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
（第一批）

序号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 备注

1 实施县综治中心建设项目

将信访大厅改为综治中心接待大厅，设矛盾纠纷、信访综合接待

窗口，同时设置“流动窗口”。拓宽信访接待室功能，设置综合

办公室、人民调解室、司法调解室、信访接待室、联调工作室、

心理咨询室(谈心谈话室)。司法局、法院、信访局及“流动窗口”

责任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入驻，负责各自窗口业务工作，实现群众

诉求“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县委政法委 刘凤娟 2021年12月底

2 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
投资 218 万元，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扶持发展产业，完善基

础设施。
县委统战部 张学海 2021年12月底

3 实施黄羊古落文化旅游项目

投资 1.18 亿元，规划用地 688 亩，建设接待中心、餐厅、高端

民宿、写生基地、研学基地、图书馆、古村改造、水系等。打造

集特色旅游文化、写生研学、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高端民宿、

山地运动、会议接待等多维一体的文化旅游区。

县文化旅游广

电局
康 玲

2021年10月底

4 实施公共文化数字化培训项目

采用文化馆培训与镇村社区互动培训、现场授课与教学成果展

示、数字文化与网络传播相结合的方式，将群众所需要的广场舞

蹈、各类器乐、绘画、书法、走秀、演讲、朗诵、合唱等艺术技

能进行培训。全年开展文艺培训 50期。

县文化旅游广

电局
康 玲 2021年12月底

5
实施退役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项目

按 100 元/人/年的投保标准，为全县退役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

5000 余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
王吉军 2021 年 8 月底

6 实施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区内通办”项目

组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区内通办”工作专班，设置“跨省

通办”专区，开设 2个“跨省通办”专窗，制定工作台账，建立

责任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对标对表国家和自治区的改革

县审批服务管

理局
何 彤 2021 年６月底



任务要求，将全国 57项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自治区梳

理确定的 448 项“跨省通办”事项全部纳入“区内通办”事项清

单，按照“异地收件、协同办理”的改革模式，建立“区内通办”

