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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 2021 年部、省和市级福利彩票
公益金资助项目使用情况信息公开

为规范和加强部、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根据《山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民政厅

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

（晋民发〔2021〕10 号）和《阳泉市民政局 阳泉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阳泉市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阳民字〔2015〕101 号）要求，现将福利彩票公

益金使用情况信息公开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1 年下达部、省和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计 1473.71

万元，其中：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338 万元（老年人福利类

项目 211 万元，儿童福利类项目 27 万元，社会公益类项目

100 万元）；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350 万元（老年人福利类

项目 230 万元，儿童福利类项目 120 万元）；市级福利彩票

公益金 785.71 万元（老年人福利类项目 580.81 万元，儿童

福利类项目 106.78 万元，社会公益类项目 98.12 万元）。

目前，2021 年部、省和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支出

687.86 万元，其中：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 120.45 万元（老

年人福利类项目 100 万元，儿童福利类项目 20.45 万元）；

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 342.76 万元（老年人福利类项目

227.5 万元，儿童福利类项目 115.26 万元）；市级福利彩票

公益金支出 224.65 万元（老年福利类项目 193.4 万元，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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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类项目 7.49 万元，社会公益类项目 23.76 万元）。

二、2021 年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2021 年下达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计 338 万元，其中：

阳泉市失能失智老年人生活情况调查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评估 61 万元，阳泉市“防溺水”儿童安全教育 10 万元，阳

泉市殡仪馆（含旧殡仪馆维修改造）100 万元，平定县锁簧

镇敬老院维修改造 150 万元，“福彩圆梦·孤儿助学”17 万

元。

目前，2021 年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支出 120.45 万元，

其中：阳泉市“防溺水”儿童安全教育支出 9.95 万元，平定

县锁簧镇敬老院维修改造支出 100 万元，“福彩圆梦·孤儿

助学”支出 10.5 万元。

（一）阳泉市失能失智老年人生活情况调查及养老机构

服务质量评估

2021 年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阳泉市失能失智老年

人生活情况调查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估 61 万元。阳泉市

民政局通过政府招标采购，委托山西智能大数据产业技术创

新研究院负责实施。该项目分四个阶段进行：已基本完成了

第一阶段对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盂县入户调查培训

工作任务，近期将组织进行验收。第二阶段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评估工作已经开始，第三阶段老年人失能失智二次入户调

查工作，已完成 1254 户，第四阶段报告撰写工作，将在前

三个阶段工作完成后开始总结分析，形成书面报告材料。

阳泉市民政局将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分阶段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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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时间完成项目及资金支付工作。

（二）阳泉市“防溺水”儿童安全教育

2021 年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阳泉市“防溺水”儿童

安全教育 1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并支付 9.95 万元。

阳泉市民政局委托山西省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在阳泉市 8 所中

小学校组织开展了“防溺水”儿童安全教育活动。由于疫情

防控，采取了线上+线下方式，近 700 名孩子参加。通过讲

解、演示、互动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使学生们认识了防

溺水的重要性，掌握了初级应急救护知识，提升了防溺水的

安全意识，营造了浓厚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氛围。起到了“培

训一个学生，教育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

（三）阳泉市殡仪馆（含旧殡仪馆维修改造）

2021 年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阳泉市殡仪馆（含旧殡

仪馆维修改造）100 万元，目前该笔资金的用款计划已经阳

泉市民政局党组会议通过，正在进行政府采购程序。

（四）平定县锁簧镇敬老院维修改造

2021 年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锁簧镇敬老院

维修改造 15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并已支付 100 万元，

剩余部分待竣工验收审计结果报告出具后进行支付。平定县

锁簧镇敬老院维修改造后，切实改善了敬老院面貌和公共卫

生设施，打造了干净、整洁、宜居的养老环境，进一步提升

了敬老院的整体环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五）“福彩圆梦·孤儿助学”

2021 年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福彩圆梦·孤儿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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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万元（阳泉市社会福利院 1 万元，盂县民政局 9 万元，郊

