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年银川市市本级政府资金第二批投入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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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计划

投资
责任单位 备注

合计 33 448754 74279 

续建 7 338618 19870 

新建 26 110136 54409 

园林项目 3 5400 2500 

新建 3 5400 2500 

1 

2022年银川市道路景观林带建
设项目-培华路北侧、黄河路
北侧、满城街西侧林带绿化工

程

新建
培华路（平湖巷-满城
街）、满城街（长城路-
魏远路）、黄河路北侧

项目总面积19968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18363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
、节灌、绿化种植、土建等。

2022-2024 652 300 市园林管理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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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
团结路（民悦街-正源北

街）中间53米
项目建设总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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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市园林管理局

3 
2022年中山公园、海宝公园基

础设施改造项目
新建 中山公园、海宝公园

对中山公园园路、公厕、广场、景观节点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海宝公园护
堤、绿地进行改造提升。

2022-2024 2290 1300 市园林管理局

交通项目 2 314179 13450 

续建 2 314179 13450 

4 
银川综合客运枢纽（扩建工

程）火车站通道工程车行通道
续建 金凤区、西夏区

建设3条宽10米下穿铁路人行通道和1条宽26.9米下穿铁路车行通道。本次实施
车行通道，道路全长810米，已建成210米（铁路铁轨以下），此次实施剩余

600米，市政道路约170米，其他为铁路红线范围内用地。
2021-2023 47600 7050 市交通局

5 
宁夏银川市一体化绿色交通建

设项目
续建

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
、贺兰县、永宁县

建设内容共四个部分：一是设备设施系统更新；二是基础设施系统完善；三是
智慧交通系统提升；四是机构安排与能力建设。

2020-2022 266579 6400 市交通局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14 99336 47780 

续建 1 20039 4800 

新建 13 79297 42980 

住房及城市建设 13 97742 47030 

续建 1 20039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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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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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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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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贺兰山西路（文昌北街-西绕

城段）拓宽改造工程
续建

怀远路以北，学院路以
南，文昌路以西，西绕城

段以东

道路全长约4100米，文昌北街至宁朔街红线宽度48米，宁朔街至西绕城段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调整红线宽度，新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拓宽为三块板，同步

配套建设地下管线、路灯等工程。
2019-2022 20039 4800 市住建局

新建 12 77702 42230 

7 
团结路（民悦街-正源街）道

路工程
新建 金凤区

道路全长1175.2米，规划道路红线上下行宽各19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雨水工程、照明工程、海绵城市、

交通工程及道路附属工程等。
2022 5220 2300 市住建局

8 
银川市金凤五路（塔渠街-民

族街）道路工程
新建

南至六盘山路、北至宝湖
路、西至塔渠街、东至民

族街区域内

道路全长1809.642米，其中金凤五路（塔渠街-康银巷）和（唐徕渠-民族街）
段采用30米整体式断面；金凤五路（康银巷-唐徕渠）段为保护现状土路两侧
较粗树木，采用39米上下行分离式断面。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给水、再生水

、污水、雨水、路灯、桥涵、交通以及附属工程等。

2022-2023 22493 11000 市住建局

9 
银川市金凤五路（正源街-塔

渠街）道路工程
新建

南至六盘山路、北至宝湖
路、东西至正源街、东至

塔渠街区域内

道路全长1036.188米，其中金凤五路（正源街-尚文巷）段红线宽14米，（尚
文巷-塔渠街）段红线宽24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给水、再生水、污水、

雨水、路灯、桥涵、交通设施以及附属工程等。
2022 4156 2000 市住建局

10 
银川市纬七路（友爱街-七号

路）道路给排水工程
新建

南至上海路、北至海宝路
、西至友爱街、东至七号

路区域内

道路全长567.429米，规划红线宽20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涵洞、路灯、给
水、污水、雨水、再生水、交通设施及残疾人无障碍设施等附属工程。

2022 1331 800 市住建局

11 
西夏区南部片区排水防涝设施
雨水调蓄池建设工程（一期）

新建

第三污水处理厂东侧、规
划路以西、长城路绿化带
以南、四二干沟以北区域

内

新建地下封闭式雨水调蓄池一座，长约250米、宽约30米、水池埋深约10米，
有效容积为4.5万立方米，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2022 4944 2800 市住建局

