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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康市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2021 年重点工程项目表

备注：本表所列重点工程均为《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2019-2023 年）的通知》中确定的创建重点项目，

建设年限自 2019 年起至今，如项目建设内容已完成，需规范收集项目印证资料。

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责任单位

生态空间

1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实施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继续禁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对工程区内天然林实行全面有效管护，加快宜林荒山

荒地造林，积极推进国有林场改革，完善林场职工“五险一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完成天然林保护工程

建设任务 155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15 万亩，飞播造林 90万亩，封山育林 50 万亩。

安康市林业局

2
石泉县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项目

全面完成两河镇、迎丰镇、中池镇、喜河镇、后柳镇、池河镇、饶峰镇 928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通过新

建小型拦河坝、临河田坎、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提高基本农田利用效率。
石泉县政府

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全面完成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25km
2
。 岚皋县政府

4 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持续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 平利县政府

生态经济

5 苗木花卉
围绕林业发展，强化种苗工程，重点打造“月河川道一带多点”苗木花卉产业聚集区，规划期内苗木花卉基地

面积达 1.8 万亩，年育苗面积 1000 亩以上，争创省级苗木花卉示范县。以上任务 2021 年底前全面完成。
汉阴县政府

6 县产业扶贫建设项目

建设拐枣种植基地 2万亩，研发拐枣系列产品。建设花椒种植基地 2万亩，引进烘干筛选生产线。建设黑黄豆生产

基地 1万亩，引进加工生产线，开发生物药膳食品。建设良种桑基地 1万亩，改造桑园 2万亩，建设标准化蚕室

3000平方米。建设茶叶生产基地 1万亩，改造茶园 2万亩，引进加工生产线。在汉阳、漩涡等镇订单发展羊肚菌

种植基地 1000亩，配套建设大棚、烘干、冷藏设施。以上任务2021 年底前全面完成。

汉阴县政府

7
石泉即食黄花菜加工项

目

项目占地面积 25 亩，建筑面积 11200 平方米，新建加工车间 800 平方米、无尘包装车间 600 平方米，仓储库房

1000 平方米，气调库 1000 平方米，晒场 6000 平方米，综合办公楼 1200 平方米，生活宿舍区 450 平方米，产品

展示厅 150 平方米，配套建设水、电、路、气绿化、环保等基础设施，购置黄花菜生产加工相关设备 15台(套)，

配套建设黄花菜种植基地，以上任务全面完成，并持续巩固提升。

石泉县政府

8
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建

设

宁陕县域工业集中区和宁陕“飞地经济”产业园区建设，着力壮大循环经济工业园区。2021 年底前县域工业集

中区完成投资 5000 万元，“飞地经济”产业园区完成投资 30000 万元。
宁陕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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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责任单位

生态经济

9
紫阳县富硒魔芋加工体

系建设

建设魔芋初制加工厂15个、精深加工厂1个，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及魔芋产品研发中心；瓦庙、高滩、洄水、毛坝等10个镇

发展魔芋种植5万亩。
紫阳县政府

10
紫阳县擂鼓台国家森林

公园建设

占地8775亩，主要建设内容：1、景区建设：土地庙、灵官殿、月老殿、娘娘庙、财神殿、真武庙等21处景点建设及万亩

古梯田农业观光综合体；2、配套设施建设：生态木栈道、护栏、玻璃栈道、龙泉、房车营地、旅游步道、索道缆车、供电

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以上任务 2021 年底前全面完成。

紫阳县政府

11 南宫山 5A 景区 全面完成建设客运索道，步道升级改造和游览线路优化，停车场扩容，大雄宝殿建成投用。 岚皋县政府

12

岚皋县富硒产业园（扶

贫搬迁就业产业园）建

设项目

完成新建猕猴桃8000亩和茶叶种植基地5万亩。完成富硒产业园建设任务，建设加工车间、分拣车间、气调库、宿办楼，

配套建设给排水、道路、绿化亮化等附设属工程。
岚皋县政府

13
畜禽生产污水无害化处

理
在养殖场区建立污水、污物处理设施，实施无害化处理，达标排放。 岚皋县政府

14 秦汉古茶生产线 全面完成建设茶叶标准化生产厂房3000平方米，秦汉古茶生产线2条，订单生产基地2万亩。 平利县政府

15
镇坪县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排污处理建设项目
全面完成全县30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粪污三级沉淀池、干粪发酵大棚和死猪无害化处理池。 镇坪县政府

16 生态养殖项目 全面完成全县5万亩特色无公害水产项目、100万羽以上特种禽生态养殖。 旬阳县政府

17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工程
全面完成10万亩优质烟叶、7万亩魔芋、1万亩设施蔬菜、5万亩特色中药材、5万亩红薯、10万亩特色无公害水产、60万

