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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办 公 室 文 件
融政办发〔2019〕27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 2019年市级重大项目

建设工作目标及职责分工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融水苗族自治县2019年市级重大

项目建设工作目标及职责分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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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 2019年市级重大项目建设工作
目标及职责分工方案

根据《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柳州市级层

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柳政办〔2019〕25号）

和《关于下达柳州市 2019年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目标

任务的通知》（柳发改重大〔2019〕8号）等文件精神，为确保

我县顺利完成 2019年自治区、市级重大项目投资任务，进一步

发挥重大项目建设在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支撑和关键保障作用，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县 2019年市级重大项目共 15项，投资工作目标 77122万

元，其中自治区重大项目 1项：三柳高速融安出口至龙宝大峡谷

公路（香粉—安陲段），计划完成投资 10000万元。各责任单位

具体年度工作目标及职责分工详见附件。

二、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狠抓项目落实

重大项目建设是实现全县经济稳增长促发展最直接、最快

捷、最有效的抓手。各责任单位要围绕全县部署的年度工作目标，

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及时将目标分解到具体项目，并采取切实措

施，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二）全力推进，狠抓投资落地

要按照“确保投产、加快续建、力促开工、做实前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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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对投产项目，要加快完成收尾工作量，确保

项目按期投产、建成投入使用；对续建项目，要加强施工组织，

增加设备人员投入，加大资金投入，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的基础上，加快进度，努力多完成投资工作量；对新开工项目，

要完善前期各类审批手续，落实建设资金，加快征拆进度，尽早

开工建设；对于预备项目，加紧策划和储备一批政府投资重大项

目，要做实做深前期工作，不断充实全县重大项目库。确保固定

资产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有质量、有效益、有速度，为稳增长提

供强大动力。

（三）强化服务，全程跟踪协调

坚持重大项目联合审批制度，健全重大项目专人全程跟踪报

告、多维联络、协调调度等有利于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的长效工作

机制，加强上下联动、部门协调，形成全县各级政府共同服务、

共同推进重大项目的服务机制和强大合力。各责任单位要主动加

强与业主沟通联系，及时掌握项目推进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分类

协调、分层解决项目建设推进中的审批、资金、征拆、土地、林

地等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条件。

（四）抓好前期，积极申报增补

按2019年计划，将分别在4月、7月、10月开展三批重大项目

增补及调整工作。各有关单位要围绕国家、自治区和全县“十三

五”规划，加快推进一批重大基础设施、产业转型升级、脱贫攻

坚、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重大项目的前期

工作，抓紧纳入增补计划，及时申报市级层面重大统筹推进重大



— 4 —

项目。各审批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缩短审批时间，强化资金、

土地等要素保障，发挥政策资源集聚效应，力争项目快审批、早

开工、多开工，充分挖掘项目投资潜力。

（五）督查督办，落实奖惩制度

各责任单位要认真对照全年工作目标，早谋划、早部署、早

安排，落实责任，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投资工作，力争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县委县政府督查考评和

绩效办公室、县发展和改革局、县重点项目办公室将加大对重大

项目推进情况的督查督办力度，实行每月通报制度。对领导不重

视、工作措施不力、项目推进缓慢的单位，将报请县人民政府对

有关单位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进行约谈，必要时予以全县通报批

评。对领导重视、措施有力、项目推进又快又好的单位，将予

以通报表扬。

（六）按时填报，及时反馈进度

各责任单位按照本次分解下达的工作目标完成项目建设投

资任务，按时抓紧时间在每月26日—30日登录柳州市重大项目库

系统（http://222.84.136.132:7001/ProMgrTH/）完成当月进度报

送工作。

联系人：韦芳凝，联系电话： 5122681，联系邮箱：

rsxxmb@163.com。

附件：融水苗族自治县 2019年自治区、柳州市重大项目建设工

作目标及职责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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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5月 23 日印发



附件

融水苗族自治县2019年市级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目标及职责分工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及内容 总投资
2019年         

