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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 月 31 日，各项实事办理情况如下：

一、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建成县直幼儿园和农村寄宿制小

学 12 所，开工建设县委党校、县第一初中分校、民权高中新校

区。

（一）开工建设县委党校。

责任单位：县委党校

进展情况：1-7#楼、10＃楼、11＃楼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

8#楼：第一层主体已完成，钢筋捆扎和模板制造安装。

（二）建成县直幼儿园和农村寄宿制小学 12 所，开工建设

县第一初中分校、民权高中新校区。

责任单位：县教体局

进展情况：民权县幼儿园建设项目，选址位于科研路南侧，

博爱路西侧，占地面积 35.2 亩，项目总投资 13000 万元，建设

幼儿生活用房、服务用房、供应房、餐厅、教辅用房等。目前，

1栋教学楼已封顶，下余 3栋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2017 年投入资金 3740 万元，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 12 所。

目前，已建成 10 所，下余 2所正在进行主体施工中。

第一初级中学分校项目、高级中学新校区项目，目前，图

纸设计已完成。

二、提升医疗服务能力，调整县城卫生医疗机构布局，开

工建设新疾控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启动中医院搬迁工作，

力争再引进 2～3家二级以上专科医院。

责任单位：县卫计委、县残联

进展情况：

调整县城卫生医疗机构布局:已召开调整布局座谈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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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民权县城区医疗卫生机构整合方案（草案）》，正在征求

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新疾控中心:项目主体已封顶，资金投入已经完成 370 多

万元。

残疾人康复中心:目前，项目用地已经清障完毕，鸟瞰图

已制作完成，招标公告已发布。

中医院搬迁工作情况:目前，正在进行选址、建设规划设

计和立项工作。

计划引进专科医院情况:

（一）骨科医院

功能定位：设有病床 100 张，二级专科民营医院。

规划区域：义乌批发市场东南区域

（二）中科安氏儿童专科医院

中科安氏儿童专科医院是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

性专科医院。医院选址位于电力大道南段，按照二级医院要求

设置。建设门诊楼 5000 平方米，住院部 20000 平方米，设置床

位 200 张。目前正在进行图纸设计，设置审批工作。

三、改善城区水生态环境，贯通东区水系及两岸景观工程，

实施民生河、清水河清淤及两岸景观改造。

责任单位：县城管执法局

进展情况：开展生态城市建设及水系综合治理项目，清水

河、民生河、东区水系已全面开始征地拆迁。截至 10 月 31 日

协议签订数：大沙河 378 户，清水河 533 户，民生河 843 户;

房屋已拆迁数：大沙河 257 户，清水河 435 户，民生河 578 户。

民生河清表 7000 平方，新生河及时抽排污水，每日平均抽排

600 立方。

四、提升供水和污水处理能力，开工建设第三水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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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和北关镇、孙六镇污水处理厂。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北关镇、孙六镇

进展情况：第三水厂已完成了厂区初步设计评审和定位放

线，综合楼、附属用房、围墙设计方案完成，厂区临建已完成，

取水部分和输水部分的管线定位规划部门已审核方案，正在进

行优化设计，厂区清水池、沉淀池土方已开挖;东区污水处理工

程已完成选址，正在进行图纸设计，征地报告正在审批;北关镇

污水处理厂拟建设地点在周翟庄村堤角沟北，占地约 30 亩。目

前，该项目用地已找好，正在申报项目实施；孙六镇污水处理

厂厂址已选好，地已征好，等待上级部门批复。

五、提升城区绿化水平，开工建设西湖公园、槐园、绿洲

公园 3个公园和 10 个街头绿地游园，提升改造庄子广场等绿地

公园，高标准绿化和平路、庄周大道东段、中山大道北段。

责任单位：县公园绿地管护中心、县住建局

进展情况：(一)西湖公园红线规划已标注，正准备启动拆

迁;槐园项目，清理、外运表层垃圾及完成的区域土方运输已完

成，正在整理微地形;绿洲公园正在实施拆迁。

(二)绿地建设（富民大道/建业路、冰熊大道/中山大道、

人民路东延/东外环、档案馆绿地）：正在栽植地被，安装旱溪，

廊架、凉亭，预计 11 月 20 日前完工。

(三)庄子广场升级改造工程：绿化部分已完成，健身器材

已购置。

(四)庄周大道东段绿化完成总工程量的 20%；和平路施工

图纸已出，正在施工；中山大道北段绿化规划设计已完成，正

在进行深化设计。

六、完善城区路网，开工建设向阳路、淮海路、庄周大道

西延、博爱路北延、迎宾大道南扩北延 5条主干道路，改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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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老城区道路 3条。

