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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政办发〔2022〕31 号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示范区管委会，县直有关单位：

《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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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关于稳增长的系列决策部署和全

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恢

复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

加力推动项目建设赶进度、解难题、求实效，奋力完成全年经济

发展目标,根据《晋城市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实施方案》，结合

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紧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2022 年度投资增长 12%的目标不

动摇，聚焦推动投资指标尽快达到序时进度和形成更多实物工程

量，对标找差，各负其责，完善落实我县推动有效投资重要项目

协调机制，开展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三季度末全

县年度建设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 80%以上，省市重点工程投资完

成率达到 85%以上，下半年全县完成投资 14 亿元以上。

二、任务举措

(一)提速农业农村投资。加快中央预算内农林专项资金支出

进度。9 月底前推动全县 7.3 万亩高标准农田开工建设；年底前

完成 8 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库、国省造林 2200 亩（其中：黄

河和黄河流域防护林屏障建设工程 1000 亩，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人工造林工程 1200 亩）及蚂蚁森林造林 5000 亩，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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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旅游公路环线乡村振兴示范十大精品片区中的松庙、横水片

区基本建成，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环线乡村振兴示范带完成投资 4

亿元以上。加快推进双 10 万亩连翘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进度。全

年一产投资增长 10%，达到 4.57 亿元。（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

局、县林业局）

(二)加快水利投资。统筹用好中央、地方水利资金及金融资

金，加快水旱灾害防御、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水生态修复治理等

领域项目建设。9 月底前东双脑调水工程完成入统；10 月底前六

泉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 90%；11 月底前农村

供水保障工程主体完工。全年力争完成水利投资 1.18 亿元以上。

（责任单位:县水务局）

(三)扩大综合能源投资。积极争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专项债券等资金。年底前 5 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项目完成

投资 0.42 亿元；10 月底前苏村煤业有限公司矸石充填开采项目

完成入统。全年完成能源投资 0.8 亿元以上。（责任单位:县能

源局）

(四)抓好制造业投资。加快推进年产 1000 万吨建筑骨料、

年产 30 万吨纳米碳酸钙、精细煤化工产品技术改造等总投资

16.8 亿元的 13 个产业链项目，确保生料磨系统节能降耗技改、

10 万吨纳米碳酸钙、余热发电系统升级改造、厂区信息化智能

化建设、179 平方米高炉及 21 万吨球墨铸铁管冶铸一体化迁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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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年内建成投运，全年完成投资 4.9 亿元。9 月份礼杨工业

集聚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投产试运行，完成投资 2.8 亿元。全

年示范区已签约项目开工率达到 50%以上。全年完成制造业投资

10 亿元以上。(责任单位:县工信局）

(五)全力稳住房地产投资。充分发挥房地产稳定投资大盘作

用。9 个房地产项目力争 9 月底前完成 6.25 亿元；瑞凤宏泰住

宅小区建设项目年底之前完成入统。力争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

成 13.18 亿元以上。（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六)加快综合交通投资。积极对接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年底前太行一号国家旅游公路夺火至玛琅山段、

甘河至紫霞关隧道连接线及五大配套系统工程共完成投资 2.8

亿元，国道 207 线长治晋城界至陵川段升级改造工程一级路段基

本建成；9 月底前甘井掌至潞城路面改造工程、农村公路提质改

造项目完成入统。全年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3.1 亿元。（责任

单位:县交通局）

(七)稳住市政基础设施投资。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资金。年

底前 2022 年县城集中供热供气扩面工程完成投资 0.17 亿元；县

城东北片区新建污水管网工程完成 5 公里；城北社区棚户区改造

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完成投资 1.5 亿元以上；10 月底前常乐路

建设工程、望洛北路改造提升工程完成入统。全年市政基础设施

投资完成 2.3 亿元以上。（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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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根据省市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的实施意见》，组织开展稳民间投资

