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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单位： 重点项目办



工作概述
监利市2021年重点项目共120个。其中工业类项目17个，农业及社会

类项目43个，城建交通类项目58个，市场类项目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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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工业类



01、香港国际家居产业园

本月进展情况：
（1）一木居完成一栋4500平米厂房主体建设；
（2）澳林、富德居完成规划设计；
（3）远丰智造完成一栋5800平米厂房主体建设；
（4）德霖、富业、盈创居完成规划设计；
（5）智林完成一栋4500平米厂房基础设建设；
（6）顺景完成了规划设计，正在与施工洽谈施工事宜；
（7）众美完成一栋厂房，设备安装调试中；
（8）浩宏完成两栋厂房和一栋烘干房；
（9）德鸿堂、福瑞轩、臻美完成两栋厂房；
（10）华朗完成了围墙建设，正与施方协商建设事宜；
（11）正熙完成了围墙建设；
（12）远大华辉、森盛正在对综合进行装修；
（13）东仁进行厂区道路建设。

一木居木业有限公司

澳林家具有限公司

富德居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国际家居产业园形象图

福逸居木业有限公司 远丰智造木制品有限公司 德霖木业有限公司 顺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众美木制品有限公司

浩宏木制品有限公司盈创居家具有限公司富业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东仁家居项目

臻美家具有限公司德鸿堂家具有限公司

华朗家居有限公司 正熙自动化设备项目 森盛家居项目远大华辉家居项目



02、玖龙纸业

本月进展情况：
（1）造纸生产线已完成地勘和打桩，正在进行厂房建设，工程整体进度约55%。
（2）制浆生产线已完成地勘，桩基础施工已基本完成，厂房建设已启动。
（3）热电工程已完成地勘和打桩，正在进行厂房建设，工程整体进度约20%。
（4）清污水工程已完成地勘，桩基础施工已完成52%。
（5）办公区办公楼、食堂已完成地勘和打桩，正在进行主体建筑建设，工程整体进度50%。
（6）生活区宿舍楼和文体中心已完成地勘和打桩，正在进行主体建筑建设，工程整体进度30%。



03、新沟、朱河工业园污水处理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新沟、朱河项目已基本完成土建(包括厂区大门、道路、绿化、厂区硬化）及
污水管网等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占合同约定工程量的90%，设备安装尚有
20%未完成，单机调试及联合试运行、负荷试运行工作尚未实施。

朱河项目 朱河项目新沟项目新沟项目



04、念念米面食品加工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项目正常建设中。



05、医药化工产业园及基础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完成了土方回填8万方和地质勘探。



06、一半天药业改扩建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完成制水系统改扩建、包装转运系统、智能仓库系统、能源动力系统建设，
正在进行车间建设。车间主要设备已完成合同签订，正在进行给排水施工。



07、华中国际玻铝产业园

本月进展情况：
（1）维尔发铝塑即将落地；
（2）新江鑫设备正在调试设备；
（3）森尼智能、纽仕铝业、创尼科技已打围墙；
（4）瀚南铝业、盈达工贸即将开工；
（5）楚泰铝业谋求股权转让；
（6）高美铝业转型生产钢构；
（7）建派铝业、伟力铝业正在进行钢构厂房建设；
（8）力雄铝业、北翱铝业需加强督办；
（9）广凤铝业转让给台铝环保，正在建设第二栋厂房；
（10）俊先铝业租赁给日威科技，兴东铝业租赁给相关门窗企业，佑阳铝业已租赁实邦铝业做厂房；
（11）亿坤铝业正在安装设备；
（12）应辉铝业投产试运行；
（13）亮大金属、丽诗维依门窗前期论证；
（14）泉端铝业、叙博机电即将安装设备；
（15）清安铝业即将建设钢构厂房基础。



华中国际玻铝产业园形象图片

新江鑫设备

伟力铝业

亿坤铝业日威科技台铝环保

应辉铝业 泉端铝业 叙博机电



08、光电子信息产业园

本月进展情况：
（1）富世华、港头、富斯达、展拓光电、蓝晶元光电、中磁尚善、泽凯环保包装、科顺光电

已投产；
（2）盛信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装修完成，正在进设备；
（3）赛尔显示有限公司准备进场；
（4）东莞尚皓智造科技TP、玻璃盖板项目正在装修。