协调联动机制，破除行政区域限制和层级障碍，为企业和群众异

地办事提供咨询、帮办、代办、“就地办”“就近办”服务。

7 实施舟塔乡靳崖村枸杞烘干房建设项目

新建封闭式轻型钢架结构枸杞烘干房 1座，建筑面积 1165.7 ㎡，

购置电能热泵枸杞烘干设备 4套，处理能力为 10 吨/天，附属前

处理流水线设备各 1套，购置后处理流水线设备各 1套；新建场

院管理房 3间，建筑面积 107.9 ㎡，新建箱式变电站 1 座；铺设

院内供水管道 45m，铺设排水管道 182m；枸杞烘干场院硬化面积

252 ㎡，新建电动大门 1扇、铁艺围墙 236m 等。

县水务局 胡 斌 2021 年 7 月底

8 实施白马乡彰恩村扬水泵站改造工程

改造鲍家坑泵站 1座，建筑面积 121.52 ㎡，配套安装水泵 3套；

改造高速路景观泵站进水前池及出水池，更换水泵 1套；砌护渠

道 4.495km；新建文化活动室 151.88 ㎡，新建道路防护栏 600m。

县水务局 胡 斌 2021年11月底

9 实施大战场镇片区城乡供水水源替换工程
投资 2498.02 万元，改造更换管道 190.23 千米，建设各类闸阀

井 2068 座，安装智能水表 9814 个。
县水务局 胡 斌 2021 年 6 月底

10 实施枸杞种植喊叫水乡供水工程
投资 1177.1 万元，为喊叫水乡石泉村、高岭村新增高效节水灌

溉 5300 亩。
县水务局 胡 斌 已完成

11
实施县城正大北路（富康路～北河子）排水设施

改造项目

铺设雨水主管 486 米，管径 d600，预留管长约 157m，管径 d400，

平均埋深 2.4 米。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孟跃军 2021 年７月底

12 实施老旧小区提升改造项目

改造 27个老旧小区，共计 61 栋楼 1700 户，改造面积 17 万㎡。

主要改造内容：外墙保温，屋面防水，配套管网，小区道路，绿

化，充电桩，监控等。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孟跃军 2021年11月底

13 实施大战场镇长山头初级中学迁建项目
建设教学楼 4460㎡，综合楼 4490 ㎡，食堂及浴室 2750㎡，风

雨操场 1400㎡，消防水池 250 ㎡，门房 25 ㎡。
县教育体育局 张泽军 2021 年９月底

14 实施中宁中学宿舍楼建设项目 建设一栋学生宿舍楼 8133.4㎡。 县教育体育局 张泽军 2021 年７月底



15 实施优质学前教育扩面工程

加快中宁县第四幼儿园、第五幼儿园、第六幼儿园、第七幼儿园

4所公办幼儿园建设进程，配齐保教保育及安保人员，确保秋期

开园办学，增加公办幼儿园教育学位，有效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

题。

县教育体育局 张泽军 2021 年 9 月底

16 实施为老服务项目

通过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为振兴、利民、宁新、红苑社区和古城

村、黄滨村、田滩村、吴桥村 60 岁以上生活困难的，“三无”、

低保、失独、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

等服务。

县民政局 王少庸 2021年10月底

17 实施校园及周边食品、环境整治行动

围绕学校及幼儿园食堂、周边食品零售店、餐饮店、小作坊店开

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食品安全和营养健

康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学生用品抽检工作；

组织开展“文明餐桌”宣传活动，引导学生节约粮食；全面推进

供餐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落实

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加强食源性疾病防控。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张 琦 2021年12月底

18 实施县城及周边绿化提升工程

在县城修建石桥小游园、宁安东街二幼北侧小游园和新堡路北侧

小游园；对宁安镇卫生院门前空地、宁安北街东侧空地、富康东

路南侧空地和污水处理厂东侧裸露空地进行绿化，对南二环路、

宁丰路和黄河路分车带及园路边行道树进行栽植，新增绿化面积

200 余亩；在南山森林公园观景平台南侧，栽植各类树种 11.8

万株，配套建设节水滴灌设施。

县自然资源局 谢福才 2021 年６月底

19 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在京藏、定武、福银高速公路两侧植树造林，打造生态绿荫长廊

125 公里；在南、北滨河路两侧造林绿化，建设黄河生态廊道 38

公里；在新堡南山、喊叫水、徐套等丘陵区域，栽植树木 1.8

万株；在喊叫水、徐套高速公路两侧种植金银花 9160 亩。实施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一期），对宁安镇白土岗

子、新堡镇鹰窝沟、舟塔泉眼山、余丁北山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

行综合治理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2186 亩。

县自然资源局 谢福才 2021 年７月底



20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对就业重点群体中有培训愿望的城乡各类劳动者，以提高农村劳

动者素质和实现就业为目标开展“菜单式”“定岗式”“定向式”

职业技能培训。全年累计培训 5600 人次。

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崔金儒 2021年12月底

21 实施妇女关爱行动
实施妇女免费唐氏筛查 2000 人；实施 35-64 岁城镇无业妇女“两

癌”免费检查 2000 人。
县卫生健康局 黎 萍 2021年12月底

22 实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新建社区中心综合楼一栋，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一楼设置健

康体检中心，二楼、三楼设置医疗康复中心，四楼设置行政、公

共卫生办公区。

县卫生健康局 黎 萍 2021 年 9 月底

23 实施县人民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新建传染病综合楼面积 3900 平方米，设置床位 20张，可拓展至

40 张，其中负压病房 2 间。设发热门诊、结核门诊、HIV 门诊、

肠道门诊、医技检查区（放射、检验）、隔离病房、消毒处理等

功能科室。

县卫生健康局 黎 萍 2021年11月底

24 开展小麦原粮基地病虫害统防统治
对全县的小麦原粮基地 8000 亩进行小麦蚜虫、白粉病、条锈病

及热干风病虫害统防统治，促进小麦增产和群众增收。
县农业农村局 张庆国 2021 年６月底

25 开展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技术培训
在徐套乡、喊叫水乡、太阳梁乡举办 5期常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技术指导培训班，提升养殖户科学养殖技术水平。
县农业农村局 张庆国 2021年12月底

