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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府办字〔2022〕21号

关于印发宁都县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属、驻县各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宁都县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工

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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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关于“创建‘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精神，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现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好农村路”及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

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根据省、

市关于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有关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三大战略、八大行动”，咬定“作

示范、勇争先”的目标要求，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

面提升农村公路通行状况，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为开创宁都“产业强、城乡美、百姓富、风气正”

新局面奠定坚实基础。

二、总体目标

围绕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总目标，加

快构建“畅通安全、管养高效、服务优良、美丽文明”的农村交

通运输体系，健全完善体系完备、运转高效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机制，加快推动农村公路由注重连通向提升质量转变，由适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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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向引领发展转变，由实施达标向创先争优转变。计划自 2022

年起用三年时间改造农村公路 1000 公里（其中 2022 年实施 300

公里、2023 年实施 300 公里、2024 年实施 400 公里），2023 年

创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2024 年创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的目标。

（一）“建好”农村公路。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着力打造内

畅外联的农村交通网络，到 2024 年底，县域公路网基本完善，

路网结构明显改善，全县 100%乡镇、AAA 级以上旅游景点建设三

级及以上等级公路，县道三级及以上等级公路比率达 70%以上，

实现 60%以上的行政村有一条双车道四级公路通往乡镇政府所

在地，同步推进特色小镇、乡村旅游点及重要示范基地道路建设，

全面完成库内危桥改造，基本完成农村公路隐患路段安全整治。

（二）“管好”农村公路。按照依法治路的总要求，着力加

强公路治超和路政管理，有效保护农村公路路产路权，形成县、

乡、村三级管理网络，加大路域环境整治，打造“畅、安、舒、

美、绿”的通行环境。到 2024 年底，县、乡明确农村公路管理

机构和人员达 100％，机构和人员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达

100％。

（三）“护好”农村公路。科学养护农村公路，促进农村公

路可持续发展。到 2024 年底，农村公路经常性养护率达 100％，

优、良、中公路比例不低于 75％，路面技术状况指数逐年提升，

农村公路 “文明示范路”创建里程达 500 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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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营好”农村公路。完善农村客运和物流基础设施，

统筹运营好农村公路，到 2024 年底，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水平

达到 AAAA 级，基本建成覆盖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

三、重点任务

（一）建设好农村公路，提升路网服务水平

紧密结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示范路串联示范村、旅

游景点、产业带，打通出境通道、实现高标准示范路联通的县域

南北双循环大通道和若干个局部小循环通道，做好“交通+产业、

交通+旅游”文章，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1.实施县道改造 230 公里。围绕“十四五”末县道达三级以

上公路比例达到70%以上目标，计划用3年时间实施县道改造 230

公里。2022 年新开工县道升级改造项目 103 公里（含 PPP 项目

52 公里、升级改造 34 公里、路面改造 17 公里）；2023 年新开工

县道升级改造项目 73 公里；2024 年新开工县道升级改造项目 54

公里。确保 2023 年底前县道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 50%以上、

2024 年底前达 60%以上。（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文广新旅局、县水利局、县林业

局、赣州市宁都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县行政审批局、县永生农投集团公司、相关杆线单位，各乡镇

人民政府）

2.实施乡村道改造 770 公里。围绕“十四五”末行政村通双

车道公路比例达到 60%以上目标。计划用 3 年时间实施乡村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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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770 公里。其中 2022 年完成 197 公里（含安防、路域环境整

治及破损路面修复项目）；2023 年完成 227 公里；2024 年完成

346公里。乡村道改造项目主要实施通行政村公路双车道拓宽、

乡村振兴示范点公路提升和产业路、旅游路项目建设，确保 2024

年底，我县通行政村公路双车道比例达到 70%以上。建立乡村道

改造项目库，优先支持群众愿望迫切、受益面广及项目设计、征

地拆迁等前期工作进展较快的项目。（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

府，县交通运输局、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

文广新旅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局、赣州市宁都生态环境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行政审批局、县永生农投集

