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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十件实事进展情况

截至 6月 17 日，各项实事办理情况如下：

1.继续实施黄河故道生态廊道建设，新建月亮湾公园、黄

河故道湿地公园、游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新增绿化造林面

积 1.3 万亩，进一步完善绿色通道生态防护网，为群众提供一

个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湿地公园管理局、林业局。

进展情况：截至目前，月亮湾公园建设，地形整理已完成

67000 平方，种植梨树 150 棵，三角枫 115 棵。

游客服务中心用地及拆迁工作已全部结束，S211 西侧景观

绿化已完成 85%，S211 东侧的绿化正在做微地形；游客接待中

心、广场、停车场、园路、公厕等基础设施正在进行前期的准

备工作，近期即将开工建设。

2018 年，新增绿化造林面积 1.3 万亩已全部完成，栽植各

类苗木 156 万余株。主要选用了辛夷、白玉兰、法桐、雪松、

南栾、北栾、银杏、大叶女贞、金叶复叶槭、竹子、白蜡、紫

叶李、红叶碧桃、丛生紫薇、高杆紫薇、红叶石楠、大叶黄杨、

海棠、香花槐、老国槐、楝树、柳树、黄栌、三角枫、五角枫、

梨树、桃树、核桃等 34 个树种。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使

乡土树种、彩叶树种、针叶树种有机结合，落叶树种与常绿树

种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了林种树种结构，完善绿色通道生态

防护网，着力打造“四季有景、一河多姿、一河多彩”的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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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道生态景观。

2.所有乡镇建成 1所寄宿制中学、2 所寄宿制小学。县直

幼儿园、实验小学分校秋季开始招生。加快一初中分校、民权

高中新校区建设。

责任单位：县教体局。

进展情况：我县 2017 年，所有乡镇已建成 1 所寄宿制初

中和 12 所寄宿制小学，计划 2018 年建成 24 所寄宿制小学。目

前新建的 24 所寄宿制小学 6所基础施工，9所主体施工，其余

9所也即将开工建设。县直幼儿园、实验小学分校建设工程主

体已经完成，正在装饰装修阶段；一初中分校项目建设前期准

备工作和土地征收已经完成，正在清理场地附属物和三通一平

工作，即将开工建设；民权高中新校区规划工作已经完成，正

在进行征地工作。

3.实施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工程，在原址建设集生态绿化、

人文景观、运动健身、休闲漫步为一体的综合型市民生态公园。

责任单位：县城管执法局。

进展情况：正在联系生态修复方面的相关企业，做好前期

调查、准备工作。

4.开工建设中医院新院区，启动妇幼保健院门诊楼建设，

不断提升医疗公共服务水平。

责任单位：县卫计委。

进展情况：根据《民权县城区医疗卫生机构整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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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新院区建设，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妇幼保健院门诊楼

建设，已被市县发改委“拟列入 2018 年度商丘市第一批重点建

设项目”。

5.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新增城乡新能源绿色公

交 100 辆，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班车。

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局。

进展情况：今年以来，我县深入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发展，已新增了 50 辆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目前，正在积极做好

新增 50 辆新能源城乡客车的筹备工作，并对城乡客运线路进行

科学调整和延伸，进一步优化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网络格局，

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班车的目标。

6.加快绿洲·清水园、绿洲·梅园等 6个安置小区建设，

新建安置面积 85 万平方米。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房管局。

进展情况：绿洲•清水园项目位于北环路以南，车站西路以

东，车站北路以西，嵩山路以北区域，总建筑面积 319321.93

㎡，项目总投资约为 6.7 亿元，分两期进行开发建设。

项目一期共 9栋楼，总建筑面积 128301.04 ㎡，居住户数

为 725 户。目前 1#、3#楼建设主体 7层，其他已建设主体 4层、

5层。

绿洲•凯旋府项目位于消防路以东，凯旋路以西，高铁站以

南，东方御庭以北区域，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43311.56 ㎡，1334

套。总投资金额约为 4.3 亿元。目前打桩已完成 80%。

绿洲•楠园项目位于西外环以东、工业大道以南、南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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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区域，总建筑面积 94975.155 ㎡，827 套，总投资金额约

