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晋市政办函〔2022〕48 号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晋城市项目建设冬季行动方案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市属

有关企业：

《晋城市项目建设冬季行动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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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项目建设冬季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省委省政府

抓项目促投资系列决策部署，圆满完成 2022 年投资目标和项目

建设任务，系统谋划 2023 年项目建设盘子，扎实推进项目前期

工作，市政府决定从 2022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在全市开展项目建设“冬季行动”，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树牢“项目是第一支撑”

鲜明导向，聚焦全市项目数量少、体量小、质量低的现状，利用

冬季时节，大干 100 天，全力实施谋划储备、招商引资、手续办

理、项目推进、破解难题“五大攻坚行动”，补齐短板差距、扩

大有效投资，为冲刺全省第一方阵目标，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新晋城提供强有力的项目支撑。

二、行动目标

（一）项目投资目标。2022 年四季度全市力争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238.2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137 亿元（一产投资 13.3 亿

元），确保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全省第一方阵，产业项目

投资占比完成省定目标，一产投资增速走在全省前列。

城 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2.0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13.7

亿元（一产投资 0.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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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4.3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44.3

亿元（一产投资 2.6 亿元）；

高平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4.4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21.6

亿元（一产投资 4.2 亿元）；

阳城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4.8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26.0

亿元（一产投资 3.3 亿元）；

陵川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8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2.2 亿

元（一产投资 0.6 亿元）；

沁水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9.9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18.2

亿元（一产投资 1.9 亿元）；

开发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8.0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11.0

亿元。

（二）项目储备目标。2023 年全市项目储备目标按差异化

测算，项目储备数量不少于 1330 个，项目有效投资不低于 850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占比不低于 50%。

城 区：项目数量 210 个（含市本级 98 个），有效投资 152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占比 23%；

泽州县：项目数量 225 个，有效投资 204 亿元，产业项目投

资占比 50%；

高平市：项目数量 350 个，有效投资 135 亿元，产业项目投

资占比 49%；

阳城县：项目数量 210 个，有效投资 153 亿元，产业项目投

资占比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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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项目数量 100 个，有效投资 43 亿元，产业项目投

资占比 52%；

沁水县：项目数量 160 个，有效投资 115 亿元，产业项目投

资占比 75%；

开发区：项目数量 75 个，有效投资 48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占比 64%。

（三）项目开工目标。加快推进 2022 年四季度和 2023 年一

季度计划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攻坚期间手续办结率达到

80%以上，确保 2023 年新建项目一季度开工率达到 40％以上。

城 区：2022 年四季度开工 7 个，2023 年一季度开工 15 个；

泽州县：2022 年四季度开工 0 个，2023 年一季度开工 35 个；

高平市：2022 年四季度开工 6 个，2023 年一季度开工 45 个；

阳城县：2022 年四季度开工 8 个，2023 年一季度开工 40 个；

陵川县：2022 年四季度开工 0 个，2023 年一季度开工 13 个；

沁水县：2022 年四季度开工 5 个，2023 年一季度开工 35 个；

开发区：2022 年四季度开工 1 个，2023 年一季度开工 10 个。

（四）招商引资目标。围绕我市“1+5”现代产业布局和十

大重点产业链，主动出击、精准对接，专班推进、高效服务，引

进签约一批、推动开工一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确保全市四季度

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362.5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计划总投资

406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70 亿元。其中：

城 区：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44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58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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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县：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67.5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

目计划总投资 53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16 亿元；

高平市：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66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

计划总投资 9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20 亿元；

阳城县: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65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计

划总投资 68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8 亿元；

陵川县: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计

划总投资 2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3 亿元；

沁水县: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64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计

划总投资 48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9 亿元；

开发区: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36 亿元，新开工固定资产项目计

划总投资 86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 2 亿元。

三、行动内容

（一）谋划储备攻坚行动

1.系统谋划。按照系统、集成、整合理念，紧盯国家产业

政策和投资方向，聚焦“六大战略定位”，围绕“五型”重大

基础设施、“1+5”现代产业体系、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十大

产业链、培育特色专业镇等重点领域进行谋划，形成 2023 年

建设项目盘子。

2.分级谋划。各县（市、区）、开发区重点抓好本级政府投

资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和产业项目的谋划储

备。市直部门侧重于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和跨县域项目的谋划，

并做好全市域行业项目谋划的政策指导工作。企业集团要聚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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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紧盯市场前沿，围绕延链补链强链进行产业项目谋划。

3.谋大储强。2023 年全市新开工 50 亿元以上项目 3 个、

10-50 亿元项目 23 个、5-10 亿元项目 48 个。

城 区：50亿元以上1个、10-50亿元3个、5-10亿元2个；

泽州县：50亿元以上1个、10-50亿元2个、5-10亿元6个；

高平市：10-50亿元 1个、5-10亿元10个；

阳城县：10-50 亿元 5 个、5-10 亿元 10 个；

陵川县：5-10 亿元 2 个；

沁水县：50亿元以上1个、10-50 亿元 2 个、5-10 亿元 9 个；

开发区：10-50 亿元 5 个、5-10 亿元 2 个；

市本级：10-50 亿元 5 个、5-10 亿元 7 个。

4.聚焦重点。加快推进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太行一号生态

康养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示范带、沁丹两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环城水系清水复流“四大牵引性”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总投资

