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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以下简

称“城市双修”）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区推

动“城市双修”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我市“城市双修”工作，进一步

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将“城

市双修”工作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主要任务，抓紧治理城市病，

抓紧补齐城市短板，抓紧推进生态建设，着力完善城市功能、改

善环境质量、塑造风貌特色，加快打造“山水园林长寿城”。 

二、工作目标 

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基本完成我市“城市双修”任务目标。

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生态和城市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初步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品质大幅提升、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

风貌特色得到彰显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三、组织机构 

为加强组织领导，高效推进贺州市“城市双修”工作，成立贺

州市“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林  冠  市长 

副 组 长：廖和明  市委常委、副市长 

杨育智  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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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陈展维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曾小燕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洪军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李  瑜  市公安局副局长 

蒲圣南  市财政局局长 

罗巧科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黄  坚  市环保局局长 

卢成军  市住建局局长 

陆善东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岑可乾  市水利局局长 

张贤才  市林业局局长 

张达河  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 

陈文珍  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黄昌云  市市政管理局局长 

农崇巍  市工商局局长 

李夏经  市规划局局长 

许教明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 

武丽华  市法制办主任 

罗扬生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局长 

黄源就  市生态产业园管委会主任 

梁  勇  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左朝蔚  市生态新城（桂台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黄卫东  粤桂县域产业合作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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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航  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园管委会主任 

秦  敏  贺投集团董事长 

邹雄斌  农投集团董事长 

邹贵惕  城建集团董事长 

朱学辉  交投集团董事长 

潘达超  旅实集团董事长 

张建斌  矿投集团董事长 

雷少华  八步区区长 

朱建军  平桂区区长 

陈书莹  钟山县县长 

李裕科  富川瑶族自治县县长 

邓少华  昭平县县长 

“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城市双修”工作的决策

部署、工作指导、统筹协调、整体安排、督促落实，议定相关重

大事项。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

组议定的各项事宜，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市市

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陈展维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黄昌云、

卢成军、黄坚、李夏经、许教明兼任，办公室工作人员从相关单

位抽调。 

同时，市“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6 个专项工作组： 

（一）生态修复工作组 

组      长：黄昌云（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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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组  长：唐金戈  市环保局副局长 

梁志勇  市水利局副局长 

刘飞鹏  市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李帮志  市市政管理局副局长 

黄强宗  市林业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环保局、

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市政管理局、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市综合

执法局、生态产业园管委会、生态新城管委会、华润循环经济产

业示范区管委会、粤桂产业合作示范区管委会、黄姚古镇旅游文

化产业园管委会，市贺投集团、城建集团、交投集团、旅实集团、

农投集团、矿投集团，城区政府。 

（二）城市绿化提升及旅游慢行绿道建设工作组 

组      长：黄昌云 （兼） 

副  组  长：李帮志  市市政管理局副局长 

李  晖  市规划局副局长 

陆小毅  市旅游发展委副主任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住建局、

林业局、规划局、市政管理局、综合执法局、生态产业园管委会，

生态新城管委会，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管委会，粤桂产业合

作示范区管委会，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市贺投集团、

城建集团、交投集团、旅实集团、农投集团、矿投集团，城区政府。 

（三）城市建筑风貌改造提升工作组 

组      长：李夏经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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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组  长：李  晖  市规划局副局长 

欧阳健  市规划局副局长 

黄炳荣  市市政管理局副局长 

张林飞  市住建局总工程师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住建局、

规划局、市政管理局、综合执法局、生态产业园管委会、生态新

城管委会、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管委会、粤桂产业合作示范

区管委会、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市贺投集团、城建

集团、交投集团、旅实集团、农投集团、矿投集团，城区政府。 

（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工作组 

组      长：张达河 （兼） 

副  组  长：胡庆生  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市博

物馆馆长 

            欧阳健  市规划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土资源

局、住建局、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规划局、市政管理局、市贺

投集团、城建集团、交投集团、旅实集团、农投集团、矿投集团，

城区政府。 

（五）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广告牌匾和亭棚整治工作组 

组      长：黄昌云 （兼） 

副  组  长：黄炳荣  市市政管理局副局长 

欧阳健  市规划局副局长 

张林飞  市住建局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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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飞鹏  市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公安局、财政局、住建局、工商

