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一批重点项目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2016年    
累计完    
成投资

2017年     
计 划     
投 资

2017年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县责任           
领  导

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

合计177个 2596084 509900 1533004

一、产业集聚区项目          
（23个）

1114300 318000 429300

中兴智能终端配套产业园项目               
（新建）

100000 30000
一期占地200亩，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主要生产城市智能
控制电子系统，新上智能终端生产线2条，主要建设厂房、
办公楼、宿舍楼、餐厅等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

祁建军        
财政局 王静洲       
城关镇 李红星

福建艾德制鞋产业园项目      
（新建）

50000 20000
年产300万双运动休闲鞋，占地140亩，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
米，购置成型生产线6条、针车1500台，主要建设厂房、办
公楼、宿舍楼、餐厅等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

龚学超
发投公司 刘平         
国土局 李保刚

维科智能消防项目（新建） 30000 20000
年产600万只消防设备，占地103亩，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
米，建厂房、办公楼、宿舍楼、餐厅等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

贾发生
城郊乡 闫业忠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李德成

亿仁鞋业项目（新建） 100000 50000
年产500万双军工鞋，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
新上15条生产线，主要建设厂房、办公楼、宿舍楼、餐厅等
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

周继强 卫计委 林泽玮

鑫泉智能环保设备项目（新建） 60000 20000
年产变频器1000万套环保设备，占地79亩，建设厂房、办公
楼、研发楼、宿舍楼、餐厅4万平方米。

冉  燃
潮庄镇 罗诗勇              
财政局 王静洲

双创综合体项目（新建） 30000 20000

整合新建综合服务中心、企业研发中心、孵化器、加速器、
人才公寓及配套设施。重点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创新创业服
务平台、综合服务平台、政策支持平台等四大平台服务体
系，打造电子信息、制鞋产业生态集聚平台

周继强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肖浩荡   

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       
（新建）

10000 10000 扩建2万吨污水处理厂1座， 完善产业集聚区污水管网等。 高瑞峰 住建局 袁其升

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综合实训
楼项目（新建）

5000 5000
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新建学生宿舍楼2栋，餐厅1栋，综
合教学楼、培训楼1栋。

刘德银 职教中心 马国峰            

黄山路东延项目（新建） 7000 7000
黄山路东延（振兴路-红河路），完成供排水管道的铺设，
道路的绿化、亮化等。

陈国生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范志宇

红河路北延项目（新建） 3300 3300
红河路北延（华山路－嵩山路）完成供排水管道的铺设，道
路的绿化、亮化等。

郭爱民 董店乡 张海波

安踏嘉晋三期项目（新建） 10000 10000 完成2栋厂房，新增1栋成型车间，安装4条成型线。
曹广阔        
邓  亮

住建局 韩俊杰

特步鞋业项目（续建） 70000 30000 40000
主要建设厂房、办公楼、宿舍楼等5万平方米，安装成型生
产线4条、针车1000台。

吴海燕  
周继强

董店乡 宋宏伟

百盛鞋业项目（续建） 55000 45000 10000
新建科研楼、宿舍楼1.5万平方米，新增成型线2条、针车
500台。

徐增泽
商务局 郭  伟       
城郊乡 张俊红



腾润鞋业项目（续建） 50000 40000 10000 新增成型生产线2条、鞋材生产线2条、针车500台。 郭爱民 住建局 袁其升

鑫润鞋业项目（续建） 12000 5000 7000
完成办公楼、宿舍楼续建工程，鞋材成型线安装，厂区大门
、绿化等。

冉  燃
潮庄镇 罗诗勇     
统战部 刘  震

源龙鞋业项目（续建） 30000 10000 20000
完成大门、临街房、办公楼、展厅、宿舍楼和4栋厂房后续
工程，新增3条成型生产线、针车500台，启动建设12栋25.3
万平方米鞋材市场。

张振华 匡城乡 孟晓东

鑫泰恒盛制鞋产业园项目             
（续建）

50000 5000 30000
完成办公楼、餐厅、宿舍楼、4栋厂房建设和厂区绿化、硬
化、供排水等基础配套设施。

闫业忠
城郊乡 张俊红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肖浩荡 

京威体育用品項目（续建） 30000 20000 10000
主要完成3栋厂房、2栋宿舍楼、1栋餐厅建设，安装成型生
产线2条、针车500台。

刘建龙
 规划办 张  超     
蓼堤镇 董  劭

富锦电子项目（续建） 300000 98000 60000
完成厂房、职工宿舍楼、营销中心、研发中心、质检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后续工程；设备安装并进行试
生产。