30 亿元以上的晋煤东大铁路专用线、省道 366 老马岭至杨河桥

改建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总投资 50 亿元以

上的晋钢低碳氢冶金、沁水抽水蓄能等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相关企业

（二）招商引资攻坚行动

1.强力推动。各县（市、区）、开发区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

外出招商、亲自对接洽谈、亲自推动落实，带动掀起新一轮招商

引资热潮。十条重点产业链链长、副链长、链长助理及链长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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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要联合链主企业，精准锚定目标企业，高效开展产业链招

商。加快设立重点区域驻外招商办事处，持续加强京津冀、长三

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大项目、好项目的引进落地工作。市

县投促部门要组建招商小分队精准招商，着力引进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

2.专班推进。充分发挥市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

能作用，落实招商引资联席会议、重点项目会商、“1+5”服务专

班等制度机制，加强分析研判、推动项目建设。各县（市、区）、

开发区要建立“三个一批”清单，成立重点项目推进专班，推动

在谈项目签约落地、签约项目开工入库、开工项目达产达效。紧

盯华强方特主题乐园、中核阳城县 400MW/800MWh共享储能、智能

显示屏模组等在谈重大项目，抓紧对接、力促签约。紧盯华润江

中海斯药业产业园、晋钢钢焦一体化、山西太行农副产品物流产

业园、晶英纳米钙建设等开工未入库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进度、

提供要素支持，全方位推进项目入库。紧盯第五代移动通讯设备

精密零组件、中通快递智能电商快递产业园、七彩太行国际冰雪

旅游度假区、鹏飞城隍庙商业广场等入库开工重大项目，倒排工

期、节点推进，力争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3.高效服务。各县（市、区）、开发区要加强政策支持，强

化供水、供电、供气、通讯、土地、资金、厂房等全方位保障，

确保项目施工建设顺利推进。市县投促部门要完善招商引资项目

库运行管理办法，开展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要加快招商引资大

数据平台建设，实现产业招商数字化、可视化、智慧化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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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投促系统专业能力提升，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

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中心，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

发区管委会

（三）手续办理攻坚行动

1.加强审批服务。审批部门对照清单梳理审批事项，明确办

理层级、前置要件、办理环节、审批流程，用好模拟审批、容缺

办理、“7×24”延时审批、施工证分阶段核发等创新方式，加快

推进 2023 年首批 84 个项目事项办理。

2.强化要素保障。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做好选址意见、土地

预审、供地等手续前置环节事项办理；生态环境部门做好项目环

评涉及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手续前置环节事项办理；能源部门做好

能源双控等手续前置环节事项办理；工信、文旅等职能部门做好

职责范围内相关手续审批前置环节办理。项目单位要压缩中介机

构耗时，及时提供审批所需资料。

3.聚焦重点事项。推动完成 2023 年首批 84 个项目 374 个事

项办理工作，包括 70 个立项、51 个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61

个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62 个建设工程许可证、55 个环评、75

个施工许可证等事项。重点抓好沁水抽水蓄能、南村智慧物流园、

张峰水库调水工程、机场大道、晋煤东大郑庄专用铁路线等重大

项目前期手续办理。

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文旅局，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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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推进攻坚行动

1.开工一批。抓好 2022 年未开工的 31 个项目，力争 11 月

底前全部开工建设。包括城区南村智慧物流园、第三批老旧小区

改造等 7 个项目，高平市南湖幼儿园、第九中学等 6 个项目，阳

城县县城城市品质提升、晋城矿区采空区地面抽采等 8 个项目，

沁水县双创基地、桃园小区乡村振兴农民集中社区等 5 个项目，

开发区先进半导体设计研发平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市本级花园

水系边坡治理、省道 229 阳济线灾后重建工程等 4 个项目。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2.提速一批。抓好 2022 年在库的 425 个重点支撑性项目，

四季度完成有效投资 175.9 亿元。包括城区年处理十万吨铸造废

砂再利用、江山美域等 56 个项目，泽州县晋钢机电和产业园、

丹河新城等 5 个项目，高平市神农煤业公司三采区开拓、绿色开

采试验研究等 207 个项目，阳城县沁秀龙湾矿井、晋阳高速公路

改扩建等 108 个项目，陵川县东双脑调水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

2 个项目，沁水县高折射玻璃微珠、郑庄北山增压站配套项目管

道工程等 23 个项目，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二期、半导体封装等

24 个项目。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3.入统一批。抓好 2022 年已开工未入统的 241 个项目，推

动项目应统尽统。包括城区福兴二期、后河小学等 16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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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县金泽祥钢铁物流园、晋控 100MW光伏发电等 41 个项目，