局、综合执法局、生态产业园管委会、生态新城管委会、华润循

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管委会、粤桂产业合作示范区管委会、黄姚古

镇旅游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市贺投集团、城建集团、交投集团、

旅实集团、农投集团、矿投集团，城区政府。 

（六）违法建筑清理整治工作组 

组      长：许教明 （兼） 

副  组  长：易  江  市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张林飞  市住建局总工程师 

            欧阳健  市规划局副局长 

            黄炳荣  市市政管理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水利局、林业局、卫生

计生委、工商局、规划局、市政管理局、综合执法局、法制办、

生态新城管委会、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管委会、粤桂产业合

作示范区管委会、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市贺投集团、

城建集团、交投集团、旅实集团、农投集团、矿投集团，城区政府。 

四、任务分工 

（一）生态修复方面 

1.推进贺江岸线（城市段）生态保护。由市市政管理局牵头，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和《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等相关规定，组织编制《贺州贺江市区段景观区域规划》，完善

贺江城市段保洁长效机制，加强执法监管工作，严格保护贺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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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沿岸生态环境，开展贺江范围（城市段）内的生态修复工作。

（由生态修复工作组负责协调推进） 

2.加强水体修复。由市市政管理局牵头，突出抓好贺江综合

整治二期工程，重点推进排洪河改造工程项目，力争实现市区污

水直排口全部截污，实现贺江流域市区段截污管网全覆盖，基本

解决贺江沿岸生活面源污染问题；加快主城区雨污分流改造，推

进主城区黑臭水体整治，确保市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8%

以上。由市生态新城管委会牵头，全面推进金泰湖和永丰湖水生

态综合治理工程。由市水利局负责贺州市龟石饮用水源保护。由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牵头，加快推进贺江流域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

废弃物综合利用，实现生态养殖。 

3.加强山体修复。由市国土资源局牵头，依法严厉查处非法

开山炸石、采矿及采砂等破坏山体的行为。由市林业局牵头，加

大对在山体区域进行违法建设行为的防范打击力度，推进建成区

范围外破坏山体的生态修复工作。（由生态修复工作组负责协调

推进） 

（二）城市修补方面 

1.推进城市绿化提升及旅游慢行绿道建设。由市市政管理局

牵头，进一步加强城市绿线管理，坚决取缔违法占用绿地行为；

进一步加强城市绿化改造工作，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景观效果，突

出抓好城市休闲旅游景观类重大项目建设和城市骨干道路整体

绿化彩化美化景观效果提升。由市旅游发展委牵头，加快推进姑

婆山生态景区创 5A 建设。由市市政管理局牵头，利用贺州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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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周边山体、水体的资源优势，加快打造完善爱莲湖公园、园

