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县委县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1-5月份进展情况表

序号 承办单位 项目名称 进 展 情 况 备注

1 城投公司
开展城区内河生态补水工程。整治
城区10条内河。

目前引水工程方案已通过，正进行施工图设计，内河整治工程正进行
方案优化。

按序时进度

2 水利局

实施防洪治理工程。整治透堡大溪
段河道2.2公里，新建滚水坝3座，
箱涵1座；整治丹阳新洋溪段河道3
公里。

透堡大溪段完成施工放样，正在进行征地补偿款发放；新洋溪段正在
进行预算审计及项目选址。

按序时进度

3 水利局
实施浦下至乌石浦防洪堤前期工程
。完成浦下、乌石浦两个水闸建
设，陆堤工程700米。

浦下、乌石浦2座水闸主体基本完成，陆堤工程已完成约1000米。完
成投资61% 。

按序时进度

4 海峡水业公司
实施老旧水厂水质提升改造工程。
改造城关水厂无阀滤池，进行加氯
自动化控制。

目前已完成县城区一水厂滤池自动控制改造方案的确定，正在进行设
计等前期工作。

按序时进度

5 海峡水业公司
新建及改造城市供水管网。改造供
水管网约5公里。

目前已完成供水管网改造2.30公里。 按序时进度

6 海峡水业公司
实施“一户一表”改造。改造户表
2000户。

目前已完成一户一表改造800户。 按序时进度

7 城投公司
继续实施凤园路、凤福路、凤翔路
道路改造工程。改造提升道路2公里
。

已基本完成凤园路、凤福路建设，凤翔路完成沥青摊铺，正准备进行
人行道透水砖铺设。

按序时进度

8 公路中心
实施道路“白改黑”工程。对S308
线K20+455-K23+855段路面实施“白
改黑”改造3.54公里。

已完成置换板3000㎡（210块）约96%，路缘石930m³约100%，波形护
栏基础及立柱完成1800米约80%，连续配筋路面完成800㎡约70%，累
计完成投资420万元，占总工程量的30%。

按序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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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贵安管委会
建设贵安温泉旅游区纬七路道路。
建设道路679.2米，道路总面积9886
㎡。

已完成填方3.6万方，管线工程640米，目前正在路面施工。累计完成
投资480万元，占总工程量的48%。

按序时进度

10 交通局
实施农村公路单改双工程。完成农
村公路拓宽改造10公里。

目前已完成单改双1.50公里。 按序时进度

11 交通局
实施县乡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提
升农村公路安保20公里。

正在进行图纸设计及招投标工作。 按序时进度

12 道安办 完成90处隐患路段整治任务。 已完成整治23处，23处整治中，44处前期准备。 按序时进度

13 住建局
新建或提升一批“美丽乡村建设”
。新建美丽乡村19个，提升美丽乡
村示范20个。

截止5月底，共计完成投资额3496.38万元，占计划投资数的39.75%。
主要包括：污水有效治理方面，累计完成污水有效处理350户；垃圾
有效处理方面，累计配置户用干湿垃圾桶6901对，清理成年垃圾
1116.60吨，新聘用保洁员5名，垃圾日转运能力达45.60吨/日；规范
农房建设方面，裸房整治目前已完工72户，其中示范户37户；实施厕
所革命方面，已全面完成拆除旱厕11座，新建、改造卫生水厕9座；
完成拆除房前屋后猪圈、禽舍、旱厕等临时搭盖建筑面积5163㎡，硬
化村道1653米，绿化提升面积5220㎡。

按序时进度

14 住建局
实施“厕所革命”。新建公厕6座，
改建5座，确保每个行政村建成1个
冲水式卫生公厕。

正在进行选址、设计、预算、审计等招标前期工作。 按序时进度

15 生态环境局
持续开展海漂垃圾治理。再更换一
批养殖塑胶浮球，并建立长效机
制，守护海洋生态环境。

2020年1至5月，全县已建成HDPE塑胶浮球6.40万粒，面积305.70亩，
总投资224.50万元。

按序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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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苔菉镇
建设苔菉中心渔港。建成海堤码头
及其他配套设施。