团公司、相关杆线单位）

3.实施危桥改造和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对库内未完工危桥实

行清零行动，新增危桥及时改造；对一些边远山区、公路建设时

间较久、随坡就弯、临涯临水、安全隐患大的农村公路实施生命

安全的防护工程，消除交通安全隐患。（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

政府，县交通运输局、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

县水利局、县林业局、赣州市宁都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乡村振兴局、县行政审批局、县永生农投集团公司）

（二）管理好农村公路，着力促进提质增效

1.健全完善管理机构。建立事权与责任相适应的农村公路管

理机构，加强县级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建设，配备相应技术管理人

员；建立健全乡镇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建立各建制村村道管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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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机构，形成县、乡、村三级农村公路管理网络，做到有组织机

构、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管理经费、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及办

公设施。（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

府）

2.着力保护路产路权。建立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有

护路员、社会有信息员的县乡村路产路权保护工作队伍，对破坏

路产路权行为进行及时制止、报告。加强对农村公路超限超载车

辆整治，大力查处超限运输及各类破坏、损坏农村公路设施等违

法行为。制定完善爱路护路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并在醒目位

置设立公示栏。（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交管大队，各乡

镇人民政府）

3.大力改善路域环境。加大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大力开展农

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全面清理公路用地红线范围内的乱堆乱

放、占道堆放及非公路标志等，确保穿村路段无乱堆乱放和公路

上无集贸市场、摆摊设点、打场晒粮等现象，公路控制区内无违

法建筑，全县农村公路交通安全畅通，路面整洁、无杂物，边沟

排水通畅、无淤积、堵塞。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备条件的

农村公路实施路田分家、路宅分家，扎实推进美丽农村公路建设。

（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管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养护好农村公路，切实保障安全畅通

1.建立健全养护机制。建立“县道县管，乡村道乡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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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组织实施”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制，逐步形成“县为主体、

行业指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农村公路养护格局。充分发

挥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的作用，把农村公路养护与农村综合

整治和“五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做到机构、人员、职责、资

金“四落实”，切实提高养护成效。（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2.创建养护示范公路。所有农村公路严格按照路基稳定无垮

塌、路面平整无坑槽、路沿整洁无遮挡、桥涵通畅无淤塞、路产

完好无损毁、环境优美无垃圾、路面通畅无堆占、控区严管无搭

建的“八无”标准进行养护。同时，各乡镇至少要选择境内 2

条以上农村公路打造为养护精品示范公路，充分发挥精品示范公

路的典型引领作用，着力推升辖区内农村公路养护水平。（责任

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保障公路养护成效。制定宁都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

将农村公路养护作为重要工作列入乡镇年度综合考核，确保养护

成效；建立养护质量与计量支付相挂钩的工作机制，每季度对农

村公路养护情况进行督查考核，根据各乡镇考核结果发放养护资

金；加强农村公路监管，确保县乡道路养护全覆盖，做到有路必

养，养必到位。（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运营好农村公路，大力提升服务水平

1.完善农村公路场站。加快推进乡镇综合客运站建设，建设

一批集客运、养护、物流、快递、农村电商于一体的村级交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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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站。新建或改扩建农村公路时，将农村客运候车亭或招呼站纳

入公路设计范围，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责任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

县住建局、县行政审批局、县永生农投集团公司）

2.有序推进城乡公交。坚持把“运营好”作为“四好农村路”

建设的落脚点，进一步打通城乡双向流通的堵点、断点，实施农

村客运由“走得了”向“走得好”转变，巩固建制村通客车成效，

确保城乡客运开得通、留得住。持续提升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

展水平，大力推行城乡客运公交化改造，有序推进城市公交线路

向乡村延伸，开展镇村公交试点工作。努力实现城乡道路客运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村群众提供安全、经济、便捷的出行服

务。（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城投集团公司，各乡镇人民

政府）

3.严格农村客运班线审核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交通、

公安、交管、公路、应急管理等部门和所涉乡镇政府协同参与的

农村客运班线联合审核机制。对新增农村客运班线，严格对照规

则进行审核，科学合理确定客车车型、站点设置、通行时段和运

行限速等要求。加快淘汰老旧农村客运车辆，全面提升客车性能。

强化司乘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服务意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服务