亩油桐等十大基地建设。
旬阳县政府

18 汉江白河水电站建设 2021年底前全面完成建设汉江白河水电站水能源开发利用项目。 白河县政府

19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和节

能审查工作
完成对陕西鑫源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省级强制清洁生产。 旬阳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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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责任单位

生态环境

20
龙须沟生态清洁型小流

域
全面完成综合治理面积6.5km²,生态修复面积3.5km²。 汉滨区政府

21
月河、黄洋河、吉河等

河流生态修复保护

全面完成污染综合整治、水源涵养及库区水土流失治理、水资源配置工程、景观生态建设、生物工程、生态岸线建设工程、

水污染防治与水质、河道疏浚工程、水生生物生境保护与修复专项整治工作。
汉滨区政府

22

安康市机动车遥感监测

设施及安装和遥感监测

平台建设项目

建成省市界高速卡口建设 3套固定式遥感监测设施，利用南水北调应急处置平台建设遥感监测平台。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

23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

程

实施污染工业企业、工矿废弃场地、尾矿库等土壤污染治理工程。2021 年底前全面完成县域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
汉阴县政府

24
县城河道治理及防洪工

程
全面完成县城莲花池上段沿河两岸河堤 6400 米及河道清淤治理工程。 岚皋县政府

25
南江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流域治理）
全面完成新建清洁流域 3个，治理面积 50 平方公里。 镇坪县政府

26
南江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综合整治）
全面完成南江河水环境安全综合整治。 镇坪县政府

生态生活

27 绿色建筑推进工程
制定完善绿色建筑相关法规，出台《安康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大力宣传推广建设绿色建筑，扩大绿色工

程建筑设计，提高建造和运营的政府补贴力度。
安康市住建局

28 城镇生态公厕建设 全面完成新建、改造城区公厕和集镇生态公厕 55 个。 安康市住建局

29 农村改厕项目（旬阳县） 新建卫生厕所户数 1.8万户。 旬阳县政府

30
农村改厕项目（恒口示范

区）
全面完成改造无害化卫生厕所 10790 户。 恒口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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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责任单位

生态生活

31 江南再生水厂建设项目 全面建成江南再生水厂：占地 123 亩，新建土建 8万吨/日，设备安装 6万吨/日的下沉式再生水厂。 安康市住建局

32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2021 年底前完成、江南和江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江北污水处理厂扩能、江南污水处理厂东片区配套管网、

江北污水处理厂张岭片区配套管网等工程。中心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 95%/85%。
安康市住建局

33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汉阴县）

集镇污水处理总能力达到 21600 吨/日，建设管网 69.27 公里。2021 年底前完成该工程建设项目。 汉阴县政府

34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石泉县）

年底前完成全县14个污水处理项目（11个镇污水处理厂和城西污水提升泵站、县城改扩建工程、县城污水处理B级升A级提

标升级工程）建设任务，总占地面积93.33亩，总污水处理能力近期到2020年3.1万吨/天，远期到2030年3.57万吨/天，概

算总投资2.78亿元（包括县城污水厂一期投资6505万元）。处理模式均采用A2/O工艺，出水水质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石泉县政府

35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紫阳县）

升级改造县城污水处理厂，新建县城江南新区、任河嘴新区、西门河新区和 12 个集镇污水处理厂及污泥处置设

施、新建 8处区域性生活垃圾处理厂 (覆盖全县 17个镇)，购置垃圾车 50辆;新建 17座建筑垃圾填埋场。2021

年底前完成工作任务的 70%以上。

紫阳县政府

36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岚皋县）

2021 年底前完成建设民主镇、佐龙镇、石门镇、大道河镇、堰门镇、蔺河镇、官元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厂区全部土建工程、设备购置和安装工程以及道路、绿化等其他附属工程建设。
岚皋县政府

37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平利县）

全面建成平利县广佛镇、老县镇、长安镇、八仙镇污水处理厂项目。 平利县政府

38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镇坪县）

全面完成对现有日处理能力为 0.5 万吨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项目建成后，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年减排 COD750 吨。
镇坪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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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责任单位

生态生活

39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旬阳县一）

2021 年底前完成旬阳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16 个集镇和 22个移民安置区建设污水处理工程。 旬阳县政府

40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旬阳县二）

2021 年底前完成包括神河镇、棕溪镇、赤岩镇、段家河镇、构元镇、双河镇、甘溪镇等 7镇的污水处理工程。 旬阳县政府

41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旬阳县三）

2021 年底前完成包括 8个集镇（仙河、金寨、红军、赵湾、桐木、麻坪、石门、仁河口）以及 47 个社区污水处

理工程。
旬阳县政府

42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

（白河县）

建设集镇、生态新村污水处理及污水管网等配套设施工程，2021 年底前完成工程进度 80%以上。 白河县政府

43 安康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全面完成建设总规模 2000t/d 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规模 1200t/d)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综合管理楼、垃圾焚烧

