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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人大常委会走访联系代表转交
建议意见内容

一、县人大常委会走访联系代表交办建议意见（1 件）

1.关于县直部门派驻乡镇站所办公经费划入所在乡镇管理

使用的建议。2018 年机构改革以来，乡镇农牧服务中心、林业

站、水利站、国土资源站、司法所等站所工作人员的办公经费和

人事管理如考核评优、工资发放、人员调动、职称评审等都在县

直部门，但其工作职能、工作任务、工作责任、各种开支都在乡

镇，造成乡镇办公经费紧张，人员管理难度较大。为了加强乡镇

站所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建议县人民政府严格执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宁党发〔2017〕

23 号）文件精神，将这些人员办公经费下拨给乡镇。

代表小组：恩和镇代表小组

代 表：王少庸

二、县人大常委会走访联系代表重点关注建议意见内容（8件）

1.关于在白马乡建立硒砂瓜育苗基地给予资金支持的建议。硒

砂瓜产业是白马乡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达 6.3 万

亩。近年来，由于气候多变、市场价格、环境等因素影响，产业

发展滞缓，农民收益受损。今年，部分农户先行先试，采取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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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苗技术，产量和价格都比点播好，并且硒砂瓜成熟早，提前

上市，售卖价格高，效益好。群众强烈呼吁建立硒砂瓜育苗基地，

建议县政府协调有关部门给予资金、技术、政策支持。

代表小组：白马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赵文俊

2.关于新胜村南二环过路涵疏通的建议。南二环东西走向穿

过新胜村 1500 米，有三道渠道穿过南二环，当时铺设管道为直

径 80cm，现已淤积，水已不能流过，渠已被阻断，400 多亩土地

已不能灌水，涉及农户 120 户。为了解决群众灌水问题，建议县

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对南二环过路涵进行疏通。

代表小组：宁安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王兴忠

3.关于在 S201 线余丁乡集镇路段安装测速、安全标识等设

施，保障交通安全畅通的建议。长期以来，为活跃商贸流通，方

便群众生活，群众自发在余丁街道摆摊设点，形成了余丁集市。

近年来，随着国省道收费站撤销，S201 线道路车辆逐渐增多，

加之车辆速度较快，给过往群众、车辆带来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议相关部门在 S201 线余丁乡街道

路段安装测速、安全标识等设施，切实预防安全事故，保障交通

安全畅通。

代表小组：余丁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李建杰 张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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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调整渠口公交线路的建议。近年来，由于农村居住人

口越来越少，中大路公交车因无收益而撤停。目前，石空镇留在

农村的居民，特别是中大路两侧及以南的农民去往中宁乘车极其

困难。尤其是新渠稍村或高山寺村的部分群众乘车要步行到 2 千

米以外的 109 国道上；王营、关帝、史营、黄庄村的居住在中大

路两侧及以南的群众出行也要到国道上，很不方便。为了能够解

决群众出行难问题，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公交公司调整渠口公交

车线路，让其从中大路绕行，途经我镇各村，每天 1-2 趟，以缓

解部分群众出行的燃眉之急，来满足他们的愿望。

代表小组：石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孔发金

5.关于给予红梧村和双井子配备保洁员和垃圾处理设施的

建议。原红梧地区管委会于 2016 年 4 月撤销后划归恩和镇管理，

并于 2018 年 1 月设立为恩和镇红梧村，同时双井子 4900 多名自

流移民也归属于恩和镇属地管理，造成恩和镇环境保护压力加

大，人力、车辆、经费难以保障，为此建议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

门为恩和镇新增保洁人员 10 人、配置电动三轮车 30 辆、追加拨

付农村垃圾收集转运燃油和维修费 23 万元，保证镇属辖区内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日常保洁工作。

代表小组：恩和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王少庸

6.关于给予渠口农场配备保洁员和垃圾处理设备的建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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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口农场管委会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移交太阳梁乡管理以来，造

成太阳梁乡环境保护压力加大，人力、车辆、经费难以保障，为

此建议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太阳梁乡新增保洁人员、配置电

动三轮车、追加拨付农村垃圾收集转运燃油和维修费等资金支持，

保证乡属辖区内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日常保洁工作。

代表小组：太阳梁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周素泰

7.关于加大中宁枸杞品牌宣传力度，树立品牌意识的建议。

近年来，各地枸杞种植在逐年增加，枸杞品种也出现了多样化，

外地涌现了大量的以次充好，以其他地方的枸杞冒充中宁枸杞品

牌的情况，对中宁枸杞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建议县

人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紧紧围绕枸杞文化产业，加大宣传力度，

树立品牌意识，保护好中宁枸杞品质品牌，壮大品牌影响力。

代表小组：太阳梁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武治军

8.关于解决川区乡镇贫困群众脱贫问题的建议。近几年来，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我县工作的重点无论从道路建设还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都是在山区乡镇。川区乡镇有些村级