贾发生
人社局 赵海生       
发投公司 刘平

西默电子科技项目（续建） 50000 20000 30000
完成厂房、宿舍楼、办公楼，同时安装生产设备并投入生
产，并完成厂区绿化、硬化等。

冉  燃 河集乡 何  利

鼎能电子科技扩建项目（续建） 30000 25000 5000
新建办公楼5000平方米，宿舍楼4000平方米，完成展厅装修
。

刘长远
城关镇 李红星      
县委办 韩卫东

顿汉电器二期项目（续建） 20000 10000 10000
新建北区二期4栋厂房及办公楼，完成芯体车间、管路车间
、仓储车间、包装车间的设备安装，完成展厅装修

王海涛 河堤乡 祖正华

福泰电子项目（续建） 12000 10000 2000
完成办公楼、宿舍楼、大门及厂区绿化、硬化后续工程建设
。

闫业忠 西陵寺镇 石 岩

二、商务中心区项目          
（10个）

155500 69000 86500

商务中心区路网项目(新建) 2200 2200
完成锦绣大道东延、泰山路东延西延、西环路北延、道路绿
化、亮化等。

庞灿永 
商务中心区管委会                

张 立

特步体育赛车场项目 （新建） 50000 50000
新建赛车、自行车、羽毛球、篮球、马拉松等俱乐部和游泳
馆、篮球馆各1座。

龚学超 董店乡 宋红伟

行政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新建） 600 600
行政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内部设计装修，办公设
备购置、软件系统开发等。

贾发生
行政服务中心       

刘  伟

档案馆布展项目（新建） 1000 1000 完成档案馆内部各功能区域布展。 刘长远 档案局 张  平         

规划馆布展项目（新建） 4000 4000 完成城市规划展览馆内部各功能区域布展。 龚学超 规划办 张  超

企业总部中心档案馆规划馆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新建）

2500 2500 项目区绿化、亮化、硬化、供排水等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 刘建龙   
商务中心区管委会                

赵玉英               

旺角城商业街项目(续建) 5200 4000 1200
完成主体工程、基础设施、生活配套设施，道路硬化、环境
绿化等工程。

庞灿永   
商务中心区管委会    

赵玉英



时代广场酒店项目(续建) 5000 5000 完成酒店内部设计、装修，配套设备并投入运营。 庞灿永 房产中心 刘平

丹尼斯城市广场项目（续建） 60000 50000 10000 完成内部装修及配套工程并投入运营。 龚学超 林业局 李剑飞     

旺角城小区二期项目（续建） 25000 15000 10000
总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完成商场酒店并投入使用，开工
建设人防工程、地下车库和9栋住宅楼.

郭爱民   发改委 闫玉敏

三、商贸物流区项目        （4
个）

104500 27500 52000

苏沐跨境电商园项目（新建） 50000 25000
占地190亩，建筑面积22万平米，主要建设电商平台、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冷链仓储、产品展销中心、分包中心、职工
宿舍、生活服务配套区等。

贾发生  商务局 郭  伟

商贸物流区路网项目 （新建） 2000 2000 凤城大道东延、拱州路东延，襄邑路东延。 郭爱民
商贸物流区管委会    

张来峰

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续建) 47500 27500 20000 建设4万平方米副食交易区、2万平方米钢结构仓储区
刘长远  
徐增泽

市场发展中心      
王  雷             

城郊乡 张俊红             

锦绣华府二期（续建） 5000 5000
开工建设1、2、5、6、8、9、10、11、15号楼2.2万平方
米，道路、绿化亮化等。

李  涛    
徐增泽

商贸物流区管委会    
张来峰

四、文化旅游区项目             
（3个）

78500 1500 56000

三湖一河项目（新建） 46000 25000
开发1、2号湖人工湿地、铁佛寺湖、解子八河等3.6万平方
米，景观道铺设22公里，景点建设及绿化、生态休闲观光带
等。

朱  韶  
闫业忠

旅游服务中心      
袁其星           

睢州印象项目 （新建） 30000 30000

东区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含商业、办公、酒店、地下车
库；西区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地下商业面积5.3
万平方米，配套用房500平方米，车库用房1.4万平方米，地
上建筑4.7万平方米，地下建筑1.9万平方米，停车位435个
。

朱  韶     
王  猛

规划办 张  超

凤鸣岛开发项目(续建) 2500 1500 1000 凤凰楼内外装修及配套工程等。
朱  韶  
郭德芝     

旅游服务中心          
袁其星

五.老城区建设项目             
（43个）

765104 90900 564024

S214高速连接线生态廊道项目             
(新建)

22000 22000
绿化工程总长11公里.设计3条绿化带，中央绿化带宽度为2
米，慢车道外侧设60米及亮化工程。

贾发生
林业局 李剑飞    
白庙乡 刘  华    
城关镇 吴佰路

G343国道睢县段项目         
（新建）

60000 20000
从宁睢交界到睢县西关设计为双向八车道，从睢县西关到睢
杞交界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在睢县境内全长32.6公里，完成
清障拆迁及路基土方工程。