区民政局 1 万元，城区民政局 1.5 万元，矿区民政局 4.5 万

元），目前已支付 10.5 万元（盂县民政局 5 万元，城区民政

局 1 万元，矿区民政局 4.5 万元），资金在孤儿入学取得学

籍后3个月内发放，本年共资助20名孤儿，资金发放率100%，

接受孤儿助学项目资助的孤儿满意度≥95%。通过“福彩圆

梦·孤儿助学”项目的实施，切实保障了孤儿接受教育的权

利，关爱孤儿成长、培育孤儿成才，让孤儿感受到国家的温

暖。

三、2021 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2021 年下达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计 350 万元，其中：

儿童阳关综合楼卫生间及儿童部康复功能维修改造 120 万元，

盂县仙人乡中心敬老院改扩建 130 万元，平定县巨城镇敬老

院维修改造 100 万元。

目前，2021 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支出 342.76 万元，

其中：儿童阳关综合楼卫生间及儿童部康复功能维修改造支

出 115.26 万元，盂县仙人乡中心敬老院改扩建支出 127.5 万

元，平定县巨城镇敬老院维修改造 100 万元。

（一）儿童阳关综合楼卫生间及儿童部康复功能维修改

造

2021 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儿童阳关综合楼卫生

间及儿童部康复功能维修改造 12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竣工结算，出具审计报告并已支付工程进度款 115.26 万元，

剩余质保金待保质期满后支付。改造工程完成后，既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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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康复需求，通过科学专业的康复训练帮助其恢复正

常的生活自理和认知技能，同时又能适时为社会上有需要的

残疾儿童提供科学专业的康复特教服务。

（二）盂县仙人乡中心敬老院改扩建

2021 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仙人乡中心敬老

院改扩建 130 万元。目前该项目大部分工程已完工并已支付

资金 127.5 万元，剩余工程预计 2022 年 7 月底前完工。该项

目的实施很好的改善了老人生活居住环境，提升敬老院服务

质量，使入住老人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平定县巨城镇敬老院维修改造

2021 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巨城镇敬老院

维修改造 10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完工并已支付 100 万元，

项目实施后，进一步提高乡镇敬老院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努

力改善供养对象居住环境，确保老人们在敬老院里安享晚年

生活。

四、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2021 年下达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计 785.71 万元，其

中：市民政局 199.93 万元，市社会福利院 200 万元，市救助

管理站 55.78 万元，平定县 61 万元，盂县 122 万元，郊区

42 万，城区 30 万元，矿区 75 万元。

目前，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支出 224.65 万元，

其中：市民政局支出 21.9 万元，市社会福利院支出 0 万元，

市救助管理站支出 13.38 万元，平定县支出 20 万元，盂县支

出 70.5 万元，郊区支出 18 万元，城区支出 15.87 万元，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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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支出 65 万元。

（一）市民政局

1、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员培训及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负责人、管理员普训经费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员

培训及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管理员普训经费 3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通过招标选定第三方培训机构，并签订

了培训合同并组织实施。

2、市社会福利院和市老年颐养中心智慧消防用电监管

系统信息技术服务费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市社会福利院和市老

年颐养中心智慧消防用电监管系统信息技术服务费 0.96 万

元。目前该项目待市社会福利院、市老年颐养中心分别与项

目实施单位签订合同后，根据合同内容支付相应费用。

3、市老年颐养中心五、六层洗漱间和卫生间维修改造、

内外墙维修及太阳能热水系统购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市老年颐养中心五、六

层洗漱间和卫生间维修改造、内外墙维修及太阳能热水系统

购置项目 34.95 万元。市老年颐养中心外墙老旧，墙皮脱落

严重，屋顶球形钢架生锈，五六层墙面铝塑板开裂等问题，

致使出现安全隐患及墙面斑驳不堪。为改善老人居住环境，

提升服务形象，市老年颐养中心选择阳泉名佳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已对外墙粉刷，屋顶球形钢架刷漆，五六层墙面铝塑板

维修及更换。2018 年 5 月 6 日签订合同，2018 年 5 月 8 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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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开始至 2018 年 6 月 8 日施工结束，后经山西博丰工程造