道路到现在都是泥土路，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生产生活，建议县人

民政府关注川区乡镇的贫困问题，解决川区乡镇贫困问题。

代表小组：太阳梁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周素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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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人大常委会走访联系代表提出参考建议意见内容（31 件）

1.关于修建南桥四队南河湾泵站的建议。南桥村四队南河湾

泵站建于 1984 年，南北淌 4 个队的农田 135 亩，现泵坑年久老

化破烂不堪，存不住水，群众淌水困难，为了方便群众淌水，建

议县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对南桥四队南河湾泵站进行修建。

代表小组：宁安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刘志宏

2.关于砌护秦庄村 4 队鞑子沟东侧 1600 米渠道的建议。由

于中宁县恩和镇秦庄村 4 队鞑子沟 1600 米渠道在硬化鞑子沟沟

坝时拉垫土方的车辆将该渠道严重损坏，造成当地 104 户农户的

320 亩耕地淌水极为困难。建议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这 1600

米渠道进行砌护，解决当地群众淌水难问题。

代表小组：恩和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张永霞

3.关于改造鸣沙镇长滩村 1 队渡槽的建议。鸣沙镇长滩村 1

队跨北河子渠渡槽建于 1987 年，12 米长,1 米宽，老化严重，影

响了两边 1800 亩农田的灌溉，给群众生产造成不便，存在安全

隐患。建议县人民政府对长滩村 1 队渡槽进行改造。

代表小组：鸣沙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黎文斌

4.关于对余丁乡金沙村铁路以北山洪沟进行综合整治（清

淤、砌护、修建过水路面）的建议。近年来，余丁乡金沙村山洪



- 6 -

沟年久失修，沟内淤塞严重，且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山洪多次袭

击（2018 年 7 月 1 日再次被洪水袭击）周边农田，造成了玉米、

水稻大面积被淹，导致群众的粮食减产，同时山洪严重堵塞，杂

草丛生，严重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建议相关部门对金沙村铁路以北山洪沟进行清淤，350 米沟坝进

行砌护，同时修建过水路面，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代表小组：余丁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李建杰 张永华

5.关于对石喇叭村主干渠进行重新砌护的建议。大战场镇石

喇叭村主干渠始修于 1989 年，历经 28 年，渠道内渠板因年久失

修已出现老化，跑水漏水现象频繁发生，已经严重影响了近 9000

多亩农田的灌溉。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对

石喇叭村主干渠予以重修，确保群众农业生产安全。

代表小组：大战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张小红

6.关于在打麦水移民区发展种植业并进行绿化的建议。徐套

乡打麦水移民区由原海原县徐套乡的红柳村、李士村移民搬迁组

成，群众土地较少，发展受限。同时远离 109 国道，交通不便，

绿植较少，群众多发展养殖业。为改善移民区生态，发展移民区

种植业，扩展群众增收渠道，建议联合林业、农牧等相关部门，

进行土质鉴定，打麦水移民区发展种植业并进行绿化。

代表小组：徐套乡代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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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代表：胡志仁 杨 萍 金梅香

7.关于吴桥村五队跨中大沟桥涵加宽重建的建议。吴桥村五

队跨中大沟桥涵，建于 1997 年，因当时只通过小型农机机械，

桥涵狭窄，桥面仅有 3 米宽，收割机、大型农用机械无法通行且

年久失修，桥边也已破烂不堪，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五队

300多亩农田的农业生产，已不能适应本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群众对此呼声很高，反映强烈，建议县政府予以加宽重建。

代表小组：新堡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吴洪贤

8.关于南湾村六队跨南大沟桥涵重建的建议。南湾村六队跨

南大沟桥涵，建于 97 年，桥面宽 6 米，因长久使用，桥栏破损，

桥面破烂变窄，桥体塌方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群众

农业生产，群众对此呼声很高，反映强烈，建议县政府予以对两

座桥涵加宽重建。

代表小组：新堡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陈鹏番

9.关于重建刘庄村达字沟东侧一处退水桥涵的建议。刘庄村

达字沟东坝距 S101 线 50 米处有一退水桥涵，该桥涵宽 4 米，排

水沟口宽 5 米，坝高 3.5 米，因排水桥涵被洪水冲垮，农用机械

无法通行，严重影响群众农业生产。建议县政府予以重建此桥涵。

代表小组：新堡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李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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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改造枣园山洪沟桥的建议。枣园山洪沟桥位于石空

