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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湖南省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工程2019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及任务清单表

拟
序 建设

任务名称 建设规模 开工
τ5" 性质

年份

全省合计（9项）

湖南省益阳市

沈家i弯泵站更 改建
装机11310

1 2012 

新改造工程
千瓦

湖南省常德市

2 王家j胡泵站吏 改建
装机11485

2012 

亲R改造ψ工程
千瓦

湖南省常德市

3 东保泵站更新 改建
装机20475

2012 

改造工程
千瓦

湖南省常德市

4 马井泵站更新
装机8070

改建 2012 

改造工程
千瓦

拟
投资

建成

年份
类别

合计

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投资

合计

2019 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投资

合计

2019 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投资

合计

2019 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投资

合计

2019 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投资

总投资 i’
己下达

投资

83674 58960 

44534 36066 

38448 23274 

9385 7254 

5002 4412 

4383 2842 

9324 6704 

4860 4091 

4464 2613 

16215 11764 

8988 7149 

7227 4515 

6120 4647 

3430 2844 

2690 1803 

一 7 一

单位： 万元

项目〈法人） 日常监管直接
本次下 年度建设 任务

单位及项目 责任单位及 备注
达投资 内容 性质

责任人 监管责任人

15098 剩余地方投资

8468 
由市县自筹解

决， 省级不再
6630 下达计划。

1052 
省洞庭湖水

泵站更新 约束性 益阳市水务局一
590 利工程管理

改造 任务 蒋钦
462 局一侯国鑫

1371 
省洞庭湖水

泵站更新 约束性 常德市水利局一
769 利工程管理

改造 任务 李传军
602 同一侯国鑫

3279 
省洞庭湖水

泵站更新 约束性 常德市水利局一
1839 利工程管理

改造 任务 李传军
1440 局－f吴国鑫

1045 
省洞庭湖水

泵站更新 约束性 常德市水利局…
586 利工程管理

改造 任务 李传军
459 局－f吴国鑫



序 建设
拟 拟

投资
项目（法人） 日常监管直接

任务名称 建设规模 开工 建成 总投资
已下达 本；欠下 年度建设 任务

τ5" 性质 类到 投资 达投资 内容 性质
单位及项目 萤任单位及 备注

年份 年份 责任人 监管责任人

湖南省常德市 合计 7903 5488 1328 

5 天井昏泵站更 改建
装机9835 泵站更新 约束性

省洞庭湖水
常德市水利局｝2012 2019 中央预算内投资 4110 3365 745 利工程管理

新改造工程
千瓦 改造 任务 李传军

地方投资 3793 2123 583 局－f吴国鑫

湖南省岳阳市 合计 7772 6226 825 
省洞庭湖水

6 中加｜泵站更新 改建
装机10180 泵站更新 约束性 岳阳市水务局一

2012 2019 中央预算内投资 4244 3781 463 利工程管理
改造工程

千瓦 改造 任务 刘国华
地方投资 3528 2445 362 局－f英国鑫

湖南省衡阳市 合计 9333 6604 2924 

7 柴江泵站更新 改建
装机18063

中央预算内投资
泵站更新 约束性 街阳市水利 衡阳m水利局一

2014 2019 5600 3960 1640 
改造工程

千瓦 改造 任务 局一刘君龙 文昌荣
地方投资 3041 2644 1284 

湖南省安仁县 合计 10730 5483 1979 
渡口泵站建

8 渡口水轮泵站 改建
装机12190 泵站更新 约束性 安仁县水利局2012 2019 中央预算内投资 4700 3590 1110 设项目部…周

更新改造工程
千瓦 改造 任务 单日生

地方投资 6030 2�173 869 凌峰

湖南省平江县 合计 6892 4790 1295 
青冲泵站建

9 青j中泵站更新 改建
装机10370 泵站更新 约束性 平江县水利局｝2014 2019 中央预算内投资 3600 2874 726 设项目部一徐

改造工程
千瓦 改造 任务 李立明

地方投资 3292 1916 569 吕贵

→ 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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