水平。（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交管大队、县

应急管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4.大力发展农村物流。以农村交通服务站为平台，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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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电商”、“交通+快递”融合发展，大力推进县、乡、村三

级物流站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

系。积极推进客运班车发展小件快运服务，按照“多站合一、资

源共享”的模式，推广货运班线、客运班车代运邮件等农村物流

组织模式，实现农村货运由“运得了”向“运得畅”转变，农村

快递向“下到乡”向“进到村”转变。（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

局、县商务局、县邮政公司、县供销社，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2 年 3 月-5 月）

对标示范县创建工作要求，从“建、管、养、运”四个方面

对全县农村公路进行全面细致的排查，找出短板、弱项，制定切

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开展一次 “四好农村路”创建专题宣传活

动，开展一次业务培训，统一创建思想认识，明确创建标准及要

求，提高创建成效。

（二）集中创建阶段（2022 年 6 月-2023 年 11 月）

针对目标任务积极有序推进实施，各责任单位要增强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措施，确保创建质量。

同时，要加强督查调度，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

努力实现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总体要求。

（三）自查迎检阶段（2023 年 12 月）

对照《江西省“四好农村路”督导考评实施细则》进行自查

自纠，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完善；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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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形成经验示范文件，并向上级部门提

出验收申请，认真总结创建经验，形成完善资料，迎接检查验收。

五、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创建工作的统一部署和重大事项的协调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县直相关部门和

各乡镇要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分解工作任务，细化建

设目标，充实工作力量，落实资金、人员等保障措施，全力做好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四好农村路”

创建各项工作目标。

（二）加强项目监管。一是明确技术标准。县道升级改造

项目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不大于 7.5米，路面宽不大于

6.5米；通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公路改造项目路基宽不大于 6.5

米，路面宽不大于 6.0米；通组公路项目路面宽度不大于 4.5

米，路基宽度不大于 5.5 米，路面一般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严

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到绿化、水沟、边坡防护、标志标识

标线以及生命安全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验收投入使用；乡、村旅游道路同步实施绿化等景观工程。二

是规范建设程序。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规范项目建设程序，实行

“七公开”制度（对建设计划、补助政策、招投标、施工管理、

质量监管、资金使用、工程验收的相关信息进行公开），确保所

有建设项目的用地、环评等前置性条件及立项、设计、工程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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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建设、交（竣）工、审计决算等程序规范有序。三是严格日

常管理。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强化对项目建设管理，着力保障

建设质量。坚持 “六个一”推进机制，推行“三单一函一通报”

制度，压实责任、加强调度，全力以赴破解项目建设要素瓶颈，

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县交通运输局负责项目

建设质量监管，对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实行监管全覆盖。

（三）落实资金保障。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局、

县乡村振兴局、县永生农投集团公司等相关部门及各乡镇要在争

资争项工作上下功夫，多渠道、全方位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补助

资金的争取力度。重点争取农村公路建设政策性融资，统筹整合

涉农资金，探索建立道路建设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鼓励企业和

个人捐款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补偿

费县道改造项目按补偿标准予以补偿，由乡镇具体负责征地拆迁

工作，乡村道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由乡镇自筹解决；建设资

金除上级补助外，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配套解决。将农村道路

建设、养护管理经费和农村客运班线补贴纳入县财政预算，建立

以财政资金为主，多渠道筹措为辅的资金保障机制。根据《江西

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赣府厅字〔2020〕

41 号)，县财政按照不低于每年每公里县道 8000 元、乡道 4000

元、村道 2400 元的标准足额落实日常养护资金；为确保农村客

运班线能够持续稳定运营，县财政实行运营补贴。

（四）强化督查考核。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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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由领导小组督办解决；其他事项由项目责任领导督办，

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协调、指导及跟踪督导，推进项目建设进

度。我县把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列入各责任单位年度高

质量发展考核，加大对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考核力度，对组织不

力、工作滞后并影响道路建设的给予通报批评，确保工作责任落

实到项目建设的每个环节，圆满完成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

建任务。

附件：1.宁都县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工作任务表

2.宁都县 2022 年“四好农村路”实施项目一览表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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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都县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工作任务表
工作