镇枣一村，始建于 1988 年，涉及农田 500 余亩，78 户农户路经

此桥，由于时隔 30 年和山洪冲刷等因素的影响，现已变成危桥，

加之土地流转后农用车辆无法通过，给农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

难。为了方便广大群众及农用车辆通行，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相

关部门改造此危桥。

代表小组：石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黎泽宁

11.关于硬化新桥村三条主干路的建议。石空镇新桥村的谢

庄路、徐台路、苇芦路(即 4 号、5 号、6 号路)三条主干路均通

往中大路，全长约 3000 米，现已将砂石垫层铺好，但因村级资

金缺乏一直没有硬化，给群众出行、生产带来不便。为了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尽快硬化以上三条主

干路。

代表小组：石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贺桂珍

12.关于对清河村村级道路进行硬化的建议。清河村人口众

多，至今有 15 公里村道未硬化，一到下雨天巷道路面泥泞不堪，

道路通行比较困难。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

对 25 斗-30 斗道路予以硬化，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代表小组：大战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甄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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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对宽口井美丽村庄建设拓宽硬化道路的建议。宽口

井美丽村庄建设硬化加宽路面工程，2017 年宽至 45%，剩余 55%

现已开挖但未硬化，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出行，群众反应强烈。建

议县人民政府协调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对已经开挖但未硬化

道路予以硬化，方便群众出行。

代表小组：大战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马汉文

14.关于对元丰村十五斗分渠道路进行拓宽改造的建议。元

丰村十五斗分渠道路，过往重型货车、大小型客车十分频繁，由

于道路狭窄，部分转弯地段甚至仅容一两辆车通过，很容易引发

交通事故。为此，群众呼声强烈，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

对元丰村十五斗分渠道路进行拓宽改造。

代表小组：大战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马文海 母玉东

15.关于对兴业村四队 13 斗巷道进行硬化的建议。兴业村四

队 13 斗主巷道共 3.5 公里，涉及农户 70 户，一直未硬化，破烂

不堪，严重影响群众出行。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对兴业

村四队 13 斗主巷道进行硬化。

代表小组：大战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苟五琴

16.关于对大台子村东庄子河至原套村铺设砂石路的建议。

从大台子村东庄子河直接原套村的道路可以缩短路程，同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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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有部分硒砂瓜地，铺设砂石道路后不仅便利群众出行，也方

便了硒砂瓜的运输，生产道路的畅通有助于群众进一步增收。建

议对大台子村东庄子河至原套村铺设砂石道路。

代表小组：徐套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杨正山 周玉才

17.关于对新庄子村部分村级道路进行硬化的建议。新庄子

村群众居住多集中在 109 国道两侧，部分群众居住于青藏高速右

侧，部分村级道路未硬化，遇暴雨、大雪等天气，群众出行不便，

硒砂瓜运输受阻。为方便群众出行，便利硒砂瓜运输，建议对新

庄子村部分村级道路进行硬化。

代表小组：徐套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马秀丽

18.关于解决杞乡经典门面房排污的建议。杞乡经典 A、B、C

区都是门面房环绕，因建设初期没有把门面房下水管道与居民下

水管道分开，致使现在出现门面房排污大造成小区居民下水管道

经常堵塞，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大困扰。

建议县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对杞乡经典门面房排污进行解决。

代表小组：宁安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钟宁红

19.关于刘营村二队、三队、六队居民巷道埋压排水管道的

建议。刘营村二队东西向，三队、六队东西向分别有两条渠道，

因紧挨居民点东侧的土地被征，渠道和主干路边的排水沟被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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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污水和雨水无法排出，严重影响此居民点 150 余户 500 多群

众的生活和出行问题，建议县政府在二队及三队和六队各埋两条

排水管至主干路边沟，沟道再压埋管道至单晶硅排污管共约 800

多米的排污管线。

代表小组：新堡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耿占顺

20.关于解决宁新工业园区无泄洪沟道的建议。宁新工业园

区 109 复线高干渠管理所门前，有一泄洪桥涵，桥南的排洪沟因

开发工业园区被填埋，桥涵西无泄洪沟道，今年几次下暴雨，周

围群众房屋及农田被淹，给群众造成一定的经济和财产损失，建

议县政府从桥涵西至高干渠开通一泄洪沟并砌护，排水至高干

渠，解决泄洪问题。

代表小组：新堡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张金龙

21.关于批准立项建设恩和镇垃圾填埋场的建议。恩和镇所

辖 10 个行政村（含双井子地区常住自流移民）共计 33000 多人，

每月产生生活垃圾约 150 吨，但因恩和镇本辖区内没有垃圾填埋

场及相关处理设施，导致企业厂矿、居民生产生活垃圾偷倒乱倒

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辖区内群众的人居环境。建议县人民政府

及相关部门批准立项建设恩和镇垃圾填埋场，保证辖区内的生产

生活垃圾及时安全处理。

代表小组：恩和镇代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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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代表：田顺云

