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4

2021 年剑阁县重大投资项目情况的说明

一、绵苍、绵广高速项目

（一）项目概况

绵阳至苍溪高速公路剑阁境内总长 44.44 公里，项目投资

60.86 亿元，涉及 6 个镇。全线设置国光、白龙、羊岭枢纽共 3

处互通式立交，13 座隧道、24 座桥梁）路基宽度 25.5 米,双向 4

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项目实施 BOT 模

式。其中绵阳至苍溪路段由中国铁建昆仑投集团投资，中铁 23

局承建，建设期四年，预计 2023 年底建成通车。

（二）进展情况

截止 2021 年底，（1）完成拌合站临建站点建设 11 处，征

地 228.202 亩，非耕地 28.62 亩，已投入使用；（2）完成通村

通组水泥路加宽施工便道规划征地及补偿；（3）完成炸药仓库

选址规划征地及建设 3 处并投入使用；（4）完成红线内已征土

地 3025.42 亩，占比 100％；（5）完成红线内搬迁坟墓 1192 座，

占比 100％；（6）完成天燃气管道及杆管线迁改方案审定及财评。

（7）红线内应拆迁房屋 345 户，已拆迁房屋 319 户,占比 92.5％，

下剩 26 户（北京创维律师事务所串联结盟拆迁户共 39 户，已化

解 24 户，还剩 15 户）。

（三）2021 年资金安排计划

截止 2021 年底，已安排下达 8883 万元。

二、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及安装安全监测设施项目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建设目标任务为：一是拟为 65 座小型水库每座小型

