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3年银川市本级政府资金第一批投入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责任单位 备注

合计 65 1289615 489467 

续建 32 1152678 433092 

新建 33 136937 56375 

一产项目 7 9344 4228 

续建 2 3185 750 

新建 5 6159 3478 

林业项目 7 9344 4228 

续建 2 3185 750 

1

2022年银川市城市道路
景观林带建设项目-团结
路（民悦街-正源北街）

林带绿化工程

续建
团结路（民悦街-正源北
街）中间53米

建设总面积61134平方米，其中中央绿化带面积
58206平方米，分车带及行道树面积4928平方米。

2022-
2024 2458 400 市园林管理局

2 宝湖路等3条城市道路

配套绿化项目
续建

宝湖路（正源街-亲水街）
、新华街（民族街-凤凰
街）、贺兰山路（宏图街-
西绕城）

3条城市道路配套绿化项目总面积20651平米，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节灌工程、绿化工程

2022-
2024 727 350 市园林管理局

新建 5 6159 3478 

3 清净巷与四排沟道路配
套绿化项目

新建
兴庆区四排沟（清净巷—
雅和巷）段

全长843米，宽度4—12米不等，面积7214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括土方工程、绿化种植工程、节水灌溉
工程以及园林土建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206 100 市园林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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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责任单位 备注

4
2023年城市道路配套绿
化工程—凤凰街等4条
城市道路配套绿化项目

新建

永安巷（林华巷-治平路）
、凤凰街（大连路-沈阳
路）、民族街（南熏路-上
海路）、尹家渠街（北京
路-贺兰山路）

包括道路分车带及行道树绿化工程，涉及道路总长
度6170米，建设总面积9640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

为土方工程、绿化工程、灌溉工程及土建工程等。
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368 180 市园林管理局

5
黄河路（满城街—湖畔

嘉苑北门）南侧林带建
设项目

新建
北邻黄河路，南靠湖畔嘉
苑，西临满城南街，东接
典农河滨水景公园

建设面积25525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

、绿化种植工程、节水灌溉工程、园林土建工程、
亮化工程、景观小品工程、海绵工程以及园林配套
小市政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909 549 市园林管理局

6 金凤十七路彩云街林带
绿化工程项目

新建

金凤十七路（彩云街—高

桥街）、彩云街（金凤十
七路—燕然路）东侧

占地面积14606平方米，总长约764.1米，其中彩云
街长361.6米，金凤十七路长402.5米。主要建设内容

为清除工程、土方工程、土建工程、绿化工程、灌
溉工程、海绵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296 175 市园林管理局

7 2023年银川城市小微公

园建设项目
新建

2023-
2025 4380 2474 市园林管理局

（1）
2023年银川城市小微公
园建设项目-国商南路小

微公园绿化工程
新建

国商南路与友爱街交叉口
东北角，西靠友爱街，南
邻国商南路，东接机动车
检测站，北边为空地

建设面积14249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土方工程、绿

化种植工程、节水灌溉工程、园林土建工程、海绵
工程、亮化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430 250 市园林管理局

（2）

银川市2023年园林绿化

项目小微公园建设项目
—九中东侧小微公园绿

化工程

新建
贺兰山路北侧，东至海珀
兰轩，西靠银川九中，北
临新建幼儿园

占地面积26493平方米，建设内容为土方工程、绿化

种植工程、节水灌溉工程、园林土建工程、海绵专
项工程、亮化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732 448 市园林管理局

（3）
2023年银川城市小微公
园建设项目-丽子园街长

城路北侧小微公园
新建

丽子园街以东，长城路以
北

公园占地12461平方米，建设内容为土方工程、绿化

工程、铺装工程、景观小品工程、给排水工程、电
气照明工程、海绵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457 286 市园林管理局

（4）
2023年银川城市小微公
园建设项目-大团结广场

南侧小微公园
新建

丽景街以东，银古公路以
南

占地面积24286平方米，建设内容为土方工程、绿化

工程、铺装工程、景观小品工程、给排水工程、电
气照明工程、海绵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797 458 市园林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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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性质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责任单位 备注

（5）
2023年银川城市小微公
园建设项目-银川市中医

医院东侧小微公园
新建

银川市中医医院东以东，
二排沟以西

建设面积21559平方米，建设内容为土方工程、绿化

工程、铺装工程、景观小品工程、给排水工程、电
气照明工程、海绵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597 249 市园林管理局