博园、大钟山公园和北堤公园等一系列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

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公园。 

由市规划局牵头，组织编制《贺州市“城市双修”总体规划》

和《贺州市城市绿道与慢行交通专项规划》，充分借鉴国外旅游

城市先进经验，探索通过人行绿道、引导线和指示牌的规划建设，

将居民小区、酒店、公园、景点、公交车站、公共自行车停放点

等连接起来，方便市民游客，改善出行体验。由市旅游发展委牵

头，加快建设百里贺江生态示范带。由各县（区）政府和各有关

单位共同推进贺州市旅游休闲慢行绿道网络建设。（由城市绿化

提升及旅游慢行绿道建设工作组负责协调推进） 

2.实施城市建筑风貌改造提升行动。由市规划局牵头，结合

我市已有的研究实践成果，进一步加强对城市色彩的规划设计，

着力解决我市城市建筑色彩主色调及建筑外墙色彩整体协调问

题；着眼于保护贺州独有的“城—景交融”的风貌特色和保持贺州

独有的历史环境风貌，开展城市天际线和街道立面改造相关规划

的研究，并由各相关城区政府抓好组织实施。由相应城区政府牵

头，大力推进棚户区及城中村改造。由市市政管理局牵头，加快

实施特色街区改造提升工程，持续提升老城面貌和功能品位。由

市住建局牵头，制定城市老旧小区更新改造计划，推进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和片区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提升老旧城区居住质量，打造具有高品质、富有活力和人文内涵

的城市公共空间。由市综合执法局牵头，相关城区参与实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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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抓好小街小巷、集贸市场、无物业小区的管理和改造提升。（由

城市建筑风貌改造提升工作组负责协调推进） 

3.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由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牵头，做好文物遗址保护修复，开展名人故居修缮开放。由昭平

县牵头，组织编制《黄姚古镇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专项规划》，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整体保护，做好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保护

工作。由市旅游发展委牵头，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加快推进

黄姚古镇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改造。由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牵

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展示工作。（由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修复工作组负责协调） 

4.做好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加强广告牌匾和亭棚整治。由

市市政管理局牵头，实施城市交通优化和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全面

完成市区道路整治，对城市重点建筑立面、主次干道、主要立交桥

等进行亮化提升改造。进行城市易涝点消除，地下老旧管网改造，

城镇公共厕所建设，生活垃圾处理等。由市市政管理局牵头，组织

编制《贺州市户外广告专项规划》，对广告牌设置的位置、形式和

内容等方面进行规定；对全市现有广告牌和亭棚的审批、设置情况

开展摸底调查，大力拆除乱搭乱建、侵占绿地、侵占道路等违规设

置和审批到期的广告牌、亭棚。（由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广告牌

匾和亭棚整治工作组负责协调推进） 

5.加大对违法建筑打击力度。由市综合执法局牵头，强力开

展“两违”清理整治行动，加强源头治理，进一步强化属地网格化

管理机制和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年内完成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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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理顺委托执法和授权执法体制机制。重点拆除棚户区改

造用地、重点项目用地、敏感生态区域、城市修补区域、国土资

源部卫星图斑区域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等方面的违法建筑。（由违

法建筑清理整治工作组负责协调推进） 

五、实施步骤 

贺州市“城市双修”建设项目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分三

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8 年 7 月上旬） 

1.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包括规划建设管理、各类管理

维护等长期机构），落实人员、责任、经费来源。 

2.宣传发动，安排部署，2018 年 7 月上旬前完成“城市双修”

工作方案的制定，明确工作重点、分工和阶段性任务，各专项工

作组负责协调和督促。 

（二）实施阶段（2018 年 7 月—2020 年 11 月底） 

1. 2018 年 10 月前落实建设资金，完成“城市双修”总体规划

的编制和审批，各牵头单位完成各分项工作任务具体实施方案的

制定。 

2. 2018 年 12 月底前，所有示范项目建设全部启动，2020 年

11 月底前完成。 

（三）项目竣工验收阶段（2020 年 12 月底前）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并进行总结评估。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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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面部署、属地管理、部门联动、整体推进”的要求，

落实各项保障机制，形成“管理无缝隙、责任全覆盖”的工作新格局。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城市双修”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持续推进、

不断完善、不断提升的创造性工程。各有关单位和城区要高度重

视，统一思想，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我市“城市双

修”工作对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建设贺州“山水园林长寿城”、

促进贺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要严格按照“城市双修”工作

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将“城市双修”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

实加强领导，坚持“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确保“城市双修”工

作取得实效。 

（二）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要通过集中宣传、广泛发动，全面营造全市“城市双修”工作