盛信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9、海腾包装

本月进展情况：正在建设钢混厂房。



10、红门科技产业园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完成1号2号厂房砼地面浇捣硬化固化。

红门科技拍卖三栋楼房过户协调会



11、朱河水产品加工产业园

本月进展情况：
（1）新田园二期办公室楼主体及新厂房

建设厂区土地平整完成，厂房建设施工中;
（2）现代水产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厂区建

设收尾及设备安装调试中;
（3）现代水产产业园子润公司厂区建设

完工，已投入生产运营;
（4）现代水产产业园天润公司、监利

（宁乡）温氏畜禽有限公司完成厂区土地平
整;

（5）监利市供销满堂红厂区建设完工，
已投入生产运营。

新田园二期办公室楼主体
及新产房建设 现代水产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现代水产产业园子润公司 现代水产产业园天润公司



工业类其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荆江蛋业扩产及沃丰示范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正在完善前期准备工作，联系协调相关事宜。
酸奶生产项目：前期论证阶段。
中泰电子产业园：湖北荆城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绿色生产达标考核。
光伏科技重资产产业园：正在进行财评。
高档服装产业园：装修已完成，即将完成消防验收及煞尾工作。
博瑞生物逆流超声植物提取生产项目：征地阶段。



Ⅱ 农业及社会类



12、中医院易地重建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已完成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专家评审初审，等待复审中；已完成环评所有相
关资料并已提交，等待审批中；已完成项目用地放线的挖沟工作。



13、朱河二医易地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1#住院楼建设至地梁和立柱浇筑；医技南楼建设至地上一层搭设内架；医技
中楼建设至承台及立柱浇筑完成；门诊楼（南）基础承台装模，门诊楼（北）基础开挖；地下室
基坑支护水泥土搅拌桩施工中。

1＃住院楼浇筑立柱和地梁 医技南楼一层搭设内架



14、市人民医院内科大楼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已完成支护桩476根；600工程桩560根，已完成300根；800工程桩233根，已
完成140根；立柱桩46根，已完成26根。



15、朱河中学易地重建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开会确定水电安装事宜和相关预算经费的申请事项，并解决六组村民历史遗
留问题。



16、老实验高中驻地兴办城区初级中学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工程设计单位招标、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招标挂网；完成对音乐楼、老礼堂、
男生宿舍楼拆除。



17、监利一中综合楼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进行主体施工。



18、城北小学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继续拆迁安置工作，开始砌围墙。



19、城区公办幼儿园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1#、2#、3#内粉和外粉完成；地砖、涂料及消防正在施工。



20、剅口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教育生态示范区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进行桥梁桩基、主干道路基、游园路基、陈列馆后亲水平台施工，更换屋面
瓦，完成纪念馆水电安装。



21、芦陵河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按进度施工。



22、文化体育中心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除剧院外其余五馆（体育馆、游泳馆、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规划馆博物
馆科技馆）主要进行各场馆的机电设备安装，室内墙地砖、墙面及吊顶施工、外幕墙玻璃及铝板
幕墙施工。室外工程主要进行广场及停车场施工、人行道面砖铺设以及绿化苗木栽植。剧院进行
深基坑负一层作业及西侧主体三层结构施工。



23、监利市老年大学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主楼防雷装置地接已完工，进行阶梯教室钢筋预埋、副楼二基础底板防水施
工、主楼及副楼地梁基础浇筑，进行副楼2底板钢筋绑扎施工。



24、“厕所革命”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农村户厕和公厕:对2018-2020年建改的进行核查整改；
乡镇公厕:桥市镇政府机关公厕已完成主体建设，正在室内装修；
城市公厕:民建社区公厕已完成地基建设，正在砌墙；
交通厕所:已完成上车湾镇、黄歇镇交通厕所建设，现正完善相关服务附属设施，白螺镇交通

厕所完成主体建设，进入室内外装修阶段，福田寺镇交通厕所因长期雨水天气暂未施工，待天晴
进场；

旅游厕所:周老嘴镇刘巷路旅游公厕已完成外面停车位及配套设施，并投入使用；分盐镇花子
桥红军烈士陵园旅游公厕内部装修完成，正在完善外面配套设施。



25、监利-潜江输油管道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已完成监利段施工作业带扫线69公里、布管35公里、开挖2.27公里、回填1.4
公里。