26 实施恩和镇红梧村土地整治项目

投资 4987.95 万元，维修改造项目区北区 9.5 万方和南区 7万方

蓄水池及首部泵房；修建北区 9.5 万方蓄水池配套箱变 1台套，

叠片同步自吸泵 6台套，自动反冲洗+网式过滤器 6台套，全自

动水肥一体机 6台套；南区 7万方蓄水池配套变压器 1台套，叠

片同步自吸泵 2台套，自动反冲洗砂石+网式过滤器 2台套，全

自动水肥一体机 2台套。平田整地 8800 亩，对枸杞栽植区进行

条状土壤填换，并对换土区增施商品有机肥，每亩 1 吨；在南北

两个大区新修砂石路 18.46 公里，对项目区 39 条 23.315 公里主

干道进行修缮，新修生产路 63.135 公里，配套生产桥 5座。

县乡村振兴服

务中心
叶廷文 已完成

27 实施太阳梁新海村土地整治项目
投资 820.18 万元，对太阳梁乡花果山耕地进行改造，采取铺设

补水管道，对种植带进行换土改良 1700 亩种植枸杞。
县乡村振兴服 叶廷文 已完成



务中心

28 实施宽口井小番茄育苗基地建设项目
投资 202.03 万元，建设长 186 米，宽 30 米育苗大棚 1 座，并建

设大棚内外相应配套给水及电器设备。

县乡村振兴服

务中心
叶廷文 已完成

29 实施打麦水庭院经济节水灌溉建设项目
投资 225.76 万元，对打麦水移民种植的 656 亩经果林铺设补水

管道。

县乡村振兴服

务中心
叶廷文 已完成

30 实施大战场镇干渠建设项目
投资 876.34 万元，改造大战场二支干渠 3.165 公里，改造花豹

湾支干渠 1.985 公里，硬化元丰村道路 1.5 公里。

县乡村振兴服

务中心
叶廷文 已完成

31 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组织企业申报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示范

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高企业入规积极性，加强入

规奖励政策宣传，组织新入规工业企业申报新增首次入规工业企

业奖补，争取自治区资金。

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
刘永华 2021年11月底

32
实施宁夏存林石油有限公司恩和镇加气充电站建

设项目

投资 2000 万元，主要建设 4座 30㎥的 SF地下卧式油罐、2 台

双枪柴油加油机、2台双枪汽油加油机及配套管线等，建设 60

㎥的地上立式低温LNG储罐、1台3.39㎥(水容积)CNG储气瓶组、

4台 LNG 双枪加气机、2台 CNG 双枪加气机、站房、罩棚及配套

设施。

县商务和投资

促进局
张光旭 2021 年 7 月底

33 实施燕然路东延至 109 国道等 4条公路建设项目

投资 8700 万元，建设总长 10.8 公里公路。分别为：燕然路东延

至109国道公路长4.479公里，新寺路南延至愚公路2.426公里，

胜金路西延至张义沟道路长 1.695 公里，以上三条道路路基宽

15.5 米，路面宽 14米，按二级公路标准设计，沥青混凝土路面；

渣场路长 2.2km，按三级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度 8.5m，沥青混

凝土路面。

交通运输局 文铭旌 2021 年 6 月底

34 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投资 1200 万元，建设总长 20公里公路，涉及大战场镇、白马乡

等乡镇，按四级公路标准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路基宽 6米，

路面宽 5米。

交通运输局 文铭旌 2021年10月底



35 开展科技金融服务

组织宁夏隆基硅、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宁夏杞乡生物食

品工程有限公司等 4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国银行中宁支行、

工商银行中宁支行等 5家合作银行参加科技金融政策培训会暨

“宁科贷”工作座谈会。为宁夏百事恒兴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宁

夏禹尧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共计发放贷款1900万元，

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县科学技术局 张海玲 已完成

36 实施法律服务惠民工程

投资 92万余元，为各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各村（社区）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配备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和可视电话，

并进行操作培训。

县司法局 丁 涛 已完成

37
实施中宁工业园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暨中宁文化

馆图书馆工业园区分馆建设项目

对中宁工业园区现有企业服务工作站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优化

空间布局，建设集学习、服务、展示、交流、活动等五大功能于

一体的工业园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暨文化馆图书馆工业园区分

馆。

宁夏中宁工业

园区管理委员

会

蒋文韬 2021 年 7 月底

38 实施工业园区（西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

铺设工业园区西区污水管网约 5.205 公里，将兴尔泰化工集团、

宁华科技、宁华工贸、宁夏绿智电凯科技有限公司污水收集至第

四污水厂进行达标处理。

宁夏中宁工业

园区管理委员

会

蒋文韬 2021年10月底

39 实施枸杞基地采摘用工服务项目

积极与河南、河北、山东、四川、云南等地劳务经纪人对接联系，

组织劳务经纪人与各枸杞基地就劳务费、伙食、住宿等问题进行

洽谈。枸杞采摘季引入省外采摘劳务人员 5000 人次，为采摘人

员提供基本住宿、生活保障，吸引周边市县采摘人员，有效保障

枸杞基地盛果期用工需求。

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
李钟灵 2021年10月底

40
实施乡镇农户及卫生院、学校清洁取暖“煤改电”