的浓厚氛围，提高群众对“城市双修”工作的知晓度和支持率。要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做到单位带好头、干部作表率、市民见行动。

同时，要开设专题专栏对一些反面典型进行曝光，增强群众大局

意识，营造全民关心、全民配合、全民参与“城市双修”工作的浓

厚氛围。 

（三）协调配合，注重实效。 

“城市双修”项目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各有关单位和

城区必须群策群力，密切配合，形成整体合力，确保“城市双修”

工作顺利推进。同时，坚持把“城市双修”工作与城市环境整治相

结合，与特色小镇建设和城乡风貌改造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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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推进“城市双修”工作试点项目建设，

促进城市环境品质逐步提升和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四）建章立制，完善管理。 

1.定期例会制度。市“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每月定期召开

专题例会，听取项目进度情况汇报，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

下一步工作。 

2.信息报送制度。各牵头单位应建立健全项目建设台账，按

照月报制度要求，每月 20 日前将建设推进情况（包括项目进展、

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等）上报“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上报市人民政府。“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

将定期对各牵头单位负责的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通报。 

3.资金保障机制。各有关单位和城区政府要将“城市双修”工

作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资金保障到位。在保证公共

财政投入的同时，市、县（区）两级要主动争取国家、自治区有

关部门投入资金到“城市双修”项目建设。同时，本着“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各有关单位和城区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银行、

商业银行的支持，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民间资本互惠互利参与“城

市双修”试点项目建设，为“城市双修”工作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五）强化督查，严格考核。 

各牵头单位要按照“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和《贺州

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工作任务分解表》（见附件）的要求，制

定各自牵头负责的分项工作任务的具体实施方案，把工作任务进

一步分解，压实责任，落实到人，认真抓好工作落实。各专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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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负责协调、督促和推进。“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政府督查室要定期组织专项督查，对项目推进过程、任务节点

完成情况及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工作推进不力、

没有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通报、问责和限期

整改，并将“城市双修”工作专项督查结果和考核情况作为各有关

单位和城区年终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督查考核、严格

奖惩制度，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确保我市“城市双修”

项目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附件：1.贺州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工作任务分解表 

2.贺州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试点项目表 



 

附件 1 

贺州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工作任务分解表 

项

目 

序

号 
内           容 

项目责

任单位 
备注 

生

态

修

复 

1 

贺江岸线

（城区段）

生态保护 

1、组织编制《贺州贺江市区段景观区域规划》，完善贺江城市段保洁长效机制，加强执

法监管工作，严格保护贺江水系和沿岸生态环境，开展贺江范围（城市段）内的生态修复

工作。 

市市政

管理局 
 

2 

水体修复 

1、贺州市贺江综合整治二期工程：拟建贺州学院段、厦岛段、羊头镇、莲塘镇、信都镇

等防洪堤长 46.1 公里、护岸 94.971 公里，新建秀峰湖、路花湖、滨江湖、静月湖，治理

长龙河、里宁河、马尾河河道长 15.54 公里,修复城区水生态。保护贺江沿岸人口 23 万人，

耕地 4.3 万亩。 

市市政

管理局 
 

3 
2、贺州市金泰湖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新建金泰湖一座、金泰湖护岸 2.568km，整治育

才河全长 1.845km，新建育才河护岸 3.69km，新建育才河液压升降坝一座。 

市生态

新城管

委 

自治

区层

面重

大项

目 

4 

3、贺州市永丰湖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恢复永丰湖一座、新建永丰湖生态护岸 6.6km，

新建黄田支连接渠全长 0.572km 整治爱民河全长 1.3km,新建爱民河生态护岸 2.6km,新建

爱民河液压升降坝、黄安寺液压升降坝、狮子岗液压升降坝各一座；新建市政景观建筑、

景观构筑物、硬质景观、园林绿化、亮化工程、景观小品、综合管网。 

市生态

新城管

委 

 

5 4、加快推进贺江流域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实现生态养殖。 

市水产

畜牧兽

医局 

 