（6）
2023年银川城市小微公
园建设项目—丽银街小

微公园
新建

二排沟以北，碧桂园翡翠
湾小区以南，丽银街两侧

建设面积7651平方米，建设内容为土方工程、绿化

工程、铺装工程、景观小品工程、给排水工程、电
气照明工程、海绵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259 155 市园林管理局

（7）
2023年银川城市小微公
园建设项目—阅海万家

E区西侧小微公园
新建

大连路以南，阅海万家E
区以西，民悦街规划路以
东

建设面积20135平方米，建设内容为土方工程、绿化

工程、铺装工程、景观小品工程、给排水工程、电
气照明工程、海绵工程等。养护期为2年。

2023-
2025 1108 628 市园林管理局

三产项目 58 1280271 485239 

续建 30 1149492 432342 

新建 28 130778 52897 

水利项目 8 63309 39437 

新建 8 63309 39437 

8
银川市第二第四污水处
理厂片区河湖生态再生

水利用工程
新建

阅海湖环湖公路以北，北
绕城高速以南，西湖沟以
东，平阅公路以西

新建潜流及表流人工湿地，处理规模5.45万方，利

用二、四污尾水作为湿地水源，输水至湿地净化，
出水水质达到地表IV类标准向阅海湖补水，建设内
容包括生态滞留塘0.38公顷，人工湿地总面积 27.88
公顷，配套管理房及监测房等，阅海湖出口处设置
防水涵闸1座

2023 13164 8051 市水务局

9
银川市第六污水处理厂
片区再生水生态利用工

程
新建

金凤区中北部花博园北侧
片区

利用花博园现有水系湿地，新建或改造为功能性潜
流及表流湿地，将六污尾水通过已建管网排至湿地
进行深度净化后用于周边河湖补水、园林绿化及城
市杂用，主要建设内容为潜流及表流湿地净化系统
、再生水回用建设工程(包括管理用房一座、新建清
水池、配电室、吸水井等)。

2023 7434 4495 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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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责任单位 备注

10 银川市南部再生水河湖
生态利用工程（一期）

新建

金凤区南部桑园沟、芦草
洼滞洪区，银川兴庆区南
部永二干沟、阁第湖等现
状水系范围内

利用第七污水处理厂、第一再生水厂尾水，通过桑
园沟、永二干沟等沟道输水，构建银川市南部再生
水河湖生态补水体系，保障南片区阁第湖、章子湖
等河湖生态用水。

2023 4454 2743 市水务局

11
银川市贺兰山东麓防洪
体系建设-第一至第三拦

洪库提标改造工程
新建

贺兰山东麓南至银川市永
宁县腰石井沟，北至银川
市西夏区山嘴沟

以提升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标准为目标，连通第一
、二、三拦洪库，调配使用库容，提高拦洪库蓄洪
能力，标准化生态化拦洪库。对沿线山嘴沟导洪堤
、北三支沟实施加固工程，对沿线沟道疏通提标。

2023 18046 14000 市水务局

12

银川市重点入黄排水沟
（第二排水沟及四二干
沟下游段）水环境综合

治理示范项目

新建
兴庆区、金凤区第二排水
沟及四二干沟建成区外至
入黄段

对第二排水沟下段20公里、四二干沟下段25公里实
施阻水段疏浚、岸坡生态缓冲带种植约80.24ha拦截

净化面源污染。对第二排水沟入黄湿地水域生境修
复。配套现代化水质水量监测设施。

2023 14766 7558 市水务局

13 芦花沟下段片区沟道治
理工程

新建 西夏区、金凤区北部
围绕芦花沟流域泄洪能力不足、排洪节点不畅等突
出问题，对芦花沟流域全段包括马鹤湾沟、西大沟
泄洪闸段、四二干沟金凤段进行系统治理。

2023 4092 2100 市水务局

14 西湖挡浸沟治理工程 新建 阅海国家湿地公园西侧
整治沟道9675m，拆除新建3座桥梁，对四二干沟总
长约926m沟道进行清淤疏浚。

2023 1124 420 市水务局

15 凤凰公园与典农河水系
连通改造工程

新建 凤凰公园绿化带内
建设一体化提升泵站1座，配套三通闸门井1座，工
作井1座，砖砌沉泥检查井2座。

2023 229 70 市水务局

交通项目 2 267668 125100 

续建 2 267668 125100 

16 宁夏银川市一体化绿色
交通建设项目

续建 市辖三区

一、设备设施系统更新，购置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新能源保障用车，建设充电桩及相关配套设施。
二、基础设施系统完善，新建和改扩建公交场站，
建设中心城区街道公交专用道。三、智慧交通系统
提升，建设交通运行监管服务与应急指挥中等5个应