改造项目

对宁安镇、新堡镇、恩和镇、鸣沙镇、石空镇、白马乡、舟塔乡、

大战场镇等乡镇 1483 余户、面积 80200 余㎡实施“煤改电”；

对大战场镇中心幼儿园、大战场镇长山头完全小学、喊叫水乡九

年制学校和徐套乡九年制学校等 12所学校及徐套乡、大战场镇、

喊叫水乡、长山头农场、舟塔乡等 5所卫生院共 812100㎡实施

“煤改电”。通过项目实施，减少散煤污染，切实改善全县环境

市生态环境局

中宁分局
贾志荣 2021年12月底



空气质量。

41 实施希望工程、贫困学生资助项目

实施“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本年度资助贫困大学新生 100 人，

每人 4000 元（8 月份正式实施）；持续开展困境青少年资助活

动，本年度资助 100 人，每人 500 元。

团县委 耿 丹 2021年12月底

42 实施“春蕾计划一对一”资助项目 资助高中女学生 200 人，每人 1200 元，共计 24 万元。 团县委 耿 丹 已完成

43 实施城乡贫困“两癌”妇女救助项目

为具有宁夏中宁户籍，经二级及以上医院确诊为“乳腺癌”或“宫

颈癌”，经审核符合救助申请条件的 23名贫困妇女每人一次性

救助 10000 元，共计 23万元。

县妇联 胡 玥 2021 年 6 月底

44 实施“洁婷彩虹关爱女童公益行动”项目 向 450 名女童发放关爱礼包，开展青春期课堂 4场次。 县妇联 胡 玥 2021 年 6 月底

45 实施农村妇女创业担保贷款项目

为从事区、市、县确定的特色优势产业、商贸服务业的农村妇女、

城中村改造后农转非妇女、国有农（林）场女职工按政策条件申

请贷款，完成发放贷款 6000 万元。

县妇联 胡 玥 2021年12月底

46 实施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投资 45万元，对 120 户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县残联 马林成 2021年10月底

47 实施政府购买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

投资 30万元，为 300 名在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

疾人提供室内保洁、清洗油烟机、洗衣服、洗澡、理发、更换窗

纱、量血压等居家托养服务。

县残联 马林成 2021年12月底

48 实施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通过政策宣传、筛查摸底，对 40名听力、视力、言语、肢体、

孤独症残疾儿童进行转介救助。
县残联 马林成 2021年12月底

49 实施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项目

根据《中宁县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对符合要求

的在职职工，依据被保障人负担的住院费用额度(医保规定的全

自费、特诊特治费用除外)，在起付标准 2000 元以上的，分别按

照“个人支付 2001 元-5000 元补助 30%，个人支付 5001 元-10000

元补助 40%，个人支付 10001 元-30000 元补助 50%，个人支付

30001 元-50000 元补助 60%，个人支付 50001 元以上补助 70%，

但一个互助期内最高补助不超过 50000 元”的标准进行补助。

县总工会 严旭祥 2021年12月底



50 实施宁安镇村庄巷道亮化工程
在营盘滩村、新建村、东华村、石桥村、黄滨村、殷庄村部分巷

道安装太阳能路灯共计 189 套。
宁安镇 王 峰 2021年10月底

51 实施宁安镇渠道修护工程
修护莫咀村、石桥村、南桥村、新胜村、郭庄村、白桥村破损渠

道 4300 米。
宁安镇 王 峰 2021年10月底

52 实施新堡镇南湾村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项目

南湾村主干道南侧植草砖硬化面积 4200㎡，东西向中巷子混凝

土硬化 3600㎡；巷道两侧裸露土地面包砖铺装 7900㎡；安装太

阳能路灯 24盏。开展村庄“三堆四乱”（柴堆、土堆、粪堆，

垃圾乱倒、污水乱泼、杂物乱堆、乱搭乱建）整治，清理垃圾

4600㎥。

新堡镇 尹向奎 2021年12月底

53 实施新堡镇长河渠渠道改线项目

砌护 U120 渠道 1.65km，翻建 U40 渠道 0.2km；新建支渠口 1座，

新建Φ1.0×5m 渡水管 4座，新建 2.0×5m生产桥 2座；新建泵

房及附属设施 1座。

新堡镇 尹向奎 2021年12月底

54 实施石空消防救援站建设项目

投资约 1260.2 万元，主要建设石空消防救援站和消防综合训练

场地，其中新建一栋 4层的业务用房，建筑面积 3206.1㎡，建

一栋附属用房，建筑面积 1136㎡，新建一栋训练塔，建筑面积

194.4 ㎡，新建一栋门房，建筑面积 50 ㎡。

石空镇 徐 晓 2021年12月底

55 实施石空镇千亩拱棚西瓜种植项目
在枣一村、枣二村、关帝村、张台村、王营村流转土地 4500 亩，

搭建中拱棚 9000 座。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石空镇 徐 晓 2021年10月底