价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经局党组会 2021 年 12 月 9 日讨论

通过，支付维修费用。五六层卫生间改造及太阳能设备购置

计划 2022 年 6 月完成。

该项目用于维修支出 4.28 万元，现还有五至六层卫生间

改造和购置太阳能设备未开始实施，资金剩余 30.67 万元。

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改善老人居住环境，提升服务水

平，保障人身安全。

4、市老年颐养中心南煤社区养老服务站维修改造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市老年颐养中心南煤

社区养老服务站维修改造项目 94.9 万元。面对我市人口老龄

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严峻形势，为了让老人们享受到高质量专

业化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的目标，2020 年市老年颐养中心决定与南煤社区合作，

成立南煤社区养老服务站，让社区老年人度过幸福晚年。项

目改造内容主要包括：楼内拆除工程、室内装修工程、给排

水工程、采暖工程、通风工程、电气工程、网络监控工程、

消防改造工程等。2020 年 12 月 1 日市老年颐养中心与城区

南山路街道办事处南煤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合同，2021 年 4

月委托市城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工程设计。于

2021年6月通过市政府采购中心竞争性磋商确定南煤社区养

老服务站维修改造项目施工方为河南祥凯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南煤社区养老服务站消防安装工程项目施工方为中翔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7 月开始施工，10 月完工开始运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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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已支付费 12.62 万元，资金剩余 82.28 万元。

该项目的实施将为有养老需求的社会老人提供养老服

务，养老服务水平得到提升。

5、慈善公益宣传工作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慈善公益宣传工作项

目 5 万元。该项目是通过报刊、网站和电视台等多种方式开

展慈善事业宣传。在 2021 年 6 月 23、24 日《阳泉日报》刊

登《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

金资助慈善公益宣传工作项目 5 万元，目前已支付 5 万元。

该项目的实施推动了全社会广泛参与，营造“人人可慈善、

处处可慈善、时时可慈善”的良好氛围，促进慈善事业蓬勃

发展。

6、阳泉市殡仪馆迁建项目（市殡葬服务中心）

阳泉市殡仪馆迁建项目建设地址为阳泉市城区白羊墅

村万青沟。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84667 ㎡（合 127 亩），项目

总建筑面积 12353.83 平方米，总投资 11311.63 万元。该项

目已于6月28日开工，计划于2021年 12月底完成主体框架，

2022 年 12 月底具备运营条件。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用于阳泉市殡仪馆迁建项目（市殡葬服务中心）17.42 万元，

该笔资金计划于 2022 年年底前形成支付。阳泉市殡葬服务

中心将根据项目进度，加快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7、市殡葬服务中心火化炉维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市殡葬服务中心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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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维修项目 16.7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通过政府采购程序委托

供应商正在对火化炉进行维修，待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

予以支付。

（二）市社会福利院

1、阳泉市爱照护（老年失能失智）康养介护中心建设

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阳泉市爱照护（老年失

能失智）康养介护中心建设项目 100 万元。该项目 2021 年

11 月经市发改委立项，建设老年失能失智康养介乎中心建筑

两栋，总建筑面积 8420 平方米，设计床位 300 张，总投资

4988 万元。目前该项目正在办理前期手续，资金未支付。

2、阳泉天佑安康养护院医用电梯采购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阳泉天佑安康养护院

医用电梯采购项目 20 万元。目前已完成政府采购程序，资

金未支付。

3、残疾儿童特教康复中心设施配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残疾儿童特教康复中心设

施配置项目 8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政府采购程序，资

金未支付。

（三）市救助管理站

1、未成年人辅导教学活动场所购置多媒体设备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未成年人辅导教学活

动场所购置多媒体设备项目 1.78 万元。市救助管理站完成采

购，资金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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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工及心理咨询服务采购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社工及心理咨询服务

采购项目 25 万元。2019 年 7 月市救助管理站通过政府采购

方式购买了社工服务及心理咨询服务项目，山西川至公益发

展中心成为该项目的供应方，并与之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

服务范围为城区、矿区、郊区、开发区内符合救助条件的未

成年人，经单位阶段性验收。目前该资金按阶段支付 22.5 万

元，剩余 2.5 万元经过阶段验收后支付。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更专业化、人性化的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提升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水平。

