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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卫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三年推进计划（2022-2024年）任务分解表

序号
重点

工作

任务指标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

基础

实施

建设

实施中部干旱带沙坡头香山兴仁片区生态修复及灌

区（一期）供水工程、峡门水库大坝除险加固工程、

沙坡头一排水段石墩水沟治理工程等。

实施中部干旱带中宁县喊叫水徐套片区生态修复及

灌区供水工程、中宁县鸣沙镇彭家大疙瘩枸杞供水

工程（一期工程）、中宁县 2021 年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结余资金项目长鸣渠提升改造工程等。

实施中部干旱带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程、海原县西

河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二期、海原县

2022 年农村供水提标改造工程等

实施中部干旱带沙坡头香山兴仁片区生态修复及灌

区（一期）供水工程、宁夏引黄灌区抗旱减灾调蓄工

程沙坡头区看透山调蓄水池、沙坡头区“互联网+城乡

供水”等。

实施中部干旱带中宁县喊叫水徐套片区生态修复及

灌区供水工程、中宁县“互联网+城乡供水”工程等。

实施中部干旱带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程、海原县西安

镇抗旱应急水源范台水库工程、海原县 2023 年小流

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海原县 2023 年坡耕地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苋麻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等。

实施宁夏引黄灌区抗旱减灾调蓄工程

沙坡头区看透山调蓄水池、峡门供水

工程泵站及管道消缺工程、沙坡头区

“互联网+城乡供水”等。

实施中宁县“互联网+城乡供水”工程

等。

实施中部干旱带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

程、海原县李旺镇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海原县 2024 年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项目、海原县 2024 年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等。

水务局 各县（区）

2

基础

实施

建设

实施农村公路 212 公里、危桥改造 9座。其中：沙

坡头区农村公路 44 公里、危桥改造 2 座；中宁县农

村公路 22 公里、危桥改造 3 座；海原县农村公路

146 公里、危桥改造 4座。

计划实施农村公路 220 公里、危桥改造 4座。其中：

沙坡头区农村公路 55公里；中宁县农村公路 65公里、

危桥改造 2座；海原县农村公路 100 公里、危桥改造

2 座。

计划实施农村公路 488 公里、危桥改

造 2座。其中：沙坡头区农村公路 45
公里、危桥改造 2座；中宁县农村公

路55公里；海原县农村公路388公里。

市交通

运输局
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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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