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住建局、县公路局

进展情况：向阳路，摸底调查已完成，正在对太阳城、农

场二分场、住建局水厂进行签订协议;淮海路、博爱路北延清点

丈量已完成，正在申请补偿资金工作;迎宾大道南扩北延，已规

划设计完成图纸，确定红线范围，正在进行前期摸底调查;凯旋

路、消防北路南延已完成放线定界、摸底调查工作。

七、实施大棚户区改造工程，完成5639户、126.4万平方米

征收任务，建设保障房30万平方米，安置群众4100户。

责任单位：县规划办、县住建局、绿洲街道、南华街道

进展情况：（一）大棚户区改造工程：

东沙河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 20.36 亿元，计划征收

3342 户。目前已完成信息采集,已完成拆迁 1813 户。

农场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 3.03 亿元，计划征收 397

户，计划货币化安置 800 套。目前,该项目已拆迁完成，回购

协议已签订。

（二）基本建成公租房进展情况

祥和二期公租房项目位于我县南环路南侧，江山大道东侧，

上海路西侧，花伯路北侧，13 栋，600 套。目前，该项目主体

已验收,路、水、电、燃气已通，电梯正在安装。祥和三期公

租房项目位于民权县南环路南侧，江山大道东侧，上海路西侧，

花伯路北侧，总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8 栋，600 套，投资

4500 万元。目前,项目主体基本竣工,门窗安装基本完成，室外

基础设施正在施工。

（三）新增公租房分配进展情况

产业集聚区公租房项目位于我县产业集聚区内，工业大道

以北，18 幢，270 套。目前，项目已达到入住条件，预分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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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四）民权县公租房建设项目位于产业集聚区内，工业大

道以南，8 幢，850 套。目前，该项目已达到入住条件，预分

配已完成。

八、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打机井 1602 眼，疏浚沟渠

80 公里，修建桥涵 343 座，新建农村道路 97 公里。

责任单位：县委农办、县发展改革委、县国土资源局、县

水利局、县交通运输局，各乡（镇、街道办）

进展情况：

县委农办:目前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并通过市级竣工验

收。

发改委：配套 520 眼机电井的 26 个台区潜水泵正在安装，

其他建设任务已完成。

国土局：新打机井 168 眼（已完成），疏浚清淤沟渠 1026

米（已超额完成），新建农桥 1个，新修道路 18 公里。剩余工

程正在积极施工中。

水利局:(1)2017 年度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

规划新打机井 186 眼，疏浚沟渠 2.6 公里，修建桥涵 15

座，新建农村道路 3.2 公里。目前，新打机井 35 眼，新建变

压器台区 10 处，现已完成工程量的 25%。

(2)贫困村农用机井建设项目

计划新打机井 590 眼，目前工程正在施工，年底前完成。

(3)2017 年水库移民工程

预计新打机井 68 眼，新建农村道路 6.8 公里（以批复文件

为准）。12 月份完成招投标工作。

交通运输局:新建农村公路 97 公里，招投标工作已完成，

正在积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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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立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机制，全县所有行政村建成

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建立清扫保洁机制，试点村建成污水处理

设施。

责任单位：县委农办、县城管执法局、县住建局、各乡（镇、

街道办）

进展情况：目前，我县已制定详细的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

机制实施方案，城乡环卫市场一体化项目招标公告已公示，11

月中旬开标并开始逐步实施。

我县已建成垃圾转运站点 75 个，其中收集点（箱）65 个，

中转站 10 座。所有乡镇政府所在地已全部建有垃圾收集转运设

施，建立清扫保洁机制。孙六镇、庄子镇、程庄镇、双塔镇、

北关镇、花园乡、绿洲办事处 6个乡镇 1个办事处已率先开展

城乡环卫一体化试点，截至 10 月底全县累计投入资金 3827 万

元，全县 529 个行政村，成立保洁队伍的行政村 519 个，保洁

人员 2803 人，已建成垃圾处理厂（场）7座，污水处理设施 6

个，建立公共厕所 271 个，清理垃圾杂物 243729 立方米，安装

路灯 5674 盏，硬化道路 698225 平米，建成文化广场 172 个。

今年在庄子镇建设污水处理厂一座，目前已完成正在试运

行。

十、构建立体化“平安联防”体系，新增监控布点 1308

个、视频监控探头 1991 个，新建“蓝天卫士”视频监控系统。

责任单位：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移动公司、县环保

局、县农牧局、县城管执法局

进展情况：一是新增监控布点原为 1308 个，视频监控探

头原为 1991 个，经过实地勘查和论证，目前已调整为新增监控

布点 1224 个（其中城区 341 个、农村地区 883 个）、新增视频

探头 2309 个（其中城区 1292 个、农村地区 1017 个），布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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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布局较以前更加科学合理；二是制定了《民权县视频监

控扩建新增工作实施方案》，目前该方案已印发到各乡镇、（街

道办）及县直有关单位。三是组织召开了全县视频监控扩建新

增工作会议（2017 年 7 月 12 日），对全县视频监控建设工作

进行了深入动员，对视频建设任务进行了分配，目前，各承担

建设任务的单位和部门，正按照会议和方案要求开展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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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 80 份）

本期报：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

发：县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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