用系统以及智能公交电子信息站牌终端。四、机构
安排与能力建设，开展项目管理和执行能力培训等
活动和7项研究课题。

2020-
2023 266579 125000 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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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责任单位 备注

17 芦花公路站建设工程 续建

新南公路K11+730-
K11+900路段内，路东侧

、同阳新村北侧

总用地面积11985平方米，规划新建总建筑面积
1548.67平方米。

2022-
2023 1089 100 市交通运输局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34 799005 298507 

续建 17 774760 288957 

18 银川市冬季清洁取暖项
目

续建 三区两县一市

项目总规模7470万㎡。采用热电联产，太阳能加、
热泵、燃气等热源清洁化改造面积5954万㎡，在城
区重点建设“多热源高保障”的多能互补系统3284万
㎡；在县城构建热电联产延伸网络1299万㎡；在农
村实施“双替代”等热源清洁化改造1371万㎡。实施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1516万㎡，其中城区356万㎡，县
城382万㎡，农村推进围护结构节能、被动太阳房改
造778万㎡。

2022-
2024 663000 266225 市市政管理局

19 银川市兴庆区燃气管道
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续建 兴庆区

对287个庭院小区的中低压钢质管道改造，为约25万
户用户加装燃气自闭阀，更换燃气表146991块、调
压箱867台，表箱11472台等。

2022-
2024 36754 5963 市市政管理局

20 银川市金凤区燃气管道
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续建 金凤区

对88个庭院小区的中低压钢质管道改造，为约15.6
万户用户加装燃气自闭阀，更换燃气表77304块、调
压箱395台，表箱10777台等。

2022-
2024 17394 3703 市市政管理局

21 银川市西夏区燃气管道
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续建 西夏区

对63个庭院小区的中低压钢质管道改造，为约11.8
万户用户加装燃气自闭阀，更换燃气表52872块、调
压箱329台，表箱7282台等。

2022-
2024 12521 2526 市市政管理局

22 银川市再生资源回收站
项目

续建 市辖三区
建设5座再生资源回收站（兴燕路站、上海路站、同

心路站、兴水路站、李银路站）。

2022-
2023 1621 200 市市政管理局

23 城市道路易涝风险路段
（点）改造工程

续建 市辖三区

对丽景街（国商南街-贺兰山路）、贺兰山路（满城
街-通达街）、金波街贺兰山路向北100米等道路低

洼易积水路段，新建排水管道。

2022-
2023 4185 400 市市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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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责任单位 备注

24 兴洲街（怀远路-贺兰山

路）排水管道连通工程
续建

兴洲街（怀远路-贺兰山

路）段

对兴洲街（怀远路-贺兰山路）段长约1170米雨水管

道新增雨水口、雨水连接管、对现状路面破除及恢
复等。

2022-
2023 926 200 市市政管理局

25 宁安大街（凤台路-凤悦

巷）积水改造工程
续建

宁安大街（凤台路-凤悦

巷）段

新建雨水管道约400米。道路两侧新增雨水篦，并新
建1座雨水提升泵池和初期雨水收集池。

2022-
2023 874 150 市市政管理局

26 银川市海宝东路（友爱
街—燕庆街）道路工程

续建
友爱街以东，燕庆街以
西，上海路以北，贺兰山
路以南。

全长约1229米，规划红线宽度为50米。建设内容包

括道路、路灯、给水、污水、雨水、再生水工程、
交通设施以及残疾人无障碍设施等附属工程。

2022-
2023 5473 1500 市住建局

27 银川市丰乐街（培华路-
站八巷）道路工程

续建
站八巷以南，通达街以
东，满城街以西，培华路
以北

道路全长462米，规划红线宽25米。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道路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再生水工程、
路灯、交通设施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2022-
2023 1276 200 市住建局