实施

建设

2022-2024 年，预计电网投资 0.66 亿元，满足中卫

市“十四五”期间政府规划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

286.8 兆瓦负荷接入需求；配合中卫市政府推进清洁

能源示范项目，电网配套改造测算总投资 4.8 亿元，

满足清洁能源示范项目负荷接入需求。

2022 年投资 0.17 亿元，在中宁农村地区实施基础设

施升级项目，提高供电可靠性。

2022-2024 年，预计电网投资 0.66 亿元，满足中卫市

“十四五”期间政府规划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 286.8 兆

瓦负荷接入需求；配合中卫市政府推进清洁能源示范

项目，电网配套改造测算总投资 4.8 亿元，满足清洁

能源示范项目负荷接入需求。

2023 年预计投资 0.54 亿元，在海原县实施乡村保供

电生产项目，满足畜牧养殖等新增负荷需求。

2022-2024年，预计电网投资 0.66 亿

元，满足中卫市“十四五”期间政府规

划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 286.8 兆瓦负

荷接入需求；配合中卫市政府推进清

洁能源示范项目，电网配套改造测算

总投资 4.8 亿元，满足清洁能源示范

项目负荷接入需求。

2024 年预计投资 0.7 亿元，在沙坡头

区实施电网升级改造项目，满足当地

农业生产电气化需求。

国网中卫供

电改善
各县（区）

4

基础

实施

建设

新建 4G基站 102个以上；新建 5G基站 110个以上，

其中在农村农村地区部署 5G 基站 62 个；完成 50
处农村居民点的光纤入户（FTTH）覆盖，预计覆盖

用户数 10000 户。

新建 4G 基站 74 个以上；新建 5G 基站 210 个以上，

其中在农村地区部署 5G 基站 120 个；完成 40 处农

村居民点的光纤入户（FTTH）覆盖，预计覆盖用户

数 6000 户。

新建 4G 基站 47 个以上；新建 5G 基

站 300 个以上，其中在农村地区部署

5G 基站 150 个；完成 20 处农村地区

的光纤入户（FTTH）覆盖，预计覆盖

用户数 2000 户。

中卫市云计

算和大数据

发展局

中国移动中

卫分公司、中

国电信中卫

分公司、中国

联通中卫分

公司

5

持续

提升

农村

改厕

水平

完成改厕任务 4000 户（中宁县 2000 户、海原县 200
户），普及率达到 65%以上。制定印发《“十四五”
中卫市农村厕所革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和《2022
年农村厕所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各县（区）将农

村厕所革命、农村户厕摸排整改基础数据纳入宁夏

农村厕所管理系统。

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达到 70%以上。建立农村厕所第

三方保洁机制，保障运维资金投入，确保全年开放和

正常使用。

全市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0%以

上，山区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明显提

高。全面完成问题厕所整改。

市农业

农村局

市乡村振兴

局、财政局、

生态环境局、

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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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续

提升

农村

污水

治理

水平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项目 16 个（沙坡头区 7
个、中宁县 7 个、海原县 2 个），全市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达到 32%（沙坡头区 40%、中宁县 40%、

海原县 18%）。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项目 8个（沙坡头区 3个、

中宁县 3 个、海原县 2个），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 36%（沙坡头区 44%、中宁县 44.5%、海原县

19.4%）。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项目 9 个

（沙坡头区 3 个、中宁县 4 个、海原

县 2个），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达到 38%（沙坡头区 46%、中宁县

47.5%、海原县 20.4%）。

市生态

环境局

市农业农村

局、乡村振兴

局、财政局

7

持续

提升

农村

垃圾

治理

水平

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覆盖面达到

25％，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的村庄比例达到

90％。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覆盖面达 28％，农

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的村庄比例达到 95％。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覆盖

面达到 3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得到

治理的村庄基本实现全覆盖。

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市农业农村

局、乡村振兴

局、财政局

8

推动

村容

村貌

整体

提升

打造示范村 40 个（沙坡头区 11 个、中宁县 12 个、

海原县 17 个）、提升村 80 个（沙坡头区 22 个、中

宁县 24 个、海原县 34 个）；创建乡村治理示范乡

4个（沙坡头区 2 个、中宁县 1个、海原县 1个）、

示范村 7个（沙坡头区 2 个、中宁县 3 个、海原县

2个）；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27.5%以上；创建“美丽

庭”1000 个（沙坡头区 350 个、中宁县 350 个、海

原县 300 个），评选最美家庭 50 户（沙坡头区 20
个、中宁县 15 个、海原县 15 个）；化肥农药利用

率达到 41%以上，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 87%以上；

规模养殖场治污设施配套率达到 97%以上，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3%以上。

打造示范村 40 个（沙坡头区 11 个、中宁县 12 个、

海原县 17 个）、提升村 80 个（沙坡头区 22 个、中

宁县 24 个、海原县 34 个）；创建乡村治理示范乡 5
个（沙坡头区 2 个、中宁县 1个、海原县 2个）、示

范村 8个（沙坡头区 2个、中宁县 3 个、海原县 3 个）；

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28.5%以上；创建“美丽庭”1000 个

（沙坡头区 350 个、中宁县 350 个、海原县 300 个），

评选最美家庭 50 户（沙坡头区 20 个、中宁县 15 个、

海原县 15 个）；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 41.5%以上，

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 88%以上；规模养殖场治污设施

配套率达到 99%以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4%以上。

创建乡村治理示范乡 5个（沙坡头区

1个、中宁县 2个、海原县 2个）、

示范村 10 个（沙坡头区 4个、中宁县

3个、海原县 3个）；村庄绿化覆盖

率达 29%以上；创建“美丽庭”1000 个

（沙坡头区 350 个、中宁县 350 个、

海原县 300 个），评选最美家庭 50
户（沙坡头区 20 个、中宁县 15 个、

海原县 15 个）；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

42%以上，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 89%
以上；规模养殖场治污设施配套率达

到 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 95%以上。

市农业

农村局

市乡村振兴

局、自然资源

局、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水

务局、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