专项行动，政府部门入企帮扶民营企业。落实《山西省鼓励公共

资源特许经营事项目录指引(2022 年版)》，引导民营企业在 17

个领域积极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开展项目投资建设。(责任单位:

县发改局)

(九)开展应开未开重点工程起底活动。以三季度末为节点，

全面起底未按期开工的重点工程项目清单,找准中梗阻,按照事

权交办相关政府部门有效协调解决,力争 9 月底重点工程项目开

工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十)开展前期手续集中办理活动。三季度积极开展第三批前

期手续办理攻坚行动，协同相关部门开展集中办公，全力推动中

润废铝回收与综合利用、精良钙业年产 30 万吨纳米碳酸钙、90

平方米烧结机烟气深度治理技术提升改造等 10 个项目前期手续

加快办理。四季度组织开展重大项目手续集中办理冬季行动,对

年底前及 2023 年一季度计划新开工的项目进行清单管理、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加快项目立项、征拆、土地、环评、能评、工

程规划、施工等手续办理。(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行政审批

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能源局、县住建局)

(十一)强化环境用能保障。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对我

县公路、水利水电、抽水蓄能、风光等项目，在严格落实各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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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防治措施基础上，环评审批可不与污染物总量指标挂钩。对

不涉及环境敏感区域的 15 大类、40 小类行业项目，豁免环评手

续办理。合理弹性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实施分类节能审查措施，

完善能耗替代机制,合理扣减原料用能,开辟节能审查“绿色通

道”,助力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实施。（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

(十二)强化用地保障。在国土空间规划批复前，经依法批准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继续执行。超出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乡规划的项目,通过衔接“三区三线”等国土空间规划管

控要求，可采取预支规划规模的方式保障用地。对党中央、国务

院以及国务院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工作协调机制确定的国家

重大建设项目，允许以承诺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承诺政策有

效期至 2023 年 3 月底)。提速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土地征收转

用、供应等审批事项。允许光伏复合项目灵活用地，对利用符合

政策的农用地布设的光伏方阵、采用直埋电缆方式敷设的集电线

路，可不改变原用地性质。(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十三)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抢抓国家再增 3000 亿

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资金额度重大机遇，加快做好后续项目梯度

储备申报。用好国家调增政策性银行 8000 亿元信贷额度，积极

对接商业银行抓紧提供配套融资。(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十四)加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持续抓好 2022 年全省已发

行 1.6 亿元专项债券支出使用,坚持“一周一督办”“一周一调

度”“一周一通报”，督促指导礼杨工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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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建成投运。积极争取并依法用好国家 5000 亿元专项债结存限

额，及时做好项目准备和申报工作。(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财

政局)

(十五)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制定全县统一的整合打捆项

目争资争项清单，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车购税资金等争取力度，

精准对接。抢抓国家支持发展抽水蓄能政策机遇，积极推动洪河

头 29 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县财政局)

(十六)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加大重大项目前期费用申报力度，

对标国家政策支持范围和各类资金来源属性和申报要求,提早建

立、做大做实 2023 年建设项目、重点工程、专项债券项目、中

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四张清单”。(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树牢“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第一

支撑”鲜明导向，切实做到思想认识、指挥调度、解决问题、保

障措施、优化环境、责任落实“六个要到位”。9 月下旬开始，

县处级领导按照《关于县处级领导包联推进重点工程项目的通知》

要求，带队实地督导重点工程建设和投资完成情况。县政府即时

组建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服务工作组，由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带

队，与建设单位积极对接,协调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变

被动、坐等服务为主动、超前服务，助力项目快速推进，为固定

资产投资提供强力支撑。

(二)压实目标责任。县发改局牵头细化分解下半年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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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压实各方责任。农业农村局、工信局、交通局、住建