贾发生 公路局 陆然智       

南环路升级改造项目（新建） 6800 6800 康河至东环路总长3400米，路面加宽升级及市政配套。 贾发生 公路局 陆然智

红河路南延项目（新建） 8500 8500 睢州大道至南环总长2600米，道路及市政配套设施。 刘建龙 城关镇 李红星      



复兴路东延项目（新建） 2500 2500 复兴路至东二环总长826米。 冯新芳 住建局 袁其升

水口路民主路解放路升级改造项
目（新建）

4000 4000
水口路、民主路、解放路路面整修、平交口改造、人行道、
路沿石升级、雨水口改造、弱电管网入地等。

郭新超 住建局 袁其升

凤城大道中央大街睢州大道升级
改造项目（新建）

10000 10000
凤城大道、中央大街、睢州大道路面整修、平交口改造、人
行道、路沿石升级、雨水口改造、弱电管网入地等。

褚立林 住建局 袁其升

老西环北段古襄路升级改造项目
（新建）

4000 4000
老西环北段、古襄路总长度4.4公里，路面整修、平交口改
造、人行道、路沿石升级、雨水口改造、弱电管网入地等。

庞灿永 住建局 袁其升

城区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55000 55000
北湖循环系统建设、利民河、锦绣渠等城区河道治理，实现
水生态、水环境、生态优化、水系贯通的治理目标，达到“
水通、水亮、水畅、水美、水净”。

贾发生 住建局 袁其升

第三污水处理厂项目（新建） 17000 17000 新建日处理2万吨污水处理厂1座，配套管网96.28公里
贾发生  
庞灿永   

住建局 袁其升        
国土局 李保刚

垃圾发电项目（新建） 60000 30000
一期日处理垃圾600吨，新建1.2万千瓦发电机组两台，300
吨焚烧炉两台，厂房及配套设施2万平方米。

刘建龙   城管局 刘芳伟

第二实验学校建设项目           
（新建）

12000 12000
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新建教学楼，综合楼及配套设施，
绿化、硬化等，含初中48个班、小学48个班、幼儿园24个，
容纳学生6000人。

刘德银 教体局 李永忠             

第三实验学校建设项目        
（新建）

8000 8000
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新建教学楼，综合楼及配套设施，绿
化、硬化等，含初中48个班、小学48个班、幼儿园24个，容
纳学生6000人。

刘德银 教体局 李永忠

体育主题公园项目（新建） 20000 20000

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
、综合训练馆、会展中心、青年少活动中心、基础设施及配
套设施。

郭爱民
教体局  李永忠     
体育中心 王洪涛  
发投公司 刘  平

残疾人托养中心项目（新建） 730 730

建设综合楼1座，面积3878平方米，托养中心3000平方米，
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878平方米，内设残疾人托养生活技能
训练用房、寄宿用房、培训及教育用房、康复用房、办公用
房等，设床位100张。

滑业勋 残  联 邢志雷

利民社区项目（南安置区） （新
建）

46328 46328
东关南村、阮楼、马楼、三里庄计划征收居民950户，征收
面积1.65万平方米。

刘长远
房产中心 刘  平     
城关镇   李红星

凤西苑二期（北安置区）          
（新建）

63272 63272
董庄、赵小庄、汤庙计划征收居民1718户，征收面积2.98万
平方米。

刘建龙
房产中心  刘  平
城郊乡    张俊红

锦襄社区（余唐庄安置区） （新
建）

20400 20400
余唐庄等村计划征收居民2800户，征收面积12.2万平方米。 王海涛

房产中心  刘  平
城关镇   李红星
城郊乡   张俊红

赵小庄拆迁项目（新建） 6150 6150 征收居民198户，征收人口983人，征收面积3.07万平方米。 贾发生

征补中心 蒋友军
城郊乡   张俊红

         

董庄村拆迁项目（新建） 8798 8798
征收居民263户，征收人口1083人，征收面积4.39万平方米
。

刘秋玲
交通局  刘诗光
城郊乡  张俊红

        



汤庙村拆迁项目（新建） 25315 25315
征收居民722户，征收人口1987人，征收面积12.65万平方米
。

高瑞峰
国土局  李保刚
城郊乡 张俊红

        

余唐庄拆迁项目（新建） 24371 24371

                                                                   
征收居民513户，征收人口2800人，征收面积12.18万平方米
。 庞灿永

规划办  张  超     
城郊乡  张俊红

       

阮楼村拆迁项目（新建） 21125 21125
征收居民482户，征收人口1297人，征收面积10.56万平方米
。

薛晓华

城管局 刘芳伟
城郊乡   张俊红

       

魏堤口村拆迁项目（新建） 16000 16000 征收居民400户，征收人口1210人，征收面积8万平方米。 刘建龙

住建局  袁其升
城郊乡  张俊红

        

马头村拆迁项目（新建） 14600 14600 征收居民298户，征收人口1000人，征收面积7.3万平方米。 闫业忠

房产中心  刘  平
 城郊乡   张俊红

        

东关南村拆迁项目（新建） 18557 18557
征收居民280户，征收人口1176人，征收面积9.27万平方米
。

赵  明
财政局  王静洲
城关镇  李红星

       

三里庄拆迁项目（新建） 10646 10646
征收居民268户，征收人口1189人，征收面积5.32万平方米
。

王  猛

水利局  刘洪建
城关镇  李红星

        