28
银川市烟墩巷（六盘山
路-宝湖路）雨污管网海

绵化改造工程
续建

宝湖路以南，六盘山路以
北，亲水大街以东，宁安
大街以西

道路全长2181米，规划红线宽25米，建设道路、涵

洞、给水、再生水、排水工程以及道路附属工程等
。

2022-
2023 4366 1200 市住建局

29
金凤区北部（第六污水
厂片区）雨污混错接改

造工程
续建

唐徕渠以西，亲水街以
东，贺兰山路以北，北绕
城以南

改造混错接点36处。新建阅福路雨水管道、阅欣路
雨水管道、阅欣路污水管道。在原有7处出水口处增

加截污井、初期雨水调蓄池或高密度沉淀池，在阅
福路、阅欣路、大连路出新增3处出水口和截污井、

初期雨水弃流池、表流湿地或高密度沉淀池。

2022-
2023 3567 800 市住建局

30
宁夏青少年活动中心
（银川市青少年宫）海

绵公园项目
续建

福安巷以东，凤凰街以
西，贺兰山路以北，贺阅
文以南

仿石材透水铺装、宣教讲解牌、植草砖、透水塑胶/
透水混凝土铺装、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植草沟
、雨水花箱、生态旱溪、线型排水沟、雨水罐及1座
蓄水池等。

2022-
2023 1428 700 市住建局

31
银川市兴庆区西北部片
区排水防涝设施-雨水调

蓄池建设工程（二期）
续建

双庄巷以东，宁景南巷以
南，农资巷以北，庆丰苑
以西

在兴庆区双庄巷与宁景南巷东南角,新建40000m³雨
水调蓄池一座以及配套冲洗设备设备、井体砌筑等
工程

2022-
2023 6918 280 市住建局

32
银川市兴庆区东部雨污
分流—雨水提升泵站工

程
续建

兴庆区规划新三路与二排
沟西南侧规划排水设施用
地内

在兴庆区新三路二排沟西侧，对周边雨污水混错接
管网进行改造，新建有效容积为20000 ㎡雨水调蓄
池1座、雨水提升泵站1座以及新建进出泵站的管道

工程

2022-
2023 7406 4000 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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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银川市金凤区南部雨污
分流改造工程-一期雨水

管道及泵池工程
续建

宝湖路以南，湖畔路以
北，亲水大街以东，庆丰
街以西

新建湖畔路（庆丰街-宁安大街）段雨水管道，宁安
大街（湖畔路-雨水泵池）段雨水管道，在宁安大街

和宝湖路路口东南侧新建雨水提升泵池一座。同步
配套道路路面恢复、华雁湖砌护、八字出水口等工
程。

2022-
2023 4378 750 市住建局

34 银川市宜居巷雨水管道
工程

续建
康平路以南，上海路以
北，人民广场东街以东，
正源街以西

在宜居巷（正源街-人民广场东路）段新建雨水管、
现状合流制管道连通管；人民广场东路（宜居巷-上
海路）段新建雨水管道、闸门井一座；阅海环湖路
（四污厂-四清沟）段新建超越管道；配套道路路面

恢复、八字式出水口、沟道恢复等工程。

2022-
2023 2673 160 市住建局

新建 17 24244 9550 

35 阅北十路（观湖路—阅

海路）
新建 南起观湖路，北至阅海路 道路全长481米，规划红线宽30米。 2023 2000 800 市住建局

36 兴安街向北连通工程 新建
铁路以西、兴洲街以东、
兴安街现状路以北、新顾
路以南

道路全长约162米，宽30米。建设道路、给水、排水

、路灯、交通设施等附属工程。
2023 300 150 市住建局

37 银川市丰登片区中心幼
儿园配套道路工程

新建
北起丰泽美居北侧路，南
至规划路

道路全长472.48米，规划红线宽18米。 2023 1015 300 市住建局

38 观湖路(面粉厂西侧现状
路—正源街）

新建
阅海路以南，哈尔滨路以
北，宁安北街以东，正源
北街以西

道路全长976米，规划红线宽40米。 2023 3620 700 市住建局

39 康银巷（宝湖路—金凤

五路）慢行绿道工程
新建

康银巷北起宝湖路，南至
金凤五路

道路全长960.73米，红线宽25米，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及其他工程等。
2023 524 260 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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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银川市熙春巷（北京路-
上海路）慢行绿道工程