局、能源局等部门要将本行业领域完成投资目标任务分解细化到

月、落实到具体项目。

(三)抓实调度通报。用足用好重点工程项目调度工作机制,

每半月召开一次全县重点工程项目调度会。了解各项目投资运行

和建设情况，协调解决梗阻难题，每月量化排队通报投资项目指

标完成、2023 年项目谋划储备等情况。

(四)做好统计工作。确保新开工项目及时入库，在库项目及

时入统,准确反映实物投资量。每月中旬采取形象进度和财务支

出相结合的方式,强化项目实物工程量调度，切实做到应统尽统。

积极推动房地产已支出土地款加快入统进度。采取项目整合、整

县推进等方式，有效破解农业农村投资项目体量小、难以达到入

统标准等问题。

(五)强化考核奖惩。对 2022 年投资项目工作成效突出的项

目单位给予项目前期费、用地计划指标等奖励。对工作不力、主

要指标排名靠后的要通报约谈。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抓项目促投

资稳增长的浓厚氛围。

附件：1.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未入统项目清单

2.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加快推进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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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未入统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责任

单位

总投资

（万元）
备注

1
2022 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农业农村局 7500 11 月

2
生态清洁小流域

治理工程
水务局 700 10 月

3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水务局 1200 11 月

4 东双脑调水工程 水务局 38562 9 月

5
苏村煤业绿色开采

矸石充填项目
能源局 6493 10 月

6
洪河头 29 万千瓦

抽水蓄能项目
能源局 300000 前期

7
甘井掌至潞城路面

改造工程
交通局 2524 9 月

8
礼义东环路提升

改造工程
交通局 900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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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未入统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责任

单位

总投资

（万元）

备注

9 瑞凤宏泰住宅小区 住建局 8596 10 月

10 常乐路建设工程 住建局 550 10 月

11
望洛北路改造提升

工程

住建局 1200 10 月

12
“平安陵川”治安视

频监控系统扩容建

公安局 600 9 月

13
古郊乡派出所业务

用房建设项目

公安局 600 10 月

14
殡仪馆和骨灰堂边

坡治理项目
民政局 1290 年底前

15
党政专用通信二级

网业务用房建设项

目

县直属机关

事务服务中

700 10 月

16 REDOX 脱硝改造项目 工信局 2450 年底前

17
煤磨系统节能环保

技术改造项目
工信局 1000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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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加快推进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责任

单位

总投资

(万元)

年度计

划投资

备注

1 智能化掘进工作面建设 能源局 4200 4200

2
生料磨系统节能

降耗技改项目
工信局 2500 1500

3
10 万吨纳米碳酸钙

生产线节能技改项目
工信局 3160 3160

4
余热发电系统升级

改造项目
工信局 1850 1500

5
厂区信息化智能化

建设项目
工信局 1000 600

6
年产 4 万吨螯合剂系列产

品清洁生产项目
工信局 15000 11000

7
年产 30 万吨纳米

碳酸钙项目
工信局 18000 2000

8

179平方米高炉及21万吨

球墨铸铁管冶铸一体化迁

建项目

工信局 35000 22000

9
礼杨工业集聚区标准化

厂房建设项目
礼义镇政府 31682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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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新闻单位。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月 6 日印发

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加快推进
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责任

单位

总投资

(万元)

年度计

划投资

备注

10

太行一号国家风景道陵川

境内（夺火至玛琅山段）

路面改造工程项目

交通局 6750 6750

11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甘河至

紫霞关隧道连接线路面

改造工程

交通局 1228 1228

12 农村公路提质改造项目 交通局 5000 5000

13
2022 年县城集中供热供气

扩面工程
住建局 2824 2824

14
县城东北片区新建污水

管网工程
住建局 7494 3000

15
城北社区棚户区改造及基

础设施配套项目
住建局 35900 12000

16
国道 207 线长治晋城界至

陵川段升级改造工程
公路段 60232 12000

17 蚂蚁森林建设项目 林业局 522 522


	陵政办发〔2022〕31号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陵川县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