马楼拆迁项目（新建） 8540 8540 征收居民212户，征收人口635人，征收面积4.27万平方米。 龚学超
产业办 白弼中     
城郊乡 张俊红

城区排水泵站项目（新建） 500 500
新建振兴路排水泵站，改建水口路、西门里、五号湖排水泵
站。

高瑞峰 城管局 刘芳伟

城区亮化工程（新建） 2200 2200 提升完善城区道路、广场亮化工程。 刘建龙 住建局 袁其升

北湖亮化工程（新建） 2000 2000 北湖四周建筑物亮化和北湖景点亮化工程。 朱  韶
宣传部 经成伟      
旅游服务中心       

袁其星

城区数字化城管系统项目      
（新建）

1000 1000 建机房、监督指挥中心、网络运营中心、存储设备等。 庞灿永 城管局 刘芳伟

中央城市广场项目(续建) 60000 40000 20000
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4栋住宅楼、4栋商业楼、1
栋公寓楼。

朱  韶     
杨志杰

教体局 李永忠              
睢  中 王昌富

润亿凤凰城二期项目（续建） 10000 10000
占地面积67亩，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商住楼16
栋，容纳居民680户。

刘长远 城关镇 李红星

锦翠社区项目 (续建) 50000 20000 20000 安置面积7万平方米，建设购物中心、幼儿园等配套工程。 邓  亮 城关镇 吴佰路

商登高速S214连接线项目                    
(续建)

14500 10900 3600
完成北环到南环4.9公里，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道路建
设和雨水管网、路沿石铺设等配套工程。

贾发生
交通局 刘诗光    
国土局 李保刚



县人民医院门诊楼项目                         
(续建)

10000 10000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地上八层，地下一层整体框架结
构，主要由急诊急救中心、专家门诊、住院病房、医技设备
用房、办公用房、信息化培训中心、购置医技设备等。

刘秋玲 人民医院 张礼琴

古襄御园项目(续建) 6000 6000
新建9层6栋商住楼，1.2层商铺6000平方米，3－9层住宅楼2
万平方米，地下车库、人防工程7000平方米，完成供排水、
绿化硬化等基础配套设施。

贾发生 发投公司 刘  平

鑫源时代新城项目(续建) 30000 20000 10000 完成一期工程15万平方米并交付使用，启动二期工程。 冯新芳
规划办  张  超          
城关镇  吴佰路        
城郊乡  张俊红

利民河通惠渠桥梁项目                 
（新建）

4000 4000
凤城大道与利民河桥14.5延米，睢州大道与通惠渠桥70.5延
米路面拓宽，增加车行道。

高瑞峰 住建局  袁其升

城市燃气项目（续建） 7000 7000
管道总长83公里，新建燃气管网26.7公里，供气工业企业10
家，商业企业39家，居民用房1.3万户，日供量1.7万方。

郭新超 住建局  袁其升

建业春天里小区项目（新建） 40000 20000 项目占地62亩，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刘建龙
房管中心 刘  平   
城郊乡   张俊红

如意家园项目（新建） 20000 10000 项目占地42亩，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 闫业忠 城郊乡   张俊红

六、临空经济区项目（4个） 101000 3000 68000

睢酒工业园项目（新建） 25000 25000
生产线技改升级、建仓库、检验化验楼、地磅、消防池、一
站式服务等配套设施。

冉  燃
工信局   袁东风    
政府办   陈向阳

天濠新能源热电联产项目              
（新建）

50000 20000
年发电2亿度，占地150亩，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建厂房、
办公楼、宿舍楼及配套设施，30万千瓦发电设备安装。

陈国生
发改委   闫玉敏    
城关镇   李红星

商登高速省道S211升级改造           
项目(新建)

21000 21000
主要改造北环至潮庄段道路25.2公里，其中北环至河集段商
登高速西连接线12公里。

赵  明
公路局  陆然智       
国土局  李保刚

城关粮油10万吨粮食仓储项目 
(续建)        

5000 3000 2000
主要建设标准化储粮仓库，房式仓10栋，建筑面积2.3万平
方米，设计仓容10万吨，新建磅房、器材室、办公用房等配
套设施。

刘秋玲 粮食局  李杰勇



八、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2017年            
计划投资

2017年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县责任    
领  导

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

1.完善提升集镇区“两场一街一厕”。                                      
2.收集清运历史积存垃圾，实施村镇生活垃圾收运一体化项目。                                                          
3.新上集镇区或脱贫村污水生态处理试点项目。                                                        
4.完善脱贫村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成示范村或达标村。                                                             
5.积极处理新型农村社区遗留问题。                                           

合计24个 60600

孙聚寨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400
2017年脱贫村：刘六村、代集村建成示范村。                                              
2018年脱贫村：周坦村建成示范村。

杨志杰  
刘秋玲

孙聚寨乡王东风

白庙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500
2017年脱贫村：徐阳沟村、赵河口村、土楼村建成示范村。                                       
2018年脱贫村：李口村建成达标村。