26、洪湖退垸还湖（还湿）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2020年度20100亩退垸区域已完成破口通湖，正在开展复查整改工作；第一期
生态修复工程已全部完成；第二期生态修复施工项目正在开展施工，总土方量505万方，目前完成
土方量263万方，完成占比52.1%；正在开展渔民安置前期工作，已形成具体安置细则并就细则征
求乡镇意见，同时对安置点选址及安置方式进行进一步考察调研；房屋测绘及评估工作开始进场；
2020年度资产评估及处置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市退垸办带第三方公司
到棋盘乡协调房屋测绘、评估进场事宜



27、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新沟镇、汪桥镇、汴河镇、棋盘乡等4个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已封顶，进行
砖砌体施工；程集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进行二层施工；分盐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进行屋面
浇筑；三洲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进行基础施工；网市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二层模板搭设。



28、周老嘴镇争创红色旅游4A级景区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房屋立面改造工程项目约完成工程进度的90%；省道沿线整理约完成工程进度
的80%；城区综合整治约完成工程进度的90%；火轮社区村湾园建完成工程进度的30%；老街停车场
改造工程新建路面、沥青混凝土路面、围墙、雨水管道铺设已全部完工，直荀大道文化墙、路缘
石与树池石安砌、人行道块料铺设已全部完工；中心河泵站主体维修已修建完毕。

省道沿线整理植树补绿 村湾园建工程游园入口搭建 西荆河河道修整



29、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完成项目整体的30%。



30、农村生产路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目前白螺镇、龚场镇、大垸管理区、上车湾镇、黄歇口镇、程集镇、三洲镇、
周老嘴镇、网市镇、汴河镇、分盐镇、容城镇、红城乡、棋盘乡等14个乡镇已经开始动工建设，
共建设完工水泥路13.5公里、碎石路70.3公里。



31、“双水双绿”产业培育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美亿监利公司

正在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3814亩（其中施家台
基地2118亩，张场基地644亩，铁嘴基地1052亩），
根据项目申报实际情况，正在完善基地基础设施建
设，与招采部门对接，开展立项招标程序。

（2）小龙虾小投苗情况：自3月5日起，美亿公
司基地外采投苗量171006.6斤，基地间供应虾苗
21156.7斤，基地内自转虾苗134704.8斤。

（3）小龙虾及副产品销售：美亿监利公司自3
月5日起共销售小龙虾471700.5斤，销售均价8.05元
/斤，销售额3798115.48元；销售黄鳝2斤，销售额
72元，总计销售额3798187.48元。



32、螺山干渠整治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河道清淤24000立方米、清障10000立方米。



33、西干渠疏浚工程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建设西干四标西湖泵站北交通桥和西干二标金光泵站。

西干四标西湖泵站北交通桥 西干二标金光泵站



34、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改造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2021年该项目正在工作规划建设谋划阶段，即将开始项目设计等前期工作。



35、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部分危桥项目新建改造中。



36、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市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2）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建设；
（3）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
（4）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
（5）电商扶贫及电商氛围营造推广；
（6）农产品上行品牌营销与供应链综合服务体系。

与顺丰快递洽谈
电商高峰论坛签约事宜

镇级站点选点 直播培训 洽谈电商培训基地事宜
第四届湖北·监利小龙虾节

抖音大赛评审会



37、市妇幼保健院易地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住院楼桩基工程：完成全部工程桩静载检测工作，相关数据符合设计标准；
（2）基坑工程：完成全部水泥土搅伴桩及坑中坑支护作业，基坑土方开挖完成，五方责任主

体完成了基坑验槽工作；
（3）地下室工程：基础垫层和底板防水完成85%；
（4）完成工人宿舍、食堂及生活区的搭建工作；
（5）完成了项目土方工程公开招标，目前正进行评标结果公示。



38、驾考中心二期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驾考中心综合大楼五层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100%。
（2）检测中心办公楼已完成外墙粉刷；环检、安检、外检车间已完成设备机坑建设。