计划投资
2019年建设内容

2019年1-3月份  
累计完成投资

项目业主及联系人 责任单位 备注

合计 426034.72 77122 10352

1 

三柳高速融安出
口龙宝大峡谷公
路（香粉-安陲
段）

二级公路，线路全长19.98公里。 29068 10000 完成主体工程量
50%。

1346.4 县交通局
韦  欣  13737256798 县交通局

2 
广西融水冠宇活
性炭5万吨/年活
性炭项目

建设年产1万吨医药用活性炭、年产2万吨竹质活性
炭、年产2万吨工业活性炭生产线。

20000 5000 场地平整及厂房建
设。

60

广西融水冠宇活性炭
有限公司
桂宋辉  

13928857155

县工管委办       
县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局

3 优能融水摩天岭
48MW风电场

24台2兆瓦风机，一座220KV升压站。 49447 5000 升压站及场内道路
施工。

900

柳州融水优能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张智勇  
18833390110

县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局

4 优能融水梓山坪
48MW风电场

24台2兆瓦风机 45136 5000 升压站及场内道路
施工。

400

柳州融水优能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张智勇  
18833390110

县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局

5 

广西主要支流柳
江防洪治理融水
县城区河道治理
工程

按20年一遇防洪标准新建防洪堤总长1.814公里、护
岸总长10.607公里，新建泵站、排涝闸各1座。

13513 4100 

终点新建C段外江防
洪堤490米，新建丹
江泵站、排涝闸各1
座。

1694
县水利局
粟宇苗  

18277270456
县水利局

6 融水县城九年义
务教育工程

新建两所小学：1.融水县水东新区第一小学：用地
规模39.06亩，总建筑面积1.06万平方米，办学规模
3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620人。                2.融水县
融水镇第七小学：用地规模42亩,总建筑面积1.44万
平方米，办学规模约49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200人
。

10377 7077 竣工 900 县教育局
覃美富  13687824867 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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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水县中医医院
老年病康复综合
楼及附属设施

新建业务用房26250平方米（地上19550㎡、地下
6700㎡）

10000 3000 开工建设，主体工
程完成70%。

403 县中医医院
唐祧琪  13878243668 县卫健局

8 
融水苗族自治县
人民医院妇产科
儿科综合楼项目

新建业务用房19500平方米（地上18000㎡、地下
1500㎡）

10000 3000 开工建设，主体工
程完成70%。

251
县人民医院

覃兰勇   
18977263107

县卫健局

9 融水县水东新区
综合开发项目

建设市民广场、城市公园及水东新区道路等。 15221 3300 竣工。 340 县城投公司
韦权峰  17777268215 县住建局

10 
荣途环保（融
水）城乡生活垃
圾资源化处理

项目总占地面积80.3亩。新建一座联合厂房、制肥
车间、污水处理区、仓库、科研中心、员工宿舍、
综合办公楼、农肥实验展示区等。

10520 5000 厂房建设。 500

广西融水荣途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覃  冰  13807726989    
吕星伟 17307727632

县城管执法局

11 融水三桥及连接
线工程

路线全长1742米，分为北岸连接线及南岸连接线。
其中融水三桥主桥长286米，引桥长100米，总长
386米；融水三桥北岸连接线北起于细鱼路，止于
融水三桥，长157米；南岸连接线起于融水三桥，
南止于社区北路，长1200米。

26188 5000 开工建设。 1020
县城投公司

 韦权峰  
17777268215

县住建局

12 
融水县贝江自来
水厂工程（第二
水源）

建设6.0x104m³/d取水泵站及净水厂各一座，建设
DN300-DN800输配水管道，总长29340米。

13098 5000 开工建设。 173 县自来水厂
文  斌  18978062918 县住建局

13 
融水县扶贫协作•
返乡创业园项目
（一期）

项目包括标准厂房、产品展示中心、污水处理厂、
孵化中心及园区配套道路5个工程，总用地面积
208556.96平方米（合312.85亩），其中:园区配套道
路用地面积36431.07平方米（合54.65亩）、非园区
配套道路用地面积172125.89平方米（合
258.20亩），总建筑面积100169.00 平方米。

27310 1145 开工建设，主体工
程完成15%。

308
县融创产业投资发展

公司
杨  耿  18076731194

县工管委办       
县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局       
县投促局

14 

融水益康元生物
中药萃取及功能
饮料大健康产业
项目

项目总占地200亩，分3期建设。项目建设时间本项
目分为三期，从第一期开工建设起2年内达到设计
产量。项目建成投产后，实现产值6.455亿元，提供
就业岗位100个，带动种植户3000户。

56000 2000 

完成土地证办理工
作，取得项目用地
批复；进行厂房建
设。

15

甘肃益康元生物科技
工程有限公司

董   静   18867089755
胡旌密  18867004228

县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局       
县投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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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贝江苗寨特色旅
游小镇

项目总占地面积336亩，总建筑面积126998.24平米
。其中多彩旅游环线3500米、综合服务区91亩、苗
族商业区66.75亩、百节文化区33.45亩、茶山竹海
养生区144.8亩。综合服务区主要包括停车场、入口
标识人行桥、蜡染体验区、游客服务中心、百节小
镇展览馆、苗乡酒店；苗族商业区主要包括特色商
业街、特色美食街、苗头宴舞主题餐厅、酒文化街
、苗乡创客街、苗寨客栈街；百节文化区主要包括
百节文化广场、剧场、斗马场、戏台；茶山竹海养
生区主要包括茶竹天街、苗医养生馆、竹海迷宫、
茶竹餐厅、竹海度假屋、茶山竹海影视基地。

90157 13500 开工建设,主体工程
完成15%。

2041.6

融水县元笙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覃少喆    

13481100687

县文体广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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