赵  明 白庙乡 任  巍

蓼堤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400
2017年脱贫村：魏楼村、高寨村建成示范村。                                                           
2014年脱贫村：罗阳村、陈蔡园村建成达标村

郭景华 蓼堤镇 董  劭

匡城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800
2017年脱贫村：君王城村、王池村、纸坊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刘庄寨建
成达标村。2014年脱贫村：范洼村建成达标村。

张振华 匡城乡 孟晓东

尚屯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700 2017年脱贫村：回示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梁庄村建成达标村。
周  鹏   
周继强

尚屯镇 徐永杰

平岗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400 2017年脱贫村：秦口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茶徐村建成达标村。 李  涛 平岗镇 万振涛

城郊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000
2017年脱贫村：阮楼村、田庄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董庄村建成达标村。
2014年脱贫村：汤庙村建成达标村。

贾发生 城郊乡 张俊红

涧岗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800 2017年脱贫村：土西村、韩吉营村建成示范村。 庞灿永 涧岗乡 袁东坡

西陵寺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100
2017年脱贫村：金陵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庞屯村建成达标村。2014年脱
贫村：土楼村、孟楼村建成达标村。

闫业忠 西陵寺镇 石 岩

胡堂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300
2017年脱贫村：高里台村建成示范村。2014年脱贫村：东郭村、谷楼村、李尧村建
成达标村。

刘德银 胡堂乡 张凤杰



河堤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100
2017年脱贫村：任庄村、张吾楼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马路口村建成达标
村。2014年脱贫村：邵楼村建成达标村。

王海涛 河堤乡 祖正华

白楼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100 2017年脱贫村：金东村、金西村建成示范村。2014年脱贫村：王关村建成达标村。 朱  韶 白楼乡 李洪昌

后台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700 2017年脱贫村：胡岗村建成示范村。2014年脱贫村：王行村建成达标村。 祁建军 后台乡 李卫政

城关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700 2017年脱贫村：袁庄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老关张村建成达标村。 刘长远 城关镇  李红星

长岗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700
2017年脱贫村：三齐村、鲁庄村建成示范村。                                                                   
2018年脱贫村：李庙村、朱庄村建成达标村。

甄  华 长岗镇  马  伟

河集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400 2017年脱贫村：董六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吴庄村建成达标村。 刘建龙 河集乡 何  利

周堂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700
2017年脱贫村：杨庄村、张楼村建成示范村。                                                        
2018年脱贫村：乔寨村建成达标村。

郭爱民 周堂镇 刘克伟

潮庄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400 2017年脱贫村：葛庄村建成示范村。2018年脱贫村：南徐村建成达标村。 冉  燃 潮庄镇 罗诗勇 

尤吉屯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1700
2017年脱贫村：黄庄村、周楼村建成示范村。                                                                                        
2014年脱贫村：小林店村、许堂村、许冯庄村建成达标村

陈国生 尤吉屯 陶祥东

董店乡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新建）

2000
2017年脱贫村：安楼村、帝东村、刘阁村建成示范村。2014年脱贫村：阙庄村、董
西村、王集村建成达标村。

龚学超 董店乡 宋宏伟

县乡公路、通村公路、桥涵和
安全防护工程项目         
（新建）

15700
县乡公路22公里、桥梁900延米、通村公路220公里、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工程120公
里。

贾发生
交通运输局         
刘诗光

乡村环卫收运一体化项目         
（新建）

10000
实施生活垃圾村镇收运一体化项目，中转站、村内配备垃圾箱、垃圾池、垃圾收集
车辆、购置各类垃圾中转运输车及配备互联网+智能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等。

刘秋玲            农  办 刘学军

引黄灌渠节水改造项目                    
（新建）

3000 利民河、申家沟老道清淤疏浚及桥闸建设。 刘秋玲     水利局 刘洪建

淮河流域洼地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11000 惠济河、通惠渠、茅草河、蒋河等河道疏浚及桥梁建设。 刘秋玲     水利局 刘洪建



七、脱贫攻坚项目   
2017年    
计划投资

2017年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县责任     
领  导

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

合计20个 25900

1.实施2017年、2018年、2014年脱贫村"十大工程"项目和贫困户庭院“
三清六改”项目                                                         
2.脱贫村建一个扶贫车间或创业扶贫示范点                                                 
3.每个脱贫村培育一个脱贫产业                                 

孙聚寨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800
2017年刘六村脱贫产业：烟叶种植，建脱贫车间1个。代集村脱贫产业：
生猪养殖，建脱贫车间1个。司洼村脱贫产业：食用菌种植，建脱贫车间
1个。 2018年周坦村脱贫产业：烟叶种植。建脱贫车间1个。