农业及社会类其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疾控中心建设项目：完成工程预算财政评审，做好招标前准备工作。
子胥河水体综合治理：设计阶段。
工业园区企业单位雨污分流：上信城雨污分流改造。
剅口110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已完成初设审查、环评、水保批复取得。
城东工业园防洪排涝二期项目：暂未启动。
智慧城市项目：已确定招标代理公司，继续进行初设招标准备工作。
温氏生猪屠宰及肉制品深加工项目：项目用地土地证已办好，计划10月份开工。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进行预算编制。
洪排河综合治理项目：设计单位正在做规划实施方案。
半路堤泵站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编制，尚未审查和批复。
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2020年建设项目已完工，2021年建设项目将在年底启动。
乡镇病险涵闸泵站改造项目：正在签订合同。
监利后三峡何王庙泵站建设工程项目：因进入汛期，无法施工，无建设进展。
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配套项目：福田寺和程集镇水源置换工程已完成勘测设计、财政评审

工作，黄歇口镇水源置换工程和朱河中心水厂扩建工程正在进行勘测设计。
乡镇通道绿化及高速公路节点绿化项目：项目暂停，无进展。
中节能荒湖农场20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二期暂未开工，无进展。



Ⅲ 城建交通类



39、城南长江外滩综合整治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外滩道路基础建设、整形，平台正在建设。



40、荆江路北段建设

本月进展情况：还有何赵村4户房屋未拆，准备进行监利大道交叉口污水管。



41、长江路北段建设

本月进展情况：开挖排水沟，抽排积水，平整场地，已做好挖沟前期准备工作。现因土地手
续不全现在全面停工。



42、杨铺大道（江城路-福人木业）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已完成土地专款的拔付、附着物的清点和核量，准备抽水清表。



43、城区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整体改造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已完成立项、项目入库、环评、用地及规划的说明、节能审查、可研批复、
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财政评审等工作，其中政法委、老财政局、老商业局、建管办宿舍已完
工，其他小区正在进行招标前期工作。



44、丽景园（四期）公租房及天府大道西延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主体工程已完工，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配套工程雨水管施工已完工，进行花
台施工。



45、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后河清淤完成、林长河裴家段正在施工，后河危桥已开始施工。



46、国庆社区和茶庵社区改造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已完成所有改造内容并通过竣工验收。



47、民安小区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8#楼装饰装修工程基本完成；
2#楼粉刷、保温、外窗扇全部安装、阳台栏杆、卫生间排水管安

装全部完成，内墙腻子完成23层，外墙真石漆3-25层完成95%，公共
区域地砖铺贴完成2层；

3#楼粉刷保温（含商铺）完成，内墙腻子、外窗扇全部安装阳台
栏杆、商铺屋面防水保护层完成，外墙真石漆完成80%；

4#楼粉刷保温、内墙腻子、进户门安装、给水管安装、外窗扇全
部安装、阳台栏杆、阳台门、商铺屋面防水保护层施工完成，外墙真
石漆3-25层完成95%，公共区域地砖铺贴完成18层；

5#楼粉刷保温、阳台栏杆完成，内墙腻子完成25层，外窗扇安装
完成90%，外墙真石漆完成75%；

6#楼粉刷、阳台栏杆完成，保温完成25层，内墙腻子完成25层，
外窗扇安装完成60%，外墙真石漆完成30%；

7#楼粉刷、阳台栏杆完成，外窗扇全部安装完成40%，外墙真石
漆完成50%；

室外配套已进场施工。



48、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垃圾焚烧发电二期扩建项目情况：已完成基础浇筑、取水工程施工，室外循环水管道完成45%，

已确定飞灰暂存库方案，设备区施工完成70%。
白螺镇垃圾中转处理场正在进行渗滤液的处理安装。



49、城区道路绿化及游园绿化景观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正在施工，已完成了乔灌木和模纹栽植。

天府东路行道树栽植 玻铝二路行道树栽植



50、沿江片区老旧小区连片改造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一片区目前已合计完成签约564户，拆除508户，结算103户。
五片区目前已签安置合同44户，收缴款回单37户，未签合同12户。



51、市民之家和招商电子商务中心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2#楼完成屋面装饰板，消防的排烟口及应急灯、暖通的空调开关及出风口、弱电的网络

插口及显示屏安装完成80%；
（2）2#楼装修完成95%，1#楼装修完成50%，3#楼装修完成40%；；
（3）电梯安装完成60%；
（4）室外环形消防道路完成20%，开始种植苗木。

