李矿生任监督小组组长，村

干部及村民代表任监督成员。

7.3 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由蝉房乡大台果品仓

储库负责人在村支部公开公布各项项目费用明细。

7.4 实行村财乡管制度、会计委托代理制度，由村支部会计监

管蝉房乡大台果品仓储库财务，并委托其管理建设项目的资金。

第八章 其他

争取上级扶助资金，并聘请专业人士进行经营管理。



11



12



13



1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