为 1.8 亿元。目前正在土方挖运，西区已完成土方开挖 70%。

绿洲•梅园项目位于富民大道以东，建设路以南，南华大道

以北区域，项目总建筑面积 94975.155 ㎡，508 套，总投资金

额约为 1.8 亿元。目前桩机施工已完成，1#楼正在人工清槽，

5#正在土方挖运、做护坡。

绿洲•桂园项目位于黄海路以南，白云路以东，和平路以北

区域，总建筑面积 60751.16 ㎡，340 套，项目总投资约 1.1 亿

元。目前 1号楼垫层已完成，其它正在浇筑垫层、防水。

绿洲•进春园项目位于科研路以南，博爱路以西，双塔路以

北，白云路以东区域，总建筑面积 242855.78 ㎡，户数 1230

户，总投资约 4.7 亿元。目前进度，围挡搭建完成，地质勘探

招标已完成，正在进行项目招标。

7.城区环卫工作全面推行市场化保洁，529 个行政村全部

实现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常态化、规范化、市场化。

责任单位：县城管执法局。

进展情况：城区环卫工作市场化已基本完成。

乡镇方面：2018 年元月，已在全县 19 个乡（镇、街道办）

全面开展城乡环卫市场一体化工作。全县分道北和道南两个标

段，道北为 1标段承包给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道

南为 2标段承包给无锡市金沙田科技有限公司。农村垃圾清理、

清运工作，正在全县 529 个行政村全面铺开。

8.大力推进“厕所革命”，城区建设公厕（垃圾中转站）19

座，在农村全面推行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129 个贫困村每村

建成不少于 1座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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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县城管执法局。

进展情况：民权城区新建 19 座公厕：1座主体已完工，其

它 18 座正在推进中；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建设和改造工作，已完

成 20331 户。

9.提升镇区污水处理能力，实现镇区污水处理厂全覆盖。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各乡（镇、街道办）。

进展情况：2018 年，我县对列入资金拨付计划的 8个乡村

污水处理项目（庄子镇污水管网二期、花园乡赵红坡村、孙六

镇镇区、北关镇刘楼村、绿洲街道办事处亓堂村、龙塘镇申庄

村、程庄镇新赵庄村、白云寺镇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进行建设。

截至目前，庄子镇污水管网二期已建成并进水试运行，其他 7

个项目正在建设。其中：

(1) 程庄镇新赵庄村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已完成，厂区土

建完成 90%，工艺部分人工湿地滤料填充完成 85%。

(2) 花园赵红坡村管网工程已完成，厂区土建完成 90%，

工艺部分人工湿地滤料填充完成 75%。

(3) 绿洲街道办亓堂村污水处理厂厂区土建部分已完成

80%。

(4) 北关镇刘楼村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已完成，厂区土建

已完成 50%，工艺部分人工湿地滤料填充完成 70%。

(5) 龙塘镇申庄村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已完成，厂区土建

部分完成 60%。

(6) 孙六镇污水处理厂正在做降水，污水管网已完成 35%，

厂区土建完成 35%。

(7) 白云寺镇柏木岗村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已完成 28%，

厂区土建部分施工图纸已设计好，准备进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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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设高标准粮田 7.6 万亩，新打机井 770 眼，疏浚沟渠

59.2 千米，新建桥涵 136 座。

责任单位：县农牧局、水利局、发改委、国土资源局。

进展情况：

水利局：农田水利项目县（高效节水灌溉项目），计划建

设面积 1.9 万亩，项目资金已被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统筹整合使

用。新打机井 150 眼，疏浚沟渠 21.2 千米，新建、重建桥梁

14 座，已完成方案编制并通过专家和财政评审，待资金下达超

70%后，即可进入招投标程序。

发改委：承担的任务是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田间工程

建设项目，计划建设面积 2.8 万亩，新打机井 500 眼，疏浚沟

渠 38 千米，新建桥涵 122 座。该项目资金已整合到脱贫攻坚指

挥部统筹使用。

国土局：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建设面积 2.9 万亩，目前

已经进展 45％；新打机井 120 眼，已完成新打机井 120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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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