3、消防设施及救助大楼外墙空鼓维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消防设施及救助大楼

外墙空鼓维修项目 23 万元。市救助管理站已向市直属机关

事务管理局提交维修救助大楼审批表，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

局已批复，经过市财政评审之后实施。

4、未保区墙体粉刷及零星维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未保区墙体粉刷及零

星维修项目 6 万元。市救助管理站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选

择了阳泉市宏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墙壁重新粉刷，同时对

楼梯护栏破损、化粪池堵塞、墙根踢脚线脱落和拆安装空调

进行维修和更换，2021 年 11 月 10 日开工 11 月 15 日竣工，

后经山西华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阳泉分公司对该工程进行

了审计，支付维修费用 5.89 万元，剩余资金 0.11 万元。该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保障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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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四）平定县

1、平定县岔口乡敬老院新建水冲厕所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岔口乡敬老院

新建水冲厕所项目 7 万元。新建水冲厕所总建筑面积 76.49

平方米，包括厕所、化粪池和天桥，总投资 24.3 万元。目前

该项目完工并支付资金 7 万元。项目的实施提高敬老院的养

老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2、平定县张庄镇敬老院维修改造项目（新建围墙、房

顶翻新和大楼、仓库改造）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张庄镇敬老院

维修改造项目（新建围墙、房顶翻新和大楼、仓库改造）20

万元。该项目由于天气寒冷未开工，资金未支付。

3、平定县冠山镇西关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冠山镇西关村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已购

置木椅 50 把用于解决日间照料中心就餐和文化娱乐活动座

椅不足的实际困难，为老人们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4、平定县冠山镇榆树院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

（以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冠山镇榆树院

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

笔资金未支付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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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使用资金。

5、平定县张庄镇张庄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张庄镇张庄村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笔

资金已支付 1 万元，其中：工资 0.4 万元、活动日常用品以

及宣传队的活动道具 0.2 万元、0.1 万元用于给高龄老人慰问

补助、剩于 0.3 万元日常运行的亏损补助。

6、平定县岔口乡西头岭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

（以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岔口乡西头岭

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

笔资金用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日常运行并已全部支付。项

目的实施对改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生活水平给予了很大

帮助,缓解了运行经费紧张的压力。

7、平定县锁簧镇梨林头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

（以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锁簧镇梨林头

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

控制后，将用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采购食材。

8、平定县冶西镇天井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冶西镇天井村



13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笔

资金未支付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使用资金。

9、平定县冶西镇小南庄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

（以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冶西镇小南庄

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

笔资金未支付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使用资金。

10、平定县东回镇中小川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

（以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东回镇中小川

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

控制后，将用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室内修饰。

11、平定县张庄镇有金堰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维

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张庄镇有金堰

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维修项目 5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

完成房屋后墙老化维修、屋顶防水、室内粉刷、门窗更换及

室内装修、版面规章制度上墙，已支付 5 万元。

12、平定县东回镇瓦岭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维修

改造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东回镇瓦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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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维修改造项目 1 万元。目前该笔资

金未支付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使用资金。

13、平定县东回镇孟家掌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维

修改造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东回镇孟家掌

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维修改造项目 5 万元。目前该笔

资金未支付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使用资金。

15、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设备购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