开始种植苗木2#楼消防、暖通及显示屏安装 2#楼屋面装饰板完成



52、赵夏嘉苑新型社区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6栋房屋未拆，继续进行工程打桩，施工项目部已建成，工人即将入住。



53、民惠小区（一期、二期)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砌体工程全部完成，内抹灰完成40%，外保温完成20%。



54、江北高速东延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路基工程：路基工程累计完成总量的99.75%。
（2）桥涵工程：桥涵工程累计完成97.82%。
（3）路面工程：路面工程累计完成91.1%。
（4）房建工程累计完成97%；交安工程累计完成63%；绿化工程累计完成68%；机电工程累计

完成64%。



55、忆美当代城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体验中心屋面梁钢筋绑扎完成50%；一层砌体完成25%；管桩完成328根；进行
生活区主道路施工及场地基础施工。



56、信达·江城壹品

本月进展情况：2#楼基础工程、3#主体3层、5#楼地下室结构施工。



57、庞公路（G240城区段）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5月19日省交通厅、省公路局批复高架桥跨G240施工许可；
（2）G351公路河框架桥申报平面道口及占用施工许可、G351道路施工许可正在申报；
（3）向市资规局土地交易中心申办庞公路划拨土地交易；
（4）完成设置S329莲观线交通警示牌等；
（5）市指会同市城管局、天然气公司和施工方现场研究迁改方案。

节前安全工作检查
框架桥、雨污水管线、

水泥搅拌桩施工 现场研究迁改方案 商讨拆迁工作



58、监利至华容高速公路（含监利鄢铺长江大桥）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工可咨询编制费用已完成财评，正在组织招标工作。



59、G240监利新沟至毛市改建工程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荆州市发改委已批复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编制启动中。



60、S215福田至白螺段（含福田大桥）干线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指挥部工作专班在柘木段协调房屋征迁、征地工作,并现场核实S215省道桥市
镇征迁房屋、杆线情况。

5月13日，市政府召开S215省道桥市
至白螺段项目建设协调会

指挥部工作专班在柘木段协调
房屋征迁、征地工作

现场核实S215省道桥市镇
征迁房屋、杆线情况



61、G351监利绕城一级公路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完成海螺路北延（监利大道-沙

螺干渠）项目工程量清单对价，落实海螺
路北延（监利大道-沙螺干渠）工程弃土
场。

（2）海螺路北延（监利大道-沙螺干
渠）工程进行箱涵下部基础粉喷桩作业、
对全线软基进行清淤换填。

（3）启动二期工程海螺路南延（章
华大道-洪排主隔堤）工程和三期工程沙
螺干渠（海螺路-G240潜监线）工程建设
用地征地手续。

（4）启动毛市镇和红城乡腾退房项
目建设用地征地手续。

（5）落实电力杆线和弱电迁改方案。 软基清淤换填 粉喷桩施工作业现场

项目进度推进会现场调研督办



62、容城港区新洲码头及疏港大道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容城港区新洲码头工程的后方堆场散货区强夯区完成103967㎡，山渣石铺平
69000m³，路基填筑6450m³，PHC管桩完成1907m，综合管线完成1250m，3#、4#变电所和1#、2#转运
站完成浇筑，地磅、1#变电所、门卫基础完成浇筑，散货设备基础预制板完成54块，连锁块预制
完成1491000块。

后方堆场监理例会 后方堆场极端灾害天气紧急会议 1#变电所基础圈梁浇筑



63、柘木一级公路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K160+380-K161+226段完成级配碎石、水泥稳定碎石上、下基层施工；
K161+195-K161+210段路基开挖；K160+960-K160+088段右幅距路中6m屋基梁破除并挖除路基土，
回填使用C30砼浇筑路面。

浇筑路K160+960-K160+088段右幅距路
中6m屋基梁破除并挖除路基土、回填

K160+380-K161+226段水泥稳定碎
石上、下基层施工

K160+380-K161+226段路基排水
K160+380-K161+226段级配

碎石施工



64、随岳高速公路新增龚场互通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完成工可报告咨询单位招标工作，工可报告正在编制中。



65、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程集镇已完成示范乡镇创建工作；上车弯镇正在对示范线路进行路面环境整
治；汴河镇、周老嘴镇、大垸管理区正在编制四好农村路创建方案中。