目标

序

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及要求 备注

工作事项 具体内容

“建设

好”

1
实施县道改造 230

公里

改造县道 230 公里，其中 2022 年新开工县道改造

项目 103 公里（含 PPP 项目 52 公里、升级改造 34

公里、路面改造 17公里），2023 年新开工县道改

造项目 73 公里，2024 年新开工县道改造 54 公里。

县交通运

输局

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文广新旅局、

县水利局、县林业局、赣州市宁都生态环境局、县农业

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行政审批局、县永生农投集

团公司、相关杆线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022 年开工项目于 2023

年 11 月前完工，2023 年

开工项目2024年 11月前

完工，2024 年开工项目

2025 年 11 月前完工。

2
乡村道改造 770 公

里

按四级公路标准建设，主要实施通行政村公路双

车道拓宽、乡村振兴示范点公路提升、产业路、

旅游路等乡村道建设 770 公里，其中 2022 年完成

197 公里、2023 年完成 227 公里、2024 年完成 346

公里。

各乡镇人

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

县文广新旅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局、赣州市宁都生态

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行政审批局、

县永生农投集团公司、相关杆线单位。

2022 年开工项目于 2023

年 11 月前完工，2023 年

开工项目2024年 11月前

完工，2024 年开工项目

2025 年 11 月前完工。

3
危桥改造和生命安

全防护工程

对库内未完工危桥实行清零行动，新增危桥及时

改造；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治理。

各乡镇人

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

县水利局、县林业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乡村振兴局、县行政审批局、县永生农投集团公司、

相关杆线单位。

2023 年 11 月前完工

“管理

好”

1 明确主体责任

明确县交通运输局县道的管养主体责任，乡村道

乡镇人民政府的管养主体责任，乡镇管理机构健

全，分管领导、责任人员和职责分工明确，有固

定的办公场所，管理制度上墙。

且交通运

输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4月底前各乡镇

制定好养护管理实施方

案、示范路实施方案、考

核方案。

2
健全管理机构、落

实人员经费

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将县、乡公

路管理机构纳入县财政预算，落实县、乡两级交

通管理站人员和工作经费

县交通运

输局
县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9月前落实县乡

村三级公路管理人员及

工作经费。

3 保护路产路权
整治和查处违法超限运输及各类破坏、损坏农村

公路设施等行为。

县交通运

输局
县交管大队，各乡镇人民政府。 长期治理

4 整治路域环境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农村公路路域

环境整治。由交通运输局、各乡镇按照养护管理

与辖区范围共同做好路域环境整治工作。重点清

理占道堆放、违规广告牌、杂物等。

县交通运

输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长期治理

5 完善村规民约
各乡镇、各行政村制定爱路护路的乡规民约、村

规民约，营造村民管养为主的氛围。

各乡镇人

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2023 年 9 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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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目标

序

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及要求 备注

工作事项 具体内容

“养护

好”

1 建立养护机制

建立“县道县管，乡村道乡管、行政村组织实施”

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制，逐步形成“县为主体、

行业指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农村公路养

护格局。

县交通运

输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5月前

2 打造精品示范路
各乡镇必须选择2条以上农村公路为精品示范路，

重点进行养护管理。

县交通运

输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11 月前完成示范

路创建工作。

3 保障养护资金

建立以县财政投入为主，乡镇为铺的农村公路养

护资金保障机制；县财政按照不低于每年每公里

县道 8000 元、乡道 4000 元、村道 2400 元的标准

足额落实日常养护资金。

县财政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交通运输局。
将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

金列入县财政年度预算

4 确保养护成效 建立养护质量与计量支付相挂钩的工作机制。
县交通运

输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每季度进行养护检查，确

保等级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经常性养护率达到

100%，路面技术状况指数

（PQI）逐年上升，其中

示范路优良率达 100%，其

他公路优良率达 90%。

“运营

好”