发电车间、渗滤液处理站、烟气净化设施、废渣处理站、污染干化处理、在线监测系统等工程。
汉滨区政府

44
白河县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
全面完成新建及改造提高各镇安全饮水设施，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白河县政府

45 白河县城供水扩容提升 全面完成白河县城老旧供水管网进行提升改造。 白河县政府

46
汉阴县人居环境改造提

升项目

2021 年底前完成建设无害化日处理 30 吨生活垃圾的处理设施两座、垃圾中转压缩站 20吨/天 4座，新增垃圾转

运车及垃圾箱，改造县城区垃圾压缩转运站等。实施 3万余户旱厕户、无厕户厕所改建。
汉阴县政府

47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全面完成对全县 12 个镇进行环境综合整治。 岚皋县政府

48 农村综合整治（石泉县） 全面完成全县各村污水与垃圾收集处理、土壤生态修复、畜禽污染防治等综合整治。 石泉县政府

49 农村综合整治（镇坪县） 全面完成全县农村污水、垃圾综合治理。 镇坪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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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责任单位

生态生活

50 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完成县城道路、电力、饮水、厕所、停车场、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加强相关旅游休闲配套设施建设。
岚皋县政府

51 水源保护工程（岚皋县） 全面完成四季河植树、封山育林年度指标任务。 岚皋县政府

52 水源保护工程（旬阳县）
2021 年底前完成建设 22 个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以及污染源清理整治、标识设置及防护隔离工程、环境风险管理

等。
旬阳县政府

53
镇坪县城供水净水厂工

程
全面完成新建净水厂 6座，改造饮用水设施日处理能力 1.15 万吨。 镇坪县政府

54

镇坪县集镇、新社区、

移民安置点饮用水净水

厂工程

全面完成新建净水厂一座，改造饮用水设施日处理能力 1.1 万吨。 镇坪县政府

55 新建村镇供水工程
全面完成城关镇文彩、新华联村、城关镇白家、曾家、洪石联村、钟宝、金岭、民主联村、牛头店、上竹集镇、

华坪、曙坪镇亮垭、马镇联村、曙坪镇桃园、联合村、曙坪镇大树、双坪联村供水工程项目。
镇坪县政府

56 改造提高村镇供水工程 全面完成联合集中安置点等 30 个安置点各建设净水厂 1座、消毒设施 1套任务。 镇坪县政府

57
镇坪县城雨污分流管网

项目

全面完成新建雨污分流管网，污水主管 6000 米，检查井 100 座，污水井 200 座;雨水管 6500 米，检查井 130 座，

污水井 225 座。
镇坪县政府

58 农村污水管网截流工程 建设农村污水截流管网 80 公里，收集井 260 座工程项目，2021 年底前完成工程任务 80%以上。 镇坪县政府

59 县城排水管网项目（一）
全面完成县城向钟宝方向新建排水管网 1000 米，检查井 20 座，雨水井 35 座:县城向上竹方向新建排水管网 1200

米，检查井 24 座，雨水井 40座；县城向小河村供水源处新建排水管网 1000 米，检查井 20座，雨水井 35 座。
镇坪县政府

60 县城排水管网项目（二） 全面完成新建排水管网 3200 米，检查井 64座，雨水井 110 座。 镇坪县政府

61
旬阳县乡村振兴示范镇

项目

建设美丽集镇，全面完成新修河堤 3000 米;建设大金河拦水坝，治理集镇防洪防汛山洪沟 6 条，实施集镇街道

美化、亮化、绿化；建设金寨游客接待中心及广场 5000 平方米；绿化美化 30 公里金张道路;建设社区移民搬迁

安置省级示范小区；改造特色民居 1000 户；建设金寨镇垃圾、污水处理场；创建县级农业园区 10 个、市级农

业园区 4个、省级农业园区 2个。建设千米“三治融合”宣传文化长廊。

旬阳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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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责任单位

生态制度

6
推进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区）创建工程
落实安康市各县(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 各县区政府

63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镇创建工程
编制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方案，并推进工作落实。 各县区政府

生态文化

64 环境宣教能力建设 完成安康市环境宣教能力标准化建设。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

65
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生态

文明建设培训
积极组织安康市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生态文明专题培训、辅导报告、网络培训等。 安康市委组织部

66 宁陕县工程项目建设
根据宁陕县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规划，制定《宁陕县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2021 年重点工程项

目表》，按照创建时间节点，有力有序推进。
宁陕县政府

67 高新区创建工作
严格按照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 18 项指标任务，制定 2021 年度工作目标，强力推进辖区内 49 个村的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村创建工作。
高新区管委会

68 恒口示范区创建工作

制定 2021 年度工作目标。严格按照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 19项指标任务，抓好恒口镇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镇创建工作；严格按照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 18 项指标任务，抓好辖区内 80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创建

工作。

恒口示范区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