 

 

6  

5、贺州市龟石饮用水源保护工程：建生态土壤深度处理池 2.85 万㎡,化粪池 511 座，截污沟 5.4km,截流

沟 25km,生态浮床 10 公顷;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共整治石漠化面积 9631 公顷,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

积 3073 公顷。 

市水利

局 
 

7 

山体

修复 

1、对开山炸石、挖矿、挖沙等破坏山体的行为展开严厉查处工作。 
市国土

资源局 
 

8 2、加大对在山体区域进行违法建设行为的防范打击力度，推进建成区范围外破坏山体的生态修复工作 
市林业

局 
 

城市修

补 

9 

城市

基础

设施

提升

改造 

1、姑婆山创 5A 工程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姑婆山旅游接待设施、景区道路、供水供电、安防、

环卫设施、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游客服务中心改扩建，度假设施建设 

市旅游

发展委 
 

10 2、贺州大道南段、南环路、创业路、光明支线、站前大道、姑婆山大道改造 
市市政

管理局 
 

11 

3、主次干道提质改造工程，对平安路、星光路、太白路、龙山路、鞍山路、江北东路、江北西路、新兴

北路、灵峰北路、向阳路、育才路等 11 条道路车行道路面白改黑改造，对人行道路面、绿化、路灯、管

网进行提升改造；对祥云街、贺州大道一二桥至二级路、贺州大道-将军山至八达路、新风街、新惠街、

军山街、建德街、新兴南路、万宝街、前进路、爱民路、富裕街、万兴路、银河街等条道路人行道路面

改造和新建，人行道绿化、路灯、管网进行提升改造 

市市政

管理局 
 

12 

4、组织编制《贺州市户外广告专项规划》，对广告牌设置的位置、形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规定；对全市

现有广告牌和亭棚的审批、设置情况开展摸底调查，大力拆除乱搭乱建、侵占绿地、侵占道路等违规设

置和审批到期的广告牌、亭棚。 

市市政

管理局 
 

13 
5、贺州市滨江南路（原贺州市“一江两岸”核心区路网建设项目）建设道路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及

其附属工程，全长约 5.5km、宽 30m 

市生态

新城管

委 

 



   

14 
城市

绿化

提升

及旅

游慢

行绿

道建

设 

1、组织编制《贺州市“城市双修”总体规划》和《贺州市城市绿道与慢行交通专项规划》，充分借鉴国外

旅游城市先进经验，探索通过人行绿道、引导线和指示牌的规划建设，将居民小区、酒店、公园、景点、

公交车站、公共自行车停放点等连接起来，方便市民游客，改善出行体验 

市规划

局 
 

15 
2、利用贺州市主城区周边山体、水体的资源优势，加快打造爱莲湖公园、园博园、大钟山公园和北堤公

园等一系列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公园。 

市市政

管理局 
 

16 

3、进一步加强城市绿线管理，坚决取缔违法占用绿地行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绿化改造工作，提升城市园

林绿化景观效果，突出抓好城市休闲旅游景观类重大项目建设和城市骨干道路整体绿化彩化美化景观效

果提升； 

市市政

管理局 
 

17 4、加快推进姑婆山生态景区创 5A 建设和加快建设百里贺江生态示范带。 
市旅游

发展委 
 

18 

城市

建筑

风貌

改造

提升 

1、结合我市已有的研究实践成果，进一步加强对城市色彩的规划设计，着力解决我市城市建筑色彩主色

调及建筑外墙色彩整体协调问题；着眼于保护贺州独有的“城—景交融”的风貌特色和保持贺州“显山露水”

的历史环境风貌，开展城市天际线和街道立面改造相关规划的研究 

市规划

局 
 

19 2、加快实施特色街区改造提升工程，持续提升老城面貌和功能品位 
市市政

管理局 
 

20 
3、制定城市老旧小区更新改造计划，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片区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建设，提升老旧城区居住质量，打造具有高品质、富有活力和人文内涵的城市公共空间 