1
农村交通服务站建

设

加快推进乡镇综合客运站建设；建设一批集客运、

养护、物流、快递、农村电商于一体的村级交通

服务站，建设农村公路候车亭。

各相关乡

（镇）人

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

县行政审批局、县永生农投集团公司。

1、四好农村路示范路的

交通服务站于 2023 年 10

月底完工；2、其它项目

于 2024 年 12 月前完工

2 发展城乡公交

持续提升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水平，大力推

行城乡客运公交化改造，有序推进城市公交线路

向乡村延伸，开展镇村公交试点工作。

县交通运

输局
县城投集团公司，各乡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12 月底前

3 加强联合审核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交通、公安、交管、公路、

应急管理和涉及乡镇政府等部门协同参与的农村

客运班线联合审核机制。

县交通运

输局

县公安局、县交管大队、县应急管理局，各乡镇人民政

府。
2022 年 9 月底前完成

4 建立补贴机制 将农村客运车辆运营纳入财政预算并配套补贴 县财政局 县交通运输局。 2022 年 12 月底前

5 打造农村物流

以交通服务站为平台，与邮政管理局的邮乐购项

目相结合，推进“交通+电商”、“交通+快递”，

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县交通运

输局
县商务局、县邮政公司、县供销社，各乡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11 月底前

综合考

评
1 督查考核评价

建立日常考核督查工作机制，实行每月一督查，

每月一通报。并将“四好农村路”建设纳入县委、

县政府对乡镇政府的高质量发展考核。

县政府办 县交通运输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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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都县 2022 年“四好农村路”实施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路线

编码

建设规模

（公路公

里、桥长米）

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性质 进展情况

资金情况（万元）

备注
估算投资

上级

补助
资金缺口 资金来源

一 省大中型项目 15.35 78260 11880 66380

1
S448 宁都城区段公路改建

工程
S448 14.85

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25.5 米，沥青混

凝土路面
新建

完成 PPP 项目资格预审，完成

招标文件编制
72260 11880 60380 PPP 交通强国试点项目

2
G236 与龙溪路交叉口立交

改造
G236 0.5 G236 与龙溪路交叉口立交改造 新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4000 0 4000 县财政 交通强国试点项目

3 智慧交通建设 国省道及农村公路智慧化建设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000 0 2000 县财政 交通强国试点项目

二 县级重点调度项目 205.4 86846 11718 75128

1 真君堂-黄石 X387 17.6
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7.5 米，水泥混

凝土路面宽 6.5 米
改扩建

完成 PPP 项目资格预审，完成

招标文件编制
13056 1892 11164 PPP

2 南团-下潮 X383 10.7
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7.5 米，沥青混

凝土路面宽 6.5 米
改扩建

完成 PPP 项目资格预审，完成

招标文件编制
14145 1177 12968 PPP

3 汇源大布-钓峰 X385 14.2
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7.5 米，沥青混

凝土路面宽 6.5 米
改扩建

完成 PPP 项目资格预审，完成

招标文件编制
14677 1562 13115 PPP

4 大沽-丝茅坪 X910 10
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7.5 米，沥青混

凝土路面宽 6.5 米
改扩建

完成 PPP 项目资格预审，完成

招标文件编制
9224 1100 8124 PPP

5 西布烟-安福 X384 9.6
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7.5 米，沥青混

凝土路面宽 6.5 米
改扩建 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 5760 1440 4320 财政筹资 未通三级公路乡镇（示范路）

6 阳都-蒙坊 X381 13.9
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7.5 米，沥青混

凝土路面宽 6.5 米
改扩建 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 8340 2085 6255 财政筹资

连接黄石、赖村的重要通道（示范

路）

7 招江-湛田 X386 10
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7.5 米，沥青混

凝土路面宽 6.5 米
改扩建 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 6000 1500 4500 财政筹资 湛田乡重要出境公路（示范路）