杨志杰  刘
秋玲

孙聚寨乡王东风

西陵寺镇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2300

2017年金陵村脱贫产业：服装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                                                   
2018年庞屯村脱贫产业：肉羊养殖，建脱贫车间1个 。                                                  
2014年孟楼村脱贫产业：食用菌种植，建脱贫车间1个。             
土楼村脱贫产业：肉羊养殖，建脱贫车间1个。

闫业忠 西陵寺镇 石 岩

长岗镇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500

2017年三齐村脱贫产业：蔬菜大棚，建脱贫车间1个。            鲁庄
村脱贫产业：服装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李庙村脱贫产业：养羊和果树种植，建脱贫车间1个朱庄村脱贫产
业：养殖肉羊，建脱贫车间1个。

甄  华 长岗镇 马  伟

周堂镇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000
2017年杨庄村脱贫产业：鞋材、轴承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张楼村脱贫
产业：服装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乔寨村脱贫产业：粉条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郭爱民 周堂镇 刘克伟

平岗镇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500
2017年秦口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茶徐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李  涛 平岗镇 万振涛

蓼堤镇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800

2017年魏楼村脱贫产业：特色种植大蒜、三樱椒。建脱贫车间1个。高寨
村脱贫产业：生态旅游观光。建脱贫车间1个。                                                     
2014年罗阳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陈蔡园村脱贫产
业：蔬菜大棚。建脱贫车间1个。

郭景华 蓼堤镇 董  劭



匡城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2800

2017年君王城村脱贫产业：、花生、大蒜种植、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
个。石关村脱贫产业：大蒜种植、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王池村脱
贫产业：花生种植、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纸坊村脱贫产业：花生
种植、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刘庄寨脱贫产业：杂果种植、大棚蔬菜、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
个。2014年范洼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 1个。

张振华 匡城乡 孟晓东

涧岗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000
2017年土西村脱贫产业：发展种植项目，建脱贫车间1个。韩吉营村脱贫
产业：辣椒深加工、乡村游，建脱贫车间1个。

庞灿永        涧岗乡 袁东坡

胡堂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200

2017年高里台脱贫产业：鞋材加工，种植核桃、凤城金果产业。建脱贫
车间1个。                                                                   
2014年：谷楼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东郭村脱贫产
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李尧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
间1个。

刘德银 胡堂乡 张凤杰

潮庄镇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800
2017年葛庄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2018年南徐村脱贫产
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冉  燃 潮庄镇 罗诗勇 

白楼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600
2017年金东村脱贫产业：生猪养殖。建脱贫车间1个                            
金西村脱贫产业：肉牛养殖。建脱贫车间1个。                                             
2014年王关村脱贫产业：烟叶种植。建脱贫车间1个

朱  韶 白楼乡 李洪昌

白庙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700
2017年徐阳沟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土楼村脱贫产
业：电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赵河口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
车间1个。2018年李口村脱贫产业：手加工作坊，建脱贫车间1个。

赵  明 白庙乡 任  巍

城关镇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2300
2017年袁庄村脱贫产业：制衣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老关张村脱贫产业：农副产品深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刘长远    城关镇  李红星

城郊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100

2017年阮楼村脱贫产业：蔬菜大棚，建脱贫车间1个。田庄村脱贫产业：
蔬菜大棚，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董庄村脱贫产业：养殖，建脱贫车间1个。                                                  
2014年汤庙村脱贫产业：旅游观光，建脱贫车间1个

贾发生 城郊乡 张俊红



河堤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900

2017年任庄村脱贫产业：农业机械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张吾楼脱贫产
业：金果种植，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马路口村脱贫产业：艾草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2014年脱贫产业：金果种植，邵楼村建脱贫车间1个

王海涛        河堤乡 祖正华

河集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500
2017年董六村脱贫产业：鞋材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吴庄脱贫产业：玩具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2014年蔡桥村脱贫产业：工艺品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刘建龙                河集乡 何  利

后台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400
2017年胡岗村脱贫产业：蔬菜大棚，建脱贫车间1个。                                                  
2014年王行村脱贫产业：蛋鸡养殖，建脱贫车间1个。

祁建军 后台乡 李卫政

尚屯镇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300
2017年回示村脱贫产业：蔬菜大棚，建脱贫车间1个。                                                    
2018年梁庄村脱贫产业：冬瓜加工，建脱贫车间1个。

周  鹏   
周继强

尚屯镇 徐永杰

董店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400
2014年阙庄村脱贫产业：金银花、香葱种植，建脱贫车间1个。         
董西村脱贫产业：养猪，建脱贫车间1个。                             
王集村脱贫产业：养猪，建脱贫车间1个。

龚学超 董店乡 宋宏伟

尤吉屯乡脱贫攻坚项目               
（新建）

1000
2014年小林店村脱贫产业：果酒葡萄酒生产。建脱贫车间1个。许党村脱
贫产业：葡萄园旅游观光，建脱贫车间1个。许冯庄村脱贫产业：鞋材加
工 ，建脱贫车间1个。