22.关于对白马乡境内山洪沟进行治理的建议。白马乡境内

的山洪沟包括小石子沟、冒葫芦沟、大泉沟，这些山洪沟是白马

乡汛期用来保证 1000 余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沟道。但是

三道湖村的小石子沟，穿越七星渠而无退水，冒葫芦沟和大泉沟

年久失修，一旦发生山洪，极有可能导致农田被洪水淹没，无法

正常耕种，群众反映强烈。建议县政府协调有关部门进行治理。

代表小组：白马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王春霞

23.关于在殷庄大社区安装健身器材的建议。殷庄大社区是

近 50 万平米的安置小区，现入住率已达 70%以上，无健身活动

器材，为了方便居民锻炼，建议县政府对殷庄大社区配备健身器

材。

代表小组：宁安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崔金平

24.关于完善鸣沙镇薛营村、五道渠村文化广场健身器材的

建议。鸣沙镇薛营村文化活动广场于 2017 年建成，占地面积约

980 平方米，五道渠村惠民新村广场于 2017 年建成，占地面积

约1080平方米，两个广场是周围1800余名群众休闲健身的场地，

但目前尚未配置健身器材。为了便于群众锻炼，建议有关部门对

鸣沙镇薛营村、五道渠村广场健身器材进行完善，并为薛营村配

置篮球架 1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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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小组：鸣沙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王晓刚 布建新

25.关于安装健身器材的建议。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身的欲望愈来愈强烈。因石

空镇高山寺村集体经济收入薄弱，健身设施资金投入困难，村部

建成十余年至今未安装健身设备。为了满足群众需求，建议县人

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给高山寺村安装健身器材。

代表小组：石空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童学英

26.关于对新建幼儿园重新选址的建议。太阳梁乡新建幼儿

园的选址是在乡政府西边的二小内，与现有的乡政府北边的幼儿

园离得很近，有一定的不合理性。白马梁村和南塘村现有人口集

中、幼儿上学距离远、家长接送不方便，加之，每到夏天基本都

是老人负责接送幼儿上学，所以交通安全尤为重要。现建议县人

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在白马梁村或南塘村重新选址，满足周边两

个村幼儿上学难的问题。

代表小组：太阳梁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邓怀忠

27.关于强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提高教师素质，建

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不仅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需要，也是学校发展的源头活水。太阳梁乡自以前管委会至现

在移交以来，学校的教师队伍一直不稳定，人员流动性大，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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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当前各校的教学质量和升学率。建议相关教育系统部门减

少人员调动频率，保障乡村教育质量。

代表小组：太阳梁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马海梅

28.关于解决曹桥村景观带提水泵站电费高的建议。恩和镇

高速公路景观带两侧经济林大部分依靠提水灌溉。多年来，这片

林带经济效益非常低，但供电部门和七星渠始终按照经果林的收

费标准收取提水电费和高价水费，这样，使本无多大收益的农户

更加加重了负担，致使种植农户有了放弃耕种土地的想法。为此，

建议县政府协调相关部门降低曹桥村高速公路景观带提水灌溉

水电费标准，减轻种植户负担。

代表小组：恩和镇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沈金贵

29.关于白马派出所进驻白马乡的建议。白马乡行政区划面

积 191 平方公里，现辖 5 个行政村，41 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

2920 户，人口 9760 人。由于乡域范围内没有派出所，群众有事

都要到鸣沙派出所办理，办事难、办事远。发生紧急事件报警后，

处理迟缓。另外，新田村、跃进村重新划入白马乡后，群众增加，

管理范围增大，急需公安派出所进驻。建议县人民政府协调有关

部门，在白马乡境内进驻白马乡公安派出所。

代表小组：白马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刘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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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关于解决徐套乡大口井用电的建议。徐套乡现有大口井

258 口，大口井为硒砂瓜的抗旱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电源问题无

法得到保障，为了解决群众抗旱补水需求。建议在大口井集中的

地方架设电路，解决电源问题。

代表小组：徐套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杨正山 周玉才 马秀丽

31.关于加大扶贫贷力度的建议。近年来，随着政府扶持力

度的增加，群众利用扶贫贷发展种植、养殖的积极性变高，为进

一步实现致富增收，建议继续加大扶贫贷扶持力度，并逐步向非

建档立卡户倾斜。

代表小组：徐套乡代表小组

联系代表：杨 萍 马 强 田自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