市住建

局 
 

21 4、持续抓好小街小巷、集贸市场、无物业小区的管理和改造提升。 
市综合

执法局 
 

22 

历史

文化

遗产

保护

与修

复 

1、做好文物遗址保护修复，开展名人故居修缮开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展示工作。 

市文化

新闻出

版广电

局 

 

23 
2、组织编制《黄姚古镇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专项规划》，加强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整体保护，做好历史文

化街区划定和保护工作。 

昭平县

政府 
 



   

24 3、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加快推进黄姚古镇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改造。 
市旅游

发展委 
 

25 违法

建筑

打击 

1、强力开展“两违”清理整治行动，加强源头治理，进一步强化属地网格化管理机制和跨部门联合执法机

制，年内完成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理顺委托执法和授权执法体制机制。 

市综合

执法局 
 

26 
2、重点拆除棚户区改造用地、重点项目用地、敏感生态区域、城市修补区域、国土资源部卫星图斑区域

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等方面的违法建筑 

市综合

执法局 
 



 

 

附件 2 

贺州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试点项目表 

项目 
序

号 
内           容 

完成

时间 

项目责

任单位 

生态

修复 

1 
水体

修复 

1、建设设计总面积为 1527 亩的爱莲湖公园。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水景工程、

园林给排水工程、电气安装工程、绿化工程等。海绵城市-挺水植物 49985 平方米、

雨水湿地 29562.85 平方米。 

2018

年 

市市政

管理局 

2 
山体

修复 

1、大钟山公园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心休闲吧、生态餐厅、钟山楼、球馆、安置

房、特色酒吧、管理中心、商业服务、心灵 SPA、茶道房、文化吧、亭子、观景

台、景观长廊、景观墙等配套建构物），以及供水、供电、道路、广场及景观节点

工程等配套附属设施建设。修建主题度假休闲区、休闲娱乐观赏区和生态田园养

生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1295.237 亩，总建筑面积 18537.4 平方米。 

2020

年 

市生态

新城管

委 

城市

修补 

3 

城市

基础

设施

提升

改造 

1、站前大道（黄田大道至中心景观大道段）扩建工程，道路长度 2517.98 米，道

路红线宽度 60 米，道路用地面积 175641.49 ㎡，合 263.462 亩。建设机非分隔带、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雨、污水管道、路灯、强弱电、绿化、环卫设施和交通安

全设施，对破损主车道路面进行维修，车道加铺沥青。站前大道（黄田大道至中

心景观大道段）景观带工程，道路红线外左右两侧各新增 10 米道路景观带，地块

总用地面积 28921.05 ㎡，合 43.382 亩。项目建设规模为绿化面积 28921 ㎡，主要

建设内容：景观绿化工程及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2020

年 

市市政

管理局 

4 

城市

建筑

风貌

改造

提升 

1、进行贺州市灵峰山以西旧住宅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内容以住房改造

加固、住房立面改造、居民街巷改造整治、亮化和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为主。改

造范围包括八步区八步街道片区、城东街道片区、江南街道片区的老旧街道及民

居小巷，涉及沿街沿巷房屋约 13630 户，涉及建筑面积约 3081720 平方米。 

2019

年 

市住建

局 



 

 5 

历史

文化

遗产

保护

与修

复 

1、开展八步区临贺故城建设工程（一期）项目，项目建设用地约为 280 亩，其中

民俗文化区 150 亩，文庙建设用地 30 亩，新兴寨特色农庄体验区 100 亩；项目总

建筑面积 95000 平方米，其中民俗文化区 75000 平方米，文庙建设用地 3665 平方

米，新兴寨特色农庄体验区 16335 平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建工程、古城

墙修复、道路工程、照明工程、给排水工程、绿化工程及相关配套设施。 

2020

年 

八步区

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