陈国生 尤吉屯 陶祥东



九、一乡一业及全域旅游项目                         
2017年            
计划投资

2017年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县责任    
领  导

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

合计 24个 190680

城郊云腾休闲观光农业园项目              
（新建）

6000
特色种植300亩，新建养殖场2个，散养菜鸡1000亩50万只，旅游餐饮区200亩，
小木屋25个，小龙虾水产养殖水面200亩。

高瑞峰 城郊乡 张俊红

胡堂乡金瑞种植生态旅游项目                  
（新建）

860
栽植紫荆花300亩，建设苏金伞纪念馆1座，公厕1座，游客接待中心1处，观光
塔1座，观光甬道1500米，购置观光车20辆，联合凤城金果种植园安置贫困人
口325人就业，拉动贫困户123户实现增收脱贫。

郭新超 胡堂乡 孟庆云

白楼树莓及火龙果种植基地项目
（续建）

1500
种植树莓800余亩，火龙果种植基地50多亩，建现代化大棚1.5万㎡，新挖鱼塘
6000㎡，集脱贫产业、生态农业和休闲观光为一体，吸收贫困人口80人。

朱  韶 白楼乡 张广英

白庙生态果蔬种植及休闲度假项
目 （续建）

500
种植供港金薯700亩，吊冬瓜560亩，草莓100亩，食用菌34万挂袋，脱水蔬菜
260亩，结合发挥休闲度假农场带动作用，拉动321户、925人实现脱贫。

冯新芳 白庙乡 刘  华

董店蔬菜种植及深加工项目                      
（续建）

500
建设1000平方米厂房，安装1套生产线及温控设备，带动贫困户70余户，通过
种植蔬菜及到公司务工实现增收脱贫。

滑业勋 董店乡 张海波

后台圣寿寺塔文化旅游项目      
（续建）         

600
修缮圣寿寺塔和闫家祠堂，完善景区道路及绿化工程，成立专业合作社等形
式，打造景区周边百亩桃园和百亩梨园生态观光采摘项目，拉动贫困户脱贫。

祁建军 后台乡 刘玉霞

匡城乡马泗河大棚西瓜种植及承
匡城寺修复与保护项目                            
（续建）

500
新增马泗河品牌西瓜700亩，大棚50个；加大承匡城寺3A级景区后续建设和遗
址修复与保护力度，完善景区道路、排水及绿化亮化工程项目，集脱贫和旅游
产业与一体，带动周边贫困户420户，1560人脱贫致富。

张振华 匡城乡 孟晓东

孙聚寨田园观光休闲项目                              
（续建）

400
种植烟叶面积3000亩，打造惠济河垂钓、农家乐、葡萄酥梨采摘等观光休闲项
目，拉动刘六等3个村206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刘秋玲 孙聚寨乡 杨玉峰

西陵寺榆厢湖羊养殖基地项目
（续建）

450
新建羊舍3栋1000平方米，湖羊存栏1500只，以繁育为主，兼售仔羊。依托林
场优势，实现扶贫产业、观光休闲有机结合，安置200余人就业，辐射带动贫
困户300户增收脱贫。

闫业忠 西陵寺镇 苏雪峰



尤吉屯金华生态庄园休闲旅游项
目（续建）

800
流转土地200亩，新建观光温室果蔬采摘大棚5座，观光道路2000㎡，观光亭3
座，1000㎡游客服务中心1处，采摘园30亩，观光花园20亩，手工粉条作坊
1处，带动王吉屯及周边贫困户74户、160余人脱贫。

陈国生 尤吉屯乡 王 伟

河堤特色水果种植及观光旅游项
目（续建）

1500
建旅游服务中心、冷库各1处，实施道路硬化，沟渠开挖，新增软籽石榴和桃
树300亩，建成观光采摘旅游服务基地，带动贫困户70户200余人实现脱贫。

郭德芝 河堤乡 杨建忠

城关镇城南蔬菜大棚种植园项目
（续建）

600
建蔬菜大棚510个，500余亩，拉动乡村旅游和农家乐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
371户、1294人实现脱贫。