水库购安水雨情测报设备设施一套；二是拟为 29 座小（一）型

水库购安安全监测设备设施，每座一套；三是 178 座小型水库进

行白蚁防治、增设水标尺、维修放水设施、维修闸门、整治溢洪

道、整治坝体齿墙、整治护坡六棱块、维修管理房等。资金构成

为：申报一般债券资金 2017 万元，自筹资金 90 万元。项目实施

年限为 2021 年-2022 年，县水利水电事务中心自主开展项目招标

工作，择优推荐四川泽昶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该项目设备采购的招

标代理机构，开展水雨情测报设施及安全监测设施设备采购工作。

择优选择有资质的白蚁防治专业施工队伍开展水库白蚁危害防治

工作。

（二）进展情况

截止 2021 年底，65 座设备安装基座基础工作已全部完成。

涉及白蚁防治的 110 座水库已全面委托相关专业施工队伍开展白

蚁防治工作，已完工白蚁防治水库 60 座。水库维修养护（除白

蚁防治部分外）已完成实施方案，正在确定施工单位。

（三）2021 年资金安排计划

截止 2021 年底，一般债券资金已安排下达 2017 万元。

三、剑阁县清江河水工程右岸堤防治理工程

（一）项目概况

2018 年汛期，“6.26”特大洪水造成壅水工程闸轴线右岸下

游约 46 米处堤顶路面发生坍塌， 2018 年底至 2019 年汛前，壅

水工程事务中心对出险堤段及闸坝进行了除险加固。2019 年 8 月



2 日洪水后，我局在应急抢险排查时发现，闸坝右岸下游约 170m

范围堤顶出现不同程度的沉降，面板脱空现象，特别是消力池末

端下游侧岸墙存在局部水平位移，对本段堤防以及保护范围的住

宅建筑物构成安全隐患，很有必要在进一步摸清现状的基础上，

对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工程处理措施。

2020年7月，我局委托专业公司对病险堤防开展了工程测量、

地质勘探、除险加固设计等工作。该堤防除险加固工程起于剑阁

县清江河壅水工程右坝肩（右 0+000.00m），止于下游 170m 处（右

0+170.00m），总长 170.00m。

该工程根据出险的原因，部位，严重程度的不同，分别采取

了如下工程措施：

1.沿右岸坝轴线 100m 范围以及原导流明渠进口段采用高压

喷射灌浆技术形成高喷灌浆防渗墙，作为防止绕坝渗流的阻水

幕。

2.对右0+045.00～右0+106.00m桩号下游连接段范围采用高

喷灌浆防渗墙防冲，同时对该段挡墙基础采用旋喷桩进行加固；

拆除右 0+000.00～右 0+106.00m 挡墙上部沉降堤防填筑体，并对

墙后填筑体采用充填灌浆充填架空空隙后，对挡墙上部结构按原

设计进行恢复。

3.针对右 0+106.00～右 0+170.00m 混凝土面板脱空问题，在

采用地质雷达确定脱空区域的前提下，采用无压粉煤灰浆进行充

填。该项目工期 3 个月，主要建筑工程量：土石方开挖 5794m³，

土石方回填 4641m³，混凝土 323m³。

（二）进展情况



截止 2021 年底，已完全土石方开挖 5794m³，土石方回填

4641m³，混凝土 323m³。

（三）2021 年资金安排计划

截止 2021 年底，已安排下达 1606.94 万元。

四、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一）项目概况

剑阁县白龙镇小学校第二校区新建学生宿舍项目由剑发改

局（剑发改发【2020】264 号）立项批复。规模为新建学生宿舍

A、B 两栋建筑面积共 4946.4 平方米，及相关附属工程，设备设

施购置等，估算投资 15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预算内资金 1000

万元和地方配套资金 500 万元。工程于四川金仁恒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以 936.2759 万元中标，并于 2021 年 11 月 7 日开工建

设，现基础已完工，已完成工程量的 20%，预计 2022 年 8 月完工，

2022 年九月投入使用。

（二）进展情况

截止 2021 年底，工程进度完成基础施工。

（三）2021 年资金安排计划

截止 2021 年底，已安排下达 2000 万元。

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概况

卧龙社区涉及 32 个小区 233 栋 2067 户，较场坝社区涉及 30

个小区 161 栋 1280 户，项目总投资 4893 万元。

（二）进展情况

2021 年完成卧龙社区、较场坝社区项目的 65%。



（三）2021 年资金安排计划

截止 2021 年底，已安排下达 4893 万元。

六、实施行政村、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

（一）项目概况

实施 30 个村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项目，新（改）建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5719 户，新建农村公厕 2 座，乡村旅游公

厕 1 座，改建农村公厕2座,乡村旅游公厕1座，项目总投资1200

万元。

（二）进展情况

完成 30 个村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项目，新（改）建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5673 户，完成农村公厕新建 3 座、改建 2

座，乡村旅游公厕新建 1 座，改建 1 座。

（三）2021 年资金安排计划

截止 2021 年底，已安排下达 1200 万元。

七、新（改）建农村公路

（一）项目概况

2021 年民生项目新（改）建农村公路 290 公里，其中通村组

水泥路建设工程 122.4 公里，剑南园区产业路建设工程 43.4 公

里，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 124.2 公里，总投资 9541 万元。该项

目建设是当地老百姓出行的主要通道，现道路通行状况已不能满

足日益增长交通量的需要。该道路的建设对改善道路状况、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有效促进商品和

物质的流通，给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二）进展情况



截止 2021 年底，项目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

（三）2021 年资金安排计划

截止 2021 年底，已安排下达 9541 万元。

八、剑门关政府专职消防站

（一）项目概况

根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两项’改革后半

篇文章”相关部署，我大队已建设剑阁县剑门关镇政府专职消防

救援站，对剑门关镇政府原公租房进行改造利用，新建训练场 1

个，消防车库 2 个，厨房食堂 1 个，会议室 1 个，体能训练室 1

个，岗亭 1 个，购买消防车 2 辆及装备器材（改建 340㎡，新建

350㎡）。

（二）进展情况

截止 2021 年底，公租房改造已完成，新建部分已完成，室

内外装饰装修及办公设施设备已基本配备到位，消防车辆及装备

器材已购置到位，人员招录已完成，可正式投入执勤备战，并同

时开展工程竣工验收结算。

（三）2021 年资金安排计划

截止 2021 年底，一般债券建设投资已安排下达 200 万，主

要用于房屋改（扩）建，车辆及装备已委托支队统一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