心设备购置项目 5 万元。目前已为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配

置电脑、打印机、档案柜等设施设备，已支付资金 5 万元。

16、平定县东城社区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

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东城社区办事

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平定县东城社

区办事处已设立社工站，统一悬挂“社会工作服务站”标牌，

待社工项目配备后统一购置设备。

17、平定县岔口乡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岔口乡社会工

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平定县岔口乡已设立社

工站，统一悬挂“社会工作服务站”标牌，待社工项目配备

后统一购置设备。



15

18、平定县柏井镇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柏井镇社会工

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平定县柏井镇已设立社

工站，统一悬挂“社会工作服务站”标牌，待社工项目配备

后统一购置设备。

19、平定县冶西镇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平定县冶西镇社会工

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平定县冶西镇已设立社

工站，统一悬挂“社会工作服务站”标牌，待社工项目配备

后统一购置设备。

（五）盂县

1、盂县富春园社区幸福汇老年餐厅建设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富春园社区幸福

汇老年餐厅建设工程 24 万元。项目工程包括餐厅装修及餐

厅设备购置。目前该项目已完工并聘请有资质第三方进行现

场查验，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已支付资金 24 万元。该

项目的实施，解决了一部分社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

减轻了子女们的负担，大大提升了社区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促进了社会和谐和问题。

2、盂县桥沟社区幸福汇老年供餐点建设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桥沟社区幸福汇

老年供餐点建设工程 3 万元。项目工程包括餐厅装修及餐厅

设备购置。目前该项目已完工并聘请有资质第三方进行现场

查验，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已支付资金 3 万元。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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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解决了一部分社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减

轻了子女们的负担，大大提升了社区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促进了社会和谐和问题。

3、盂县站前社区幸福汇老年餐厅建设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站前社区幸福汇

老年餐厅建设工程 10 万元。项目工程包括餐厅装修及餐厅

设备购置。目前该项目已完工并聘请有资质第三方进行现场

查验，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已支付资金 10 万元。该项

目的实施，解决了一部分社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

减轻了子女们的负担，大大提升了社区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促进了社会和谐和问题。

4、盂县东梁乡敬老院供暖终端设备改造及门窗、走廊

置换改造、宿舍设备购置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东梁乡敬老院供

暖终端设备改造及门窗、走廊置换改造、宿舍设备购置工程

25 万元。该项目截至目前未全部完工。2021 年 10 月已完成

东梁乡敬老院供暖终端设备改造部分工程项目，聘请有资质

第三方现场查验并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已支付资金 4.8

万元。剩余 20.2 万元用于院内基础设施改造翻新。主要包括

对西面宿舍楼更换门窗、走廊置换改造及宿舍家具购置等。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天气等原因，剩余工程预计 2022 年 8

月底前完工。该项目实施后将大大改善和提升敬老院生活环

境设施，提升敬老院服务质量，提高入住率，提升入住老人

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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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盂县西潘乡敬老院供暖终端设备改造及厨房、库房、

餐厅改造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西潘乡敬老院供

暖终端设备改造及厨房、库房、餐厅改造工程 12 万元。该

项目截至目前未全部完工。2021 年 10 月已完成西潘乡敬老

院供暖终端设备改造部分工程项目，聘请有资质第三方现场

查验并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已支付资金 7.1 万元。剩余

4.9 万元用于翻新改造 3 间餐厅、2 间厨房、2 间库房。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天气等原因，剩余工程预计 2022 年 8 月底

前完工。该项目实施后将大大改善和提升敬老院生活环境设

施，提升敬老院服务质量，提高入住率，提升入住老人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

6、盂县西烟镇敬老院供暖终端设备改造及解决饮用水

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西烟镇敬老院供

暖终端设备改造及解决饮用水工程 13 万元。该项目截至目

前未全部完工。2021 年 10 月已完成西烟镇敬老院供暖终端

设备改造部分工程项目，聘请有资质第三方现场查验并出具

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已支付资金 7.3 万元。剩余 5.7 万元用

于新建 200m³蓄水池以解决冬季吃水难问题。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天气等原因，剩余工程预计 2022 年 8 月底前完工。

该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改善敬老院生活环境，提升敬老院服务

质量，为入住老人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进而提高入住

率，最终提升入住老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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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盂县路家村镇敬老院供暖终端设备改造及设备更新、