邓  亮 城关镇 吴佰路

周堂葡萄采摘生态休闲基地项目 
（续建）

200
种植优质葡萄800亩，建成核心采摘区300亩，开展农家乐餐饮、田园采摘观光
等生态休闲项目，吸收贫困户入股、务工200余人，带动其实现脱贫。

郭爱民 周堂镇 曹书昌

平岗特色农业基地项目         
（续建）

800
种植烟叶2000亩，建烤房20座，种植白芷、白芍等药材500亩，吸纳基地附近
村委贫困户采用土地流转和农户入股的形式实现增收脱贫。

惠献波 平岗镇 袁松鹏

涧岗果蔬大棚建设项目         
（新建）

250
建设钢结构果蔬温室大棚66个150亩，主要种植西瓜和时令蔬菜，辐射拉动贫
困户66户，贫困人口200余人。

庞灿永 涧岗乡 袁东坡 

长岗蛋鸭养殖与加工基地项目
（续建）

2500
新建规模化蛋鸭养殖场1座，对贫困户实施产业拉动作用，力争实现养殖与加
工产业化，拉动贫困户50余户，安置贫困人口务工就业100余人。

甄  华 长岗镇 卢现亮

尚屯祥府寨畜禽产业化基地项目
（续建）

1020 新建鸡舍10栋1.5万㎡，孵化厅1座2000㎡，安置贫困人口就业150人。 周继强 尚屯镇 刘晨阳

潮庄芦笋种植项目（续建） 700
采取土地流转形式，全乡芦笋种植面积2000亩，带动贫户1000余人实现增收脱
贫。

王  猛 潮庄镇 罗诗勇 

河集一亩田食用菌生产基地项目
（续建）

5000
建食用菌大棚500个，占地1000亩，吸纳从业人员3200人，带动贫困户240户、
700人脱贫致富。

徐增泽 河集乡 徐照华

蓼堤镇大蒜（三樱椒）种植项目
（续建）

10000
种植大蒜3.5万亩，三樱椒1万亩，带动大岗等贫困村589户、1720人实现脱贫
。

薛晓华 蓼堤镇 孙广辉

凤飞规模养猪场项目（新建） 15000 新建规模化养猪场一座，年存栏5000头，育肥猪10万头，位于胡甸吉林场。 刘秋玲
畜牧局 吴继东        
董店乡 张海波



睢县全域旅游项目（新建） 50000

主要在全县20个乡镇新建特色蔬菜、水果种植采摘观光园5万亩，农家乐
50个，完善提升建旅游接待中心、景区景点、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
施；保护性开发周堂乔寨龙山文化、后台圣寿寺塔、平岗无忧寺塔、匡城娲皇
文化等历史文化古迹。扶持云腾科技、大北农集团、鹏程生态农庄发展壮大，
培育乡村旅游亮点，打造睢县休闲观光农业品牌。

朱  韶
旅游服务中心    

袁其星         及
有关乡镇领导

睢县蛋鸭、肉鸭规模养殖及综合
加工项目（新建）

30000
主要在河集、匡城、后台、胡堂等乡镇发展规模养鸭场500个，建鸭棚
1500个，年产鸭蛋15亿枚，扶持鸭蛋综合加工厂 2个，发展养鸭合作社10个，
筹建豫东鸭产品交易集散中心。

刘秋玲
产业办  白弼中 及

有关乡镇领导

睢县大棚草莓、食用菌、蔬菜等
种植项目（新建）

61000

2017年在白庙、城关、城郊、胡堂、周堂等乡镇发展草莓大棚1000个1500亩，
在城关、城郊、河集、孙聚寨等乡镇发展大棚食用菌种植200个4000亩，重点
发展大棚木耳、平菇等食用菌种植加工，带动贫困村脱贫。在城关、城郊、董
店等乡镇发展大棚蔬菜等3500个5000亩，重点种植蕃茄、黄瓜等反季节蔬菜等

刘秋玲
产业办  白弼中  
及有关乡镇领导



十、谋划项目（22个）

项目谋划内容

县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主要建   

设内容
立项       
审批

土地
审批

环评      
审批

规划      
设计

投资      
规模

投资                       
主体

拆迁      
清障

特步鞋业营运中心项目         龚学超 董店乡 宋红伟

老年活动中心及老年公寓项目 王海涛 老干部局 王 勇

红星美凯龙生活广场项目              龚学超
河堤乡 祖正华     

商务中心区管委会 
张  立

富盛电子项目 贾发生 人社局 赵海生 

苏沐乳业科技产业园项目                        贾发生 教体局 李永忠     

苏沐跨境总部中心项目        贾发生
国土局 李保刚     

商务中心区管委会 
赵玉英

安琪酵母二期项目 冉  燃 工信局 袁东风

浩然集团总部搬迁项目        冉  燃 工信局 袁东风

申通物流项目 刘长远
涧岗乡 袁东坡     
国土局 李保刚      
县委办 郇成功

儿童公园项目 刘德银 教体局 李永忠

文化艺术中心项目                朱  韶 文广局 李志昌

五洲国际项目 郭爱民
商贸物流区管委会    

张来峰



殡仪馆及墓地搬迁项目      滑业勋 民政局 张保蕾

临空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周继强 规划办 张  超

大北农养猪循环产业园项目        滑业勋 畜牧局 吴继东

城区第五水厂项目 刘建龙 住建局 袁其升

市民中心项目 刘建龙 规划办 张  超       

金亿公园项目 刘建龙 规划办 张  超

刘楼公园项目 刘建龙 规划办 张  超

东二环路 刘建龙 规划办 张  超

振兴路南延项目 刘建龙 城关镇 吴佰路     

花花牛奶牛养殖项目 刘秋玲 畜牧局 吴继东



1114300 318000 429300

155500 69000 86500

104500 27500 52000

78500 1500 56000

696564 90900 525664

101000 3000 68000

46600 46600

25900 25900

190680 190680

2513544 509900 1480644



429300

86500

52000

56000

564024

68000

60600

25900

190680

1533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