新建
上海路以南、北京路以北
、丽景街以东、景福巷以
西

道路全长约1003米，现状红线宽24米，对道路两侧

人行道进行改造，新建绿化隔离带、彩色融雪沥青
非机动车道、透水砖人行道，更换井盖、重新施画
交通标线。

2023 1091 500 市住建局

41
银川市长城路（亲水大
街-正源街）道路改造工

程
新建 正源街以西，亲水街以东

道路长约2769米，道路红线宽50米。对机动车道及

交叉口范围进行铣刨、罩面，对路面塌陷、沉降处
结构层进行局部新建；更换现有破损道牙、平道牙
等附属构造物；对塌陷、变形的路面检查井井周进
行整修、升降，破损井盖进行更换；施画交通标线
。

2023 1927 800 市住建局

42 银川市胜利街（二排沟-
兴燕路）道路改造工程

新建
凤凰街以东，第二排沟以
南，清河街以西，兴燕路
以北

道路长约1954米，道路红线宽47米。对机动车道及

交叉口范围进行铣刨、罩面，对路面塌陷、沉降处
结构层进行局部新建；更换现有破损道牙、平道牙
等附属构造物；对塌陷、变形的路面检查井井周进
行整修、升降，破损井盖进行更换；施画交通标线
。

2023 1565 650 市住建局

43
银川市规划十号路（治
平路—翰悦府南侧）道

路工程
新建 治平路至翰悦府南侧

道路全长160米，规划红线宽20米。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道路工程、过路管涵、路灯工程、给水工程、
排水工程、交通设施及残疾人无障碍设施等附属工
程等。

2023 391 190 市住建局

44 银川市文萃街（学院路-
沈阳路）慢行绿道工程

新建
同心街以东，金波街以
西，学院路以北，沈阳路
以南

道路全长约2900米，规划红线宽度60米。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及海绵城市设施建
设等配套附属工程。

2023 2145 800 市住建局

45
银川市丽子园街（贺兰
山路-大连路）慢行绿道

工程
新建

兴洲街以西，金波街以
东，贺兰山路以北，大连
路以南

道路全长约2300米，规划红线宽度50米。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及海绵
城市设施建设等配套附属工程。

2023 2089 800 市住建局

46
银川市庆丰街（六盘山
路-宝湖路）慢行绿道工

程
新建

正源街以西，宁安街以
东，六盘山路以北，宝湖
路以南

全长2250米，对道路两侧5米宽人行道进行改造，改
造为2米绿化隔离带、1.5米彩色融雪沥青非机动车
道、1.5米透水砖人行道、更换部分井盖、机动车道

铣刨并重新施画交通标线。

2023 1822 700 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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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泰和路（凤凰街—环湖

路）慢行绿道工程
新建

贺兰山路以南，康平路以
北，凤凰街以东，环湖路
以西

道路全长1064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
交通工程及其他附属工程。现状车行道路宽15米，
两侧人行道宽5米，在原有人行道范围内改造非机动

车道，改造后非机动车道为彩色沥青混凝土，宽度
1.5米。

2023 796 400 市住建局

48
银川市学院路（丽子园
街-金波街）慢行绿道工

程
新建

培华路以南，贺兰山路以
北，丽子园街以西，金波
路以东

道路全长约980米，规划红线宽度50米。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及海绵城
市设施建设等配套附属工程。

2023 1027 500 市住建局

49
银川市尹家渠街（大连
路-悦园路）慢行绿道工

程
新建

正源街以西，宁安街以
东，大连路以南，悦园路
以北

道路全长约1941米，规划红线宽度30米。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及海绵
城市设施建设等配套附属工程。

2023 1617 800 市住建局

50 银新干沟（贺兰山路-丽
景街）段恢复工程

新建 兴庆区、西夏区
连通城市四排与银新干沟，长450米，并对城市四排

进行清淤疏浚。
2023 1058 600 市市政管理局

51 照亮百米归家路照明提
升改造工程（三期）

新建 市辖三区

北京西路（同心街-西绕城）在慢车道及人行道安装
景观灯，增加照明度；更换50台老旧箱变；更换树

木高大，遮挡严重的街巷路灯。

2023 1256 600 市市政管理局

社会事业项目 10 110677 15971 

续建 7 67452 12061 

新建 3 43225 3910 

教育项目 4 93809 8841 

续建 3 51100 5341 

52 银川市丰登片区中心幼
儿园新建项目一期工程

续建
宁安北街以西、哈尔滨路
以北、康养路以南

一期建设用地面积1399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508.59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15个班幼儿园、门