8 田埠-固厚 X821 10.2 路面改造，完善安防、水沟等 路面改造 完成施工图设计 1326 408 918 财政筹资 路况差，群众反映最强烈（示范路）

9 老屋场-田埠 X822 6.5 路面改造，完善安防、水沟等 路面改造 完成施工图设计 845 260 585 财政筹资 路况差，群众反映最强烈（示范路）

10 麻田-徐会 5
按四级公路双车道标准建设，路基宽 6.5 米，

沥青混凝土路面宽 6.0 米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1300 1300 财政筹资 连接洛口、小布通道（示范路）

11 谢村-洋垄-莲子 6.7
按四级公路双车道标准建设，路基宽 6.5 米，

沥青混凝土路面宽 6.0 米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1340 96 1244 财政筹资

连接青塘、赖村的便捷通道（示范

路）

12
青塘镇青年小镇道路项目

（含梅江镇黄贯村）
19.9 路面改造、安善安防设施等 改扩建 已开工 2970 0 2970 财政筹资 乡村振兴示范镇（示范路）

13 赖村镇莲子村示范点 31.5 新建主干道 12 公里，路面拓宽改造 19.5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970 0 2970 财政筹资 乡村振兴县级重点示范点（示范路）

14 长胜镇法沙村示范点 2.3 0.458 公里路面重建，1.792 公里路面改造， 改扩建 已完工 290 29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县级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5 竹笮乡新街村示范点 15.7 路面改造 2.3 公里，新建 13 公里 改扩建 已完工 2.3 公里 2338 2338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县级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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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路线

编码

建设规模

（公路公

里、桥长米）

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性质 进展情况

资金情况（万元）

备注
估算投资

上级

补助
资金缺口 资金来源

16 竹笮乡松湖村示范点 5
通村主干道2.3公里双车道改造，路面改造2.3

公里，新建 0.4 公里
改扩建

通村主干道 2.3 公里已完成施

工图设计
580 138 442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县级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7 固厚乡固厚村示范点 4 新建 0.5 公里，路面改造 3.5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655 655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县级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8 洛口镇员布村示范点 1.1 路面改造 1.1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55 55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县级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9 会同乡鹧鸪村示范点 5.4
富家窑至桐口路面拓宽改造 1.9 公里，新建脐

橙基地道路 3.5 公里，宽 3.5 米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495 495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县级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20 湛田乡李村村示范点 5.1
X386 改造 1.1 公里，宽 6.5 米；村内主干道路

面改造 4 公里，宽 3.5 米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20 22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县级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21 大沽乡阳霁村示范点 1 拓宽改造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60 60 20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县级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三 其他乡村道改造项目 41.1 5797 768 5029

1 对坊乡均田村示范点 3 路面改造 1.7 公里，新建 1.3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593 593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2 长胜镇黄岗村示范点 4.5 新建、改扩建 4.5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675 675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3 田头镇渡头村示范点 1.5 拓宽改造 1.5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75 75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4 固村镇流坊村示范点 3.2 路面改造 3.2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24 224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5 黄石镇山梓村示范点 2.2 路面改造 2.2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132 132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6 安福乡马迹村示范点 0.5 新建道路 0.5 公里，新建桥梁 32 米 新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90 29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7 蔡江乡罗坑村示范点 3.7 通行政村公路双车道拓宽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740 222 518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8 黄陂镇王布村示范点 1.4 路面改造 1.5 公里，宽 5米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75 75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9 小布镇小布村示范点 1 路面改造 1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50 5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0 肖田乡带源村示范点 1 路面改造 1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50 5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1 东韶乡琳池村示范点 3 路面改造 3 公里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75 275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2 钓峰乡下湾村示范点 1 路面改造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70 27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3 田埠乡洋坑村示范点 2.8 路面改造 改扩建 完成路基拓宽 728 168 56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4 洛口镇严坊村示范点 3.1 路面改造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620 186 434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5 东山坝东山坝村示范点 3.2 路面改造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640 192 448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16 石上镇池布村示范点 6 路面改造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360 360 乡村振兴发展资金 乡镇重点乡村振兴示范点

四 生态文明路 100 完善标线、安防工程及及路域环境整治等 改扩建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3500 2000 1500 财政筹资


	    为贯彻落实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关于“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精神，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