维修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路家村镇敬老院

供暖终端设备改造及设备更新、维修工程 16 万元。该项目

截至目前未全部完工。2021 年 10 月已完成路家村镇敬老院

供暖终端设备改造部分工程项目，聘请有资质第三方现场查

验并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已支付资金 5.4 万元。剩余 10.6

万元用于宿舍家具购置、房屋修缮（屋顶防水、室内刮家、

扩建宿舍等）。房屋修缮工程已于 2021 年 9 月与施工方签订

维修协议，工程总投资 9 万元。目前已基本完工，工程进入

扫尾阶段。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天气等原因，剩余工程预计

2022 年 4 月底前完工。该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改善敬老院生活

环境，提升敬老院服务质量，为入住老人提供更加便利的生

活条件，进而提高入住率，最终提升入住老人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

8、盂县光荣老年公寓采暖网改造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光荣老年公寓采

暖网改造工程 16 万元。该项目截至目前未全部完工。2021

年 10 月由盂县晋盂热力公司承建，并入了盂县集中供热管

网及室外并网改造共支付 8.9 万元。剩余 7.1 万元将用于地

面垫层及瓷砖拆除，拆除原地面及污土外运，地暖安装等。

由于光荣老年公寓场地与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存在资产

移交等问题，一直未实施。预计资产理清，相关手续、程序

完毕后即可实施，工期 4 个月。该项目实施后，提升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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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效果，提高老人入住舒适度，给入住老人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更多的保障，有利于打造盂县民办养老机构的标

杆。

9、盂县苌池镇段家山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苌池镇段家山村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该项目主

要内容为日间照料中心安装天然气设施设备及购置娱乐活

动设施设备。由于天气、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未实施，资金未

支付。

10、盂县苌池镇南苌池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

（以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苌池镇南苌池村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该项目为

对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室内部分重新装修、添置部分健身器

材。由于天气、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未实施，预计完工时间 2022

年 6 月 30 日。

11、盂县西烟镇山河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盂县西烟镇山河村农

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该项目主要

内容为更换日间照料中心 9 间房屋的门窗。由于天气、新冠

肺炎疫情原因未实施，资金未支付。

（六）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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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郊区杨家庄乡敬老院维修工程（卫生间墙面维修，

更换套装门，更换玻璃门）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郊区杨家庄乡敬老院

维修工程（卫生间墙面维修，更换套装门，更换玻璃门）7

万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敬老院实行封闭式管理，改

造工程暂时停工，审计报告一直未出，资金未支付。

2、郊区荫营镇三都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郊区荫营镇三都村农

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笔资

金用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购买天然气、缴纳电费、采购各

种食材并已全部支付。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更好为农村老年人

提供优质的服务。

3、郊区荫营镇下白泉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郊区荫营镇下白泉村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笔

资金用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支付人员工资、购买天然气、

缴纳电费、采购各种食材已全部支付。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更

好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4、郊区平坦镇长吉岭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郊区平坦镇长吉岭村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笔



21

资金未支付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使用资金。

5、郊区河底镇邓家峪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

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郊区河底镇邓家峪村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笔

资金未支付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暂停运营，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使用资金。

6、开发区张家洼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

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开发区张家洼村农村

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前该笔资金

未支付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暂

停运营，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使用资金。

7、开发区康达社区 B 型养老餐厅维修改造和设备购置

项目

2021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开发区康达社区B型养

老餐厅维修改造和设备购置项目 5 万元。该项目改造建设面

积 120 平方米，工程预算金额为 14.74 万元，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开始施工，现已完成总工程 50%，包括拆除扩建弧形

墙，隔热断桥窗框架、线路铺设已安装完毕。该笔资金已支

付完毕。

8、开发区惠泽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开发区惠泽社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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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3 万元。该项目已经完工，资金未支付。

9、郊区颐缘助老服务中心自理区院内铺设 EPDM 防火防

滑地面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郊区颐缘助老服务中

心自理区院内铺设 EPDM 防火防滑地面项目 7 万元。该项目

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开始施工，现已完成平整院面和材料的

购置等准备工作，已支付资金 6 万元，剩余资金将在项目完

工和审计后支付。

10、郊区李家庄余积梁沟如家颐养院消防工程建设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郊区李家庄余积梁沟