12 
银川市贺兰山路与民族街交叉

口快速化改造工程
新建

兴庆区，沙海路以南，清
净巷以北，丽景街以西，

凤凰街以东

项目采用贺兰山路下穿民族街的城市隧道方式对贺兰山路与民族街、虹桥街交
汇处进行立体化改造，对天源达桥现有断面加宽至50米，同时对交叉路口通行
系统进行优化，完善行人及非机动车慢行系统。本次改造范围为贺兰山路交叉
口东西各450米，隧道闭口暗埋段长度约180米，民族街以南230米，以北至虹
桥街与沙海路交叉口。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城市隧道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
、照明工程、排水工程、交安设施等其他附属设施，并预留远期贺兰山路全线

快速化改造的条件。

2022-2023 24951 16000 市住建局

13 
银川市民族街（上海路-南薰

路）慢行绿道工程
新建 兴庆区

道路设计长度为2540米，其中民族街（上海路-北京路）段长约760米，本次改
造机动车道东西两侧均拓宽0.5米；民族街（北京路-南薰路）段长约1780米，
两侧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共板设置，非机动车道2.5米，人行道修建至两侧建
筑物边，宽度2-4.5米不等；调整后将主车道划分非机动车道撤销，增加一个
车行道。建设慢行绿道改造、道路附属工程、配套的给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等

。

2022 1699 900 市住建局

14 
怡北巷（梧桐巷-同心街）道

路工程
新建 西夏区

道路全长410米，规划道路红线宽15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工程、海绵工程、涵洞工程、给排水工程、树木移植、交通工程及道

路附属工程等。
2022 981 580 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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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银川市北京路-二十四中人行

天桥工程
新建 西夏区

主桥结构采用钢箱梁，长56.6米，宽5米，梯道宽3.3米，净高5米，通行方式
为步行梯+无障碍直梯。

2022 884 550 市住建局

使用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16 
银川市后海路-市民大厅人行

天桥工程
新建 金凤区

主桥结构采用钢箱梁，长53.1米，宽5米，梯道宽3.3米，净高5米，通行方式
为步行梯+无障碍直梯。

2022 1001 650 市住建局

使用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17 
银川市正源街-自治区人民医

院人行天桥工程
新建 金凤区

主桥结构采用钢箱梁，长66.6米，宽5米，梯道宽3.3米，净高5米，通行方式
为步行梯+无障碍直梯。

2022 1003 650 市住建局

使用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18 
宁安东巷自走式立体停车楼工

程
新建 金凤区 规划用地466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798平方米，停车泊位365个。 2022-2023 9040 4000 市住建局

使用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市政管理 1 1595 750 

新建 1 1595 750 

19 
银川市河东垃圾填埋场综合治

理项目
新建

兴庆区掌政镇横城村银川
河东生活垃圾填埋场内

现状地下调节池修复，渗滤液收集池修复、新建清水池、封场绿化及浇灌管网
、其他配套工程。

2022 1595 750 市市政管理局

社会事业 14 29839 10549 

续建 4 4400 1620 

新建 10 25439 8929 

教育 1 4059 3000 

新建 1 4059 3000 

20 
银川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产教
融合教学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
银川市职业技术学院校园

内西北角
新建两栋实训车间，1#实训车间建筑面积为8400平方米，2#实训车间建筑面积

为3900平方米，结构形式为钢框架结构。
2022-2023 4059 3000 市教育局

医疗卫生 2 11048 1800 

新建 2 11048 1800 

21 
西夏区朔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社区医院和发热

门诊）
新建 西夏区爱民巷以西

新建建筑面积约为3560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约为170平方米（发热门诊建
设），总建筑面积约为3730平方米。

2022-2023 2525 500 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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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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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 金凤区北京中路684号

项目总用地面积14860.02平方米，主要改扩建内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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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零星项