房及室外配套工程。

2022-
2023 5424 500 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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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北校
区新建工程

续建
尹家渠北街以东、观湖路
以北、阅北十路以西

总建筑面积76957.97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

、实验楼、图书综合楼、多功能厅、体育馆、门卫
安防室、自行车棚及室外配套工程等，项目主体为
框架结构。

2022-
2023 14653 1000 市教育局

54
银川市第四十二中学与
银川市阅海第五小学建

设项目
续建 万安巷以东、阅欣路以南

总建筑面积59818㎡，主要建设教学楼、综合楼、实

验楼、风雨操场、门卫安防室、室外配套工程等。

2022-
2023 31023 3841 市教育局

新建 1 42710 3500 

55 银川市第四十三中学工
程项目

新建
正源街以东、望湖巷以北
、灵水街以西

占地面积约153.89亩，主要是新建实验楼、教学楼

、综合楼、风雨操场、学生宿舍等，总建筑面积估
算为66720㎡。

2023-
2024 42710 3500 市教育局

卫生医疗 2 11233 5600 

续建 2 11233 5600 

56 西夏区朔方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续建

贺兰山路以南，西夏区朔
方路街道办事处以北，爱
民巷以西，二一七社区以
东

项目总建筑面积3738平方米。规划总床位数26床，
其中改造原有建筑面积约为170平方米。新建门诊挂

号收费、药房、药库、全科诊室、注射室、中医诊
室用房、口腔室、观察室、康养用房、手术室、医
技及其他科室用房。改造建筑主要内容包括：发热
门诊。

2022-
2023 2234 600 市卫健委

57
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应
急能力提升及急诊急救

中心改扩建项目
续建 金凤区北京中路684号

项目总用地面积14860平方米，项目主要改扩建内
容：1、急诊急救中心改扩建（原门诊楼东侧裙房加
建为四层，结构需加固及增加隔震技术）；2、门诊
楼改扩建；3、住院楼改造；4、医疗后勤综合楼西
区新增通风空调系统；5、医疗后勤综合楼南区，新

增通风空调系统及配套结构、装饰、电气、给排水
等相关专业；6、其他零星项目改扩建。

2022-
2024 8999 5000 市卫健委

文化旅游 3 5065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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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 1 4550 1000 

58 融媒基地专业技术装修
工程

续建 正源南街融媒大厦内部
声学装修及融媒专业技术装修、演播室舞美大屏系
统、灯栅层、工艺接地等。

2022-
2023 4550 1000 银川市新闻传

媒中心

新建 2 515 410 

59 2023十心实事笼式运动

场项目（一期）
新建

西夏区银川市体育中心东
北角

在体育馆南侧新建两块笼式网球，修补现状路面基
层破损处，铺设悬浮地板，场地四周增设安全围
网，布置LED照明灯，场地内增设网球架2副及配套

设施。在银川市体育中心东北角新建一处标准轮滑
冰球场地，总占地面积为1862㎡。

2023 163 130 市体育局

60 2023十心实事健身步道

项目（一期）
新建

唐徕渠（上海东路—解放
西路，南熏西路—六盘山

中路）两侧

新建7.6公里健身步道，建设内容拆除原有健身步道

塑胶面层，修补现状道路基层破损处，铺设红色沥
青混凝面层，保留原有道牙并对部分破损道牙进行
更换。

2023 352 280 市体育局

网络信息 1 570 120 

续建 1 570 120 

61 银川市“智慧住建”平台

（一期）
续建 银川市住建局办公楼内

按照工程和房屋全生命周期，整合集成住建局相关
业务系统，构建统一的智慧住建综合管理平台，实
现住建领域内全业务的协同管理。

2022-
2023 570 120 市住建局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2 35548 4793 

续建 2 35548 4793 

62
宁夏南部生态保护修复
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银

川市项目
续建 兴庆区、灵武市 实施人工造林和退化林修复共24万亩。

2022-
2025 20300 3790 市自然资源局

63
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东麓
水源涵养和生态治理项

目

续建
西夏区、金凤区、永宁县
、贺兰县

实施森林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共8万亩，主要为人工造
乔木林3万亩，退化林修复5万亩。

2022-
2025 15248 1003 市自然资源局

公检法司项目 2 4064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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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 2 序号64、65 4064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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