56 实施恩和镇乡村公路硬化工程

对恩和镇华寺村、刘桥村、恩和村、秦庄村共计 24条主干道路

进行硬化，其中 4.5 米宽硬化路 1条，长度 3280 米，4 米宽硬

化路 23条，长度 10850 米。

恩和镇 李 涛 2021年12月底

57
实施鸣沙镇二道渠村、五道渠村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

对五道渠村 S308 线以北，涉及 4、5、6、10、12 队 1000 亩土地

进行平整；对二道渠村 1、2队 800 亩土地和切崖沟以南 6、7、

8、9 队 1000 亩土地进行平整。包括田块平整，田间道路、灌溉

渠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鸣沙镇 叶金星 已完成

58 实施余丁乡“一村一年一事”项目
永兴村安装太阳能路灯 16盏，黄羊村安装太阳能路灯 12盏，石

空村安装太阳能路灯 30盏，金沙村安装太阳能路灯 25盏；余丁
余丁乡 李 亮 2021 年 9 月底



村铺设砂石路 1550 米，翻建时庄村时金路时弯支桥。

59 实施喊叫水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沿 109 国道、同喊路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对房前屋后、村级

主干道路两侧生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进行集中清理，整治乱

堆乱放现象，加大空地平整力度，营造整洁、美观的生活环境。

喊叫水乡 张 锐 2021年12月底

60 实施徐套乡美丽小城镇建设项目
在撒不拉滩移民区铺设下水管道 6公里，建设化粪池 3座，主干

道路铺设道牙 4534 米，中央大道铺设柏油路面 2316 米。
徐套乡 黄建兵 2021 年 8 月底

61 徐套乡千头基础母牛品种繁育基地

对原建于 2010 年的老旧养殖圈棚回购拆除，建设 1000 头规模牛

犊圈舍，配套建设生产管理、防疫消毒、饲草加工用房等设施。

建立“联合党支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国有公司（宁特公司）+

金融机构+建档立卡户+一般农户”的运营模式，改良肉牛养殖品

种，提升养殖经济效益，带动群众增加收入。

徐套乡 黄建兵 2021年10月底

62 实施太阳梁乡新增耕地片区土地综合治理项目

投资 890 万元，新增耕地 1901.9 亩，平整土方 66.73 万方，薄

弱地覆土 360 亩，深翻和增施牛粪 1901.9 亩，配套节水灌溉设

施，新开排水沟 3条长 0.985 千米，新修 4条砂砾田间路，长

1.426 千米。

太阳梁乡 郭宝华 2021 年６月底

63 实施枣林旅游区建设项目

投资 1.8 亿元，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民俗街市长廊、枣林氧吧漫

游区、休闲缤纷乐活区、花海田园景观区、流金岁月康养区。其

中包含“中宁有礼”购物商店、“11 颗枣”主题民宿、枣工坊、

黄河非遗体验馆、民俗文化广场、采摘农耕园、亲子运动馆、“二

月春枣”生态餐厅、节庆活动广场等 24个景点建设项目。

中宁县众汇嘉

润投资运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

司

吴占仓 2021年11月底

64 实施中宁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主线管网建设项目

以宁夏天元锰业 2×350MW 自备电厂、中宁电厂为双热源，敷设

安装高温热水（130/70℃）零次侧供热主管网，建设亲水供热隔

压站，安装 1趟自中宁县第一污水处理厂穿越黄河至中宁电厂后

到天元锰业有限公司自备热电厂的中水管道。项目建成投产后停

用城区六个供热站，合计每年减少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量 800 吨。

中宁县众汇嘉

润投资运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

司

吴占仓 2021 年９月底



65 推动中宁枸杞优质优价
严格落实《中宁枸杞控销方案》，与枸杞合作社、种植大户等签

订 3000 吨枸杞干果购销合同。

宁夏中宁枸杞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李宗林 2021 年７月底

66 实施中宁县枸杞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
投资 5400 万元，建设标准化枸杞基地 10000 余亩，改建中宁枸

杞保真仓 1座，建设中宁枸杞官方直销中心 1家。

宁夏中宁枸杞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李宗林 2021 年７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