高平市二广物流园、晋汾白猪产业园等 42 个项目，阳城县育英

西街、中医院等 80 个项目，陵川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城南小学

及幼儿园等 8 个项目，沁水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森林城市创建

乡村绿化等 35 个项目，开发区盛天泽激光破拆装备、航空警示

设备量产等 8 个项目，市本级白马寺山游客接待中心、公共停

车场等 11 个项目。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4.竣工一批。抓好 2022 年四季度计划竣工的 68 个项目，尽

快建成交付使用。包括城区第二批老旧小区等 9 个项目，泽州县

巴公镇巴原街西延道路工程等 13 个项目，高平市生物科技产业

园等 16 个项目，阳城县南环东街跨河大桥及附属工程等 5 个项

目，陵川县甘井掌至潞城路面改造工程等 6 个项目，沁水县 2021

年乡村公路水毁恢复工程等 7 个项目，开发区高浓度废水处理等

8 个项目，市本级公共停车场等 4 个项目。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五）破解难题攻坚行动

1.建立问题清单。开展项目问题大起底活动，深入一线调研、

推进督导，全面摸底梳理项目在用地、资金、审批、能耗、征拆

等方面存在的堵点难点。分级分类建立项目问题清单，实行项目

问题台账管理、问题交办、问题解决承诺、问题清零销号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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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明确问题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解决时限。

2.分层分级推进。县级事权的县级政府协调解决，市级事权、

省级事权的市直牵头部门协调解决。一般性问题限期解决；久拖

不决的问题，通过“13710”“督办函”等形式督促解决；重大问

题提交市政府会议研究解决。

3.聚焦目标任务。强力推动解决 2022 年四季度“13710”交

办的 17 个项目 24 个问题（土地问题 11 个、资金问题 1 个、征

拆问题 3 个、其他问题 9 个）。问题领办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和

职责科室、办结时限，力争“冬季行动”期间全部办结。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行政审

批服务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市能源局、市金

融办等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四、工作机制

（一）建立领导包保机制。建立市级领导包县区包行业、县

级领导包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包行业项目“三包”工作机制。

市政府领导牵头，成立由包保县区、市直行业主管部门组

成的工作专班，压实包保县区和行业项目单位的主体责任，指

导帮助解决阻碍项目进度的突出问题，确保按计划完成投资目

标任务。

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冬季行动”要求，明确分管领导、职

责科室和具体责任人，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摸清项

目现状，找准问题症状，及时协调办理，解决不了的形成问题清

单提交市政府包保领导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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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开发区参照建立包保机制。

（二）建立清单管理机制。建立各县（市、区）和开发区项

目投资目标任务清单、2022 年已开工未入统项目清单、2022 年

未开工项目清单、2022 年四季度竣工项目清单、2022 年冬季行

动第一批项目问题困难交办清单、2023 年一季度计划开工项目

前期手续办理清单、2023 年建设项目盘子“七张清单”。各县（市、

区）、开发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对照清单，分解量化任务，定人

定责定时限，一项一项抓推进，一件一件抓落实。

（三）建立调度通报机制。市政府每月召开一至两次调度会

议，对话县（市、区）长，调度各级各部门各专班总体目标差距、

重大项目问题、重点工作落实等情况，研究需市级层面解决的重

大问题。工作专班每半月至少调度一次，调度包保县区和分管行

业工作推动、目标完成、项目谋划情况，协调解决影响项目建设

的重点问题。逐月排名通报手续办理、项目开工、项目入统等完

成情况。

（四）建立督查考核机制。市政府成立“冬季行动”专项督

查组，每个月对各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直相关部门的项目

进行推进督导。重点督查贯彻落实、机制运行、工作调度、工作

成效等履职尽责情况；深入项目一线，看现场、查资料、留影像，

真实了解项目建设状况，帮助解决问题困难；督导进展不快的项

目，督查不落实的人和事，即时通报督查结果。将“冬季行动”

成效纳入全市目标考核范畴，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相挂钩。

（五）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工作专班、县（市、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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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单位之间，要聚焦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加强

横向沟通、纵向协调，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解决项目推进、

要素资源配置等关键环节的实际问题，确保项目建设提速提效。

五、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用好“166”项目攻坚指挥体系，指

挥部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协调推动项目谋划、招引、前

期、建设等环节工作。各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直相关部门

是“冬季行动”的责任主体，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

体抓，全力推动“冬季行动”取得实效。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细化工作方案，

深化工作举措，分解任务、压实责任、抓好落实。建立攻坚任务

通报简报制度，每月 10 日、20 日、月底报送工作推进情况，市

发展改革委汇总后上报市委市政府。

（三）强化舆论宣传。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公众号

等多种媒体媒介，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报道项目建设“冬季行动”

的动态和成效。太行日报、电视台等媒体要建立曝光台，对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人和事进行曝光，对开而不建、围而缓建

等进展滞后的项目进行曝光。通过晾晒比拼、揭短亮丑，营造比

学赶超、奋力争先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