66、消防中队搬迁及开发区派出所新建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1）巡特警训练基地建设项目：3-6层植筋，砌体材料进场。
（2）开发区警务中心建设项目：连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成。
（3）消防中队建设项目：综合楼内墙涂料底层腻子完成90%，二层、四层屋面防水完成（未

做闭水试验）。

巡特警训练基地建设项目 开发区警务中心建设项目 消防中队建设项目 消防中队建设项目



城建交通类其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建设、东南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沿江大道建设项目：正在设计。
六横渠水体综合治理：正在进行编制可研。
擦亮小城镇：各乡镇成立了工作专班；制定了工作方案，进行了规划编制；召开了工作动员

会及工作推进会；填报了擦亮小城镇网上信息平台的网上录入工作；正在进行“擦亮小城镇”百
日综合整治工作。

老城区排水管网检测修复项目：已完成概算。
城东粮贸小区改造项目：已完成预算编制、财政评审，正在组织招标资料。
城区背街小巷改造项目：预算已完成，准备财评。
城南公租房（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进行前期谋划。
玉沙大道西延道路配套建设项目：正在与土地局对接，尽快完成征地手续。
学府路东延、常青路中段和芳菲路建设：学府路东延和常青路中段工程用地尚未完成征迁工

作；芳菲路未复工。
邮电公寓生态停车场建设项目：财评报告已出，6月上旬开始招标，6月底签施工合同。
城区公共停车位和新能源充电桩建设项目：即将出财评结果；6月上旬进行立项，中旬遴选施

工单位，下旬进场施工。



城建交通类其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监利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程、监利市城区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项目：正在进行项目
招商。

开发区园区道路建设项目：玻铝一路、玻铝二路、楚天路南延项目已经竣工验收；发展大道
东延、创业路北延建设项目，进行道路清表及土方转运、场区东侧排水沟（原灌溉沟渠）清淤，
排水沟施工完成。

白螺工业园（玖龙路、工农三河路、西杨河路）及配套工程：已完成初步设计、场地平整，
因禁止采砂，暂停吹砂。

林长河湿地公园（东段）项目：进行预算编制。
仙监铁路：已完成可研鉴修、土地预审、稳评等报告编制，土地预审待国家自然资源部最后

批复，基本具备开展初步设计条件。为节约时间，打算同期启动初步设计商务谈判及招标等前期
准备工作。

长江大保护PPP项目：正在进行初步设计阶段。
锦沙湖湿地公园项目：项目暂停，无进展。
区域性应急体系建设项目：已完成项目立项和项目用地预审、地勘，获得新建工程项目可行

性研究的批复。



城建交通类其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林长河湿地公园（西段）项目：征迁阶段。
建设大道西延项目：正在进行项目招投标。
府西路南延及红城大道西延项目：正在进行项目前期初步设计优化。
红军路综合整治项目：已完成初步设计，等待审批。
G351朱河至红城段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已报送至荆州市发改委审批。
S215仙监线福田寺大桥项目：正在办理征地审批手续。
城乡公路建养一体化项目：正在拟定项目报市政府审批。
长江监利段砂石集并中心建设项目：（1）玖龙纸业专用码头生态专题开始编制，初步设计已

完成，正在送审；（2）容城、白螺长江船舶污水垃圾港口接收码头因进入汛期无法施工，无建设
进展；（3）三洲盐船套永久集并点正在进行项目备案申请；（4）长江村永久集并点完成项目备
案；（5）公务码头进行财评。



Ⅳ 市场类



67、城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

本月进展情况：
天府庙大市场西区二期1、2栋基础回填完成，主体部分开始扎筋装模，3栋基础完工准备回填。
团结市场配套厕所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外墙粉刷。

天府庙大市场 天府庙大市场 团结市场 团结市场



市场类其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城区集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
爱民路市场已完成市场升级改造的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可研报告及发改局项目审批。已报

市政府，待审批通过后，由城投进行公开招投标后确定工程进度。
东区市场东区市场拟变更原规划为一层建筑。正在进行新的规划设计。
城西市场已完成规划设计，正在进行建筑设计，正在进行临时市场经营场地选址。
南门市场已完成规划设计，正在进行建筑设计。



感谢您的观看
2021年五月

汇报单位： 重点项目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