苔菉中心渔港于2018年6月动工建设，目前完成投资额约23350万元，
完成工程量约73%，其中：已完成后方取石点区域坟墓搬迁，完成琇
邦村部分的山清表工作和施工便道建设，并完成了爆破所需的防护措
施建设。沉箱扭王字块预制场和混凝土搅拌站已建设完成，共完成沉
箱预制34座，沉箱钢筋完成1996吨，沉箱安装完成20座，扭王字块
2303块，本工程基槽挖泥全部完成，合计62万方，基槽炸礁完成0.15
万方，东防波堤BC段堤心石完成34万方，扭王字块安装完成895块，
CD段堤心石填筑完成40万方，西防波堤填筑连续基床完成4.50万方，
东防波堤填筑基床完成9.60万方，东防波堤基床整平全部完成。挖运
一般土方47万方，石方开挖完成165万方，山体边坡防护完成5级；沉
箱扭王字块预制场、混凝土搅拌站和块石出运码头、沉箱出运码头已
建设完成。

按序时进度

17 苔菉镇 建设茭南二级渔港。

累计完成投资486万元，占计划投资数的44.70%，其中：完成临时码
头建设100%；完成钢筋进场200吨，加工129.59吨；完成回填块石
8077.60方；完成陆域回填开山石16802.60方；完成现浇胸墙
1805m³，水下混凝土完成浇筑300m³，完成驳岸挡土墙1802m³，东护
岸完成墙体浇筑510m³；完成基础凿岩231.10m³，袋装碎石倒滤层
190.70m³，完成PVC排水管埋设327.8米。

按序时进度

18 苔菉镇 建设东洛陆岛交通码头。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约10%，其中：场地硬化已完成600㎡，湾顶加宽
段基槽开挖完成35米，砼挡墙完成第一段8米4.1-8.3米高程砼浇筑，
陆域36.6米段挡墙底静态破碎凿岩钻孔完成20米，水泥进场110吨，
碎石进场2000吨，砂进场200方，钢筋进场35吨。

按序时进度

19 教育局
建设幼儿园校舍及配套设施。新建
或改造马鼻中心幼儿园等3所幼儿园
校舍及配套设施。

温泉幼儿园项目已封顶正在装修施工，完成投资83%；马鼻中心幼儿
园已审计准备招标,完成投资5%；贵岚幼儿园招标完成，已进场施工,
完成投资8%。

按序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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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教育局
建设小学校舍及配套设施。新建或
改造温泉小学等4所小学校舍及配套
设施。

马鼻中心小学迁建项目教学楼、综合楼封顶正在墙体施工；琯头中心
小学迁建项目教学楼、综合楼封顶，正在墙体施工；官坂白鹤小学教
学综合楼封顶，正在墙体施工；温泉小学教学楼竣工投入使用，综合
楼、宿舍楼正在墙体施工。

按序时进度

21 教育局
建设中学校舍及配套设施。继续实
施连江一中鲤鱼山分校建设。

连江一中鲤鱼山分校教学楼、大门已竣工投入使用，综合楼、艺体馆
、宿舍楼已封顶，正在装修施工，运动场及围墙、看台等附属工程开
始施工，完成投资72%。

按序时进度

22 教育局 实施职专迁建工程。
连江职专项目教学楼、综合办公楼、实训楼、艺体馆、宿舍楼已封
顶，正在装修施工，水电管道预埋，完成投资68%；职专附属幼儿园
已封顶开始装修施工，完成投资62%。

按序时进度

23 卫健局
提升村级卫生所建设水平。新建、
改扩建村卫生所4家。

目前正在筹备中。 前期准备

24 卫健局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贴标准。
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
从每人每年6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65
元。

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贴标准已经提高到每人每年65元，目前
县级补助已下达1258万元，省级补助已下达2195.39万元。

已完成

25 民政局
推进养老服务工程建设。完成20所
农村幸福院建设。

已完成16个乡镇32个村上报农村幸福院工程建设申报材料，正进行实
地察看、核查申报村居等工作。

按序时进度

26 海洋与渔业局 继续实施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 截止5月底，县渔业互助保险共承保渔工3455人、渔船439艘。 按序时进度

27 计生协会

实施爱心保险。为农村18周岁以下
的独生子女户、二女扎户、和父母
未满49周岁的计生伤残、失独家庭
办理爱心保险。

已完成。共计投入54.92万元为9422户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购买
2020年爱心保险，其中父母未满49周岁的失独家庭24户。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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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红十字会
继续实施城乡困难居民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基金。