目改扩建。

2022-2024 8523 1300 市卫健委

文化体育 3 5480 2189 

新建 3 5480 2189 

23 
贺兰山体育场田径跑道改造项

目
新建

体育中心贺兰山体育场内
场

田径场田径跑道改造工程，更换场地内跑道塑胶面层拆除后重新铺设，铺设选
用预制橡胶跑道卷材。原有场地辅助区采用清洗、喷漆，按照国标运动场地要

求进行喷涂更换铝合金轨道杆，疏通原有场地排水边沟。
2022 647 500 市体育局

24 十心实事笼式运动场项目 新建 西夏区、金凤区、兴庆区
西夏区文萃街与学院路交叉口东北角新建2个五人制足球场，西夏区体育馆南
侧新建1个五人制足球，金凤区双渠口公园内新建一块笼式篮球场，兴庆区大

团结广场新建一块笼式场地。
2022 283 180 市体育局

25 
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融媒基地

专业装修工程
新建

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融媒
基地内部

建设声学装修及融媒专业技术装修、舞美大屏系统、灯栅层、工艺基地等。 2022-2023 4550 1509 
银川市新闻传

媒集团

健康养老 1 2989 1000 

新建 1 2989 1000 

26 
银川市节地生态安葬示范园项

目
新建

金凤区良田镇植物园村银
川市殡仪馆西侧空地

建设用地45880平方米，建设内容：1.生态墓穴；2.生命广场及道路铺装；3.
景观雕塑小品、绿化种植各类树木花卉；4.排水管及绿化给水工程、场地换土
及平整场地工程、弱电监控及电源供给工程、金属围栏等。绿化覆盖率为

70％，道路广场占地面比例30％。

2022-2023 2989 1000 
市民政局、市

殡仪馆

网络信息 7 6263 2560 

续建 4 4400 1620 

27
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智慧

公积金项目
续建

项目覆盖永宁、贺兰、灵武、宁煤、铁路和宁东6个分中心，中卫1个办事处和
1个中心服务大厅，包括5个应用系统（住房公积金业务信息系统、住房公积金
内部管理系统、风险防控管理系统、住房公积金运维管理系统、住房公积金智
能数据分析展示系统）、6个公积金业务应用支撑系统（报表管理系统、流程
管理系统、用户管理系统、日志管理系统、住房公积金无纸化系统、标准化管

理系统，统一支撑上层应用）、2项硬件及配套支撑平台建设。

2021-2023 1333 300 
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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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银川市“i银川”APP升级及运

营项目
续建

升级建设一站式数字化城市服务总窗口“i银川”APP，全面汇聚承载全市各部
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及便民服务，上线场馆预约、泊车向导、电子证件、生
活缴费等更多惠民服务，推进不动产登记、道路运输证配发等一批网办事项全

面转化为“掌上办”。

2021-2023 786 200 市网信局

29
银川市“智慧文旅”公共服务

平台
续建

分三期建设。一期为建设一个银川市文化和旅游大数据中心、搭建综合管理平
台、公众服务平台两大平台；二、三期建设主要内容为相关基础配套，包括：

运行环境租赁、数据服务购买等。
2021-2022 529 120 市文广局

30
银川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续建

1.提供银川市综合窗口受理平台应用；2.将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住房公积
金等厅局建设的业务系统与综窗平台互联互通，实现系统融合数据实时传输；
3.提供智能表单服务，构建灵活可靠的表单定制化服务；4.提供银川市服务综
合效能监管平台服务；5.政务服务网（银川站点）重构服务，提供“一件事一
次办”和“一业一证”主题服务专区；6.提供移动端应用输出服务；7.政务数
据的归集管理和事项的标准化梳理服务；8.提供顶层设计、咨询方案、流程再

造等咨询服务。

2021-2022 1752 1000 市审批局

新建 3 1864 940 

31 银川市市域社会治理信息平台 新建

打通各县（市）区、各相关单位社会治理的数据、信息，形成以数据为基础，
事件处置流转、数据分析研判预警为支柱，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触
角，指挥调度、监督考评为手段的综合性应用系统，着力提升社会治理工作的
信息化、智慧化水平，为全市各部门、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智治支撑。

2022 939 600 市委政法委

32
银川市科技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平台
新建

搭建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系统，推行“全流程网上办理”，强化项目实施过程
跟踪及监管，全面梳理科技业务办理事项和流程，线上办理业务将进一步压缩
办事环节、精简办理材料、缩短办理时限。通过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科技服务“

一网通办”，深化科技合作交流，打造高效透明的科技创新服务环境。

2022 354 100 市科技局

33
银川市“智慧住建”平台（一

期）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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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240 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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