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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沁政办发〔2022〕18 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沁水县 2022 年省市县重点工程

项目名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根据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城市 2022 年省市

重点工程项目名单的通知》（晋市政办〔2022〕8 号），涉及我

县 38 个，其中建设项目 30 个，前期项目 8 个。现印发给你们，

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压实工作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项目是第

一支撑鲜明导向，切实把项目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以强

有力的政治执行力狠抓任务落实。乡（镇）要落实属地责任，

行政主管部门要落实行业管理责任，加强对项目工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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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项目工作格局。

二、优化调度管理。对重点项目将实行“一图三单四制”

和蓝黄红“三色”管理，以“图”管项目、抓项目、推项目。

将逐项逐月分解细化目标任务，专班推进、专人负责，做实项

目调度推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三、强化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

走。审批部门要充分发挥集成效应，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提

高审批效率。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财政、金融等要素

资源保障部门，要按照“有限资源保重点”的要求，主动对接

项目，努力把有限的土地、资金、环境容量等要素向重点工程

倾斜、集聚，为项目加快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四、严格督查问效。坚持“两办”督查、部门监管、媒体

曝光、纪委监委监督相结合，运用 13710 系统、专项督查、日

常检查等方式，加强跟踪督办、强化督查问效，推动项目建设

跑出“加速度”。

附件：沁水县 2022 年省市县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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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沁水县 2022 年省市县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责任单位 建设地点 备注

合计（38个）

（一）省级重点（7个）

1 马必区块南区煤层气资源开发项目 续建 县能源局
龙港镇

郑庄镇

2 京津冀 LNG 调峰储备中心项目 续建 县煤投公司 端氏镇

3 郑庄区块 5.5 亿方产能开发调整项目 续建 县能源局
龙港镇

郑庄镇等

4 东大矿井及选煤厂项目 续建 县能源局 郑庄镇

5 里必煤矿及选煤厂项目 续建 县能源局 龙港镇

6 沁水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前期 县水务局 龙港镇

7 省道 366 老马岭至杨河桥改建工程 前期 县交通局

龙港镇

郑庄镇

端氏镇

胡底乡

（二）市级重点（13个）

8 郑庄矿井及洗煤厂项目 续建 县能源局 郑庄镇

9 潘庄区块煤层气资源开发项目 续建 县能源局 嘉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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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责任单位 建设地点 备注

10 沁水大医院建设项目 续建 县住建局 龙港镇

11 国能沁水 200 兆瓦光伏项目 新建 县能源局 龙港镇

12
国家电投山西沁水 100 兆瓦地面集中

光伏项目
新建 县能源局 十里乡

13 粤电沁水 100 兆瓦平价光伏项目 新建 县能源局 十里乡

14 国电投沁水二期 80兆瓦光伏项目 新建 县能源局 端氏镇

15 龙源北纬沁水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县能源局
十里乡

柿庄镇

16 金风天翼沁水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县能源局 十里乡

17 杰诚沁水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县能源局 柿庄镇

18
金驹煤电化公司常店 6MW 分布式瓦斯

发电项目
前期 县能源局 郑村镇

19
金驹煤电化公司东大 6MW 分布式瓦斯

发电项目
前期 县能源局 郑庄镇

20

晋能控股东大郑庄专用铁路与中煤华

晋集团晋城能源有限公司里必煤矿铁

路专用线

前期 县发改局 郑庄镇

（三）县级重点（18个）

21 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 续建 开发区 胡底乡

22 煤层气产业综合实训基地项目 续建 县煤投公司 嘉峰镇

23 碳基新材料示范基地项目 新建 开发区 胡底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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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责任单位 建设地点 备注

24 沁水矿区加密井项目（二期） 续建 县能源局 嘉峰镇

25 鹏飞城隍庙商业广场项目 续建 县自然资源局 龙港镇

26 60 万方煤层气液化项目 续建 嘉峰镇 嘉峰镇

27 中药材产业基地项目 续建 端氏镇 端氏镇

28
里必煤矿瓦斯发电公用电厂工程

（一期）
续建 县能源局 龙港镇

29 玉皇山外环路工程 续建 县住建局 龙港镇

30 南山道路工程（二期） 续建 县住建局 龙港镇

31 沁水东连接线交通枢纽工程 新建 县住建局 龙港镇

32 新建党校工程 新建 县住建局 龙港镇

33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

工程
新建 县水务局

郑庄镇

端氏镇

嘉峰镇

34
太行板块旅游公路吕村至四十亩段

工程
续建 县交通运输局 郑庄镇

35 蜜蜂小镇建设项目 续建

龙港镇

县园林绿化

服务中心

龙港镇

36 2022 年森林城市创建乡村绿化项目 新建 县林业局 相关乡镇

37 定都小学二期建设项目 续建 县教育局 龙港镇

38 沁水中学整体建设提升改造项目 新建 县教育局 龙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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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

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县属各事业单位，各驻县单位。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