截至5月底，已发放救助金五批283人，金额217.60万元。 按序时进度

29 卫健局
继续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
别扶助。

目前正在进行乡镇审核工作，计划于8月份完成一次性发放工作。 按序时进度

30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开展各类惠民演出、送戏下乡。开
展文化惠民演出15场、送戏下乡闽
剧公演30场。

已完成文化惠民演出招标方案等前期工作，正在启动招投标程序；送
戏下乡闽剧公演活动已向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申请复工复产，待审批通
过后即开展闽剧下乡演出。

按序时进度

31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提升改造健身工程。提升改造农村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20个。

已完成场地提升改造询价工作，正在启动招投标程序。 按序时进度

32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建设健身路径。更新、新建健身路
径80条。

已完成健身路径设备询价工作，正在启动招投标程序。 按序时进度

33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项目15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目前，全民健身活动暂缓开展。
因疫情

暂缓开展

34 市场监管局
治理“餐桌污染”，保障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治理工作已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开展。其中：结合“五一”节
开展复工企业食堂及餐饮单位食品安全检查；出动执法人员160人
次，检查我县辖区复学学校食堂26所，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170余
家，学校食堂餐饮环节抽检52批次；召开食品终端零售店“一证通”
业务培训会议，制作6000份相关“一证通”的宣传材料， 查办“一
证通”警告处罚的简易案件53起，立案查处1起食品批发户未按规定
建立电子台账、及时上传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一般案件；委托第三方
抽检机构在全县农贸市场、超市、学校食堂、餐饮店等开展检测；邀
请厦门斯坦道公司工程师对我县46台抽检仪器进行升级改造，对全县
12个基层市场所和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的检查人员开展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培训。

按序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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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安局
继续开展城市信息化建设工程。开
展四期项目建设，改造提升一期项
目。

第四期项目建设可研方案正在报福州市公安局审核；改造提升一期项
目可研方案已完成，建设费用正在报批中。

按序时进度

36 公安局
实施社会资源监控探头维保服务。
对各乡镇村居自建的高清探头进行
统一维护。

实施社会资源监控探头维保服务项目可研方案已完成，建设费用正在
报批中。

按序时进度

37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建地下停车泊位528个。

连江县文笔路单建式人防工程停车场已完成人防地下室底板、顶板的
施工，正在进行地下室桥架、通风及墙体油漆施工；温泉小学及幼儿
园项目（社会停车场）已完成主体结构 、模板支持体系拆除、外墙
防水层及土方回填；已完成顶板覆土，灰土层及沥青混凝土层施工；
已完成天棚刮腻子（第一道），地下室内功能房（配电房，排烟房）
砌体砌筑及天棚腻子；已完成部分消防管道安装。

按序时进度

38 发改局 新建充电桩100个。
我县新建100个充电桩项目统一设在丹凤东路污水厂东侧绿地停车场
内，目前已完成土地平整，准备进行设备安装。

按序时进度

39 交通局 更新农村客车。更新农村客车5部。 目前暂未有农村客车更新。 前期准备

40 气象局
开展便民天气查询工程。在县行政
服务中心安装便民天气查询打印机
。

已完成常用气象要素、证明类型、输出方式等相关内容的资料收集整
理，并对现有的其他业务便民打印机进行了解，正在对接安装相关事
宜。项目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气象资料查询一体机”设备与
系统开发，目前正在招标中。

按序时进度

41
造福工程罗山指挥

部

实施罗山安置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工
程。建设小区绿化、道路硬化及路
灯工程等。

已完成项目设计，正在编制、预算。 按序时进度

42
下宫乡、长龙镇、
东湖镇等有关乡镇

实施其它基础设提升工程。建设长
龙镇外沃进村道路，下宫乡饮水管
道工程，东湖镇罗山社区中心广场
等。

下宫乡新辉、可门村抗旱应急饮水工程，于2019年12月5日开工，
2020年5月5日全部完工，5月28日已验收通过；下宫乡初芦、江湾村
抗旱应急饮水工程，于2020年1月10日开工，4月15日全部完工，5月
28日已验收通过。长龙镇外沃进村道路工程已完成初步设计。东湖镇
罗山社区中心广场已经完成项目设计，正在编制、预算。

按序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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