如家颐养院消防工程建设项目 5 万元。项目主要内容是对失

能区消防通道改造，院内地面铺设 EPDM 地板，改造面积 680

多平方米，工程总投资 8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并于

2022 年 3 月完成工程的验收、审计等相关工作，已支付资金

5 万元。项目的实施，完善了消防安全措施，保障老年人的

生命安全，提升该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七）城区

1、城区上站街道办事处政府大院社区养老“幸福工程”

改建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城区上站街道办事处

政府大院社区养老“幸福工程”改建项目 8 万元。为解决老

人群体的“做饭难”“吃饭难”问题，满足辖区老年人多样

化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城区上站街道市政府大院社区开设社

区老年餐厅，方便老年人在社区就近用餐，并提供送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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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等服务。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并支付资金 8 万元，主要用于

改造升级老年餐厅。项目的实施切实解决了老年人买菜做饭

难的现实问题，使周围老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

同时价格较为合理，更好的保护老人的健康，提高了居民对

老年餐厅的好感度与接受度，办出‘家’的舒适感、亲切感、

幸福感，增加老年餐厅的社会推广度，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

益，达到了公益性的目的。

2、城区上站街道办事处德胜街社区老年活动室维修改

造提升建设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城区上站街道办事处

德胜街社区老年活动室维修改造提升建设项目 5 万元。目前

该项目主要用于老年活动室的维修改造。项目已完成但未进

行审计，资金未支付。通过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基础设施，

满足了辖区老年人日益增强的文娱需求，让更多的老年朋友

老有所娱、老有所乐。也不断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得到了群

众支持与认可，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

的和睦相处。

3、社会工作指导服务中心设备购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工作指导服务中

心设备购置项目 5 万元。目前该项目受市内范围符合资质的

承接方资源限制，已经流标 2 次，计划第 3 次开标，确定承

接方后，城区民政局将尽快与其签订项目合同，并购置办公

设备。

4、城区上站街道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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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城区上站街道办事处

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该项目未实施，

资金未支付。

5、城区下站街道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城区下站街道办事处

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城区下站街道办

事处通过政府采购已为社会工作服务站购置了 2 台台式电脑，

1 台笔记本电脑、2 套办公桌、1 台打印机。已支付资金 2 万

元。为社会工作服务站购置基本的办公设备，完善基本的设

施设备，打造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建成政社协同、职责

分明、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群众满意的民政服务管理新格

局，进一步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不断增进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城区北大街街道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

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城区北大街街道办事

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已购买台式电

脑 1 台、黑白打印机一体机 1 台、笔记本电脑 1 台、办公桌

1 张、椅子 1 把、五节柜 10 节，围椅+茶几 1 套。政府采购

程序已完成，资金未支付。为社会工作服务站购置基本的办

公设备，完善基本的设施设备，打造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平台，

建成政社协同、职责分明、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群众满意

的民政服务管理新格局，进一步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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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城区南山路街道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

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城区南山路街道办事

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已通过政府采

购为社会工作服务站购置了办公桌 3 张、办公椅 3 把，文件

柜 2 个，台式电脑 3 台，打印机 2 台。已支付资金 1.87 万元，

结余 0.13 万元。为社会工作服务站购置基本的办公设备，完

善基本的设施设备，打造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建成政社

协同、职责分明、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群众满意的民政服

务管理新格局，进一步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不断增

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城区义井街街道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

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城区义井街街道办事

处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已通过政府采

购为社会工作服务站购置办公桌 2 张、台式电脑 2 台、办公

椅 8 把，折叠桌 6 张。已支付资金 2 万元。为社会工作服务

站购置基本的办公设备，完善基本的设施设备，打造专业社

会工作服务平台，建成政社协同、职责分明、保障有力、运

转高效、群众满意的民政服务管理新格局，进一步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米”，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9、城区义井镇社会工作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城区义井镇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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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站设备购置项目 2 万元。目前已通过政府采购为社会工

作站购置电脑 3 台、打印机 2 台。已支付资金 2 万元。为社

会工作服务站购置基本的办公设备，完善基本的设施设备，

打造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建成政社协同、职责分明、保

障有力、运转高效、群众满意的民政服务管理新格局，进一

步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八）矿区

1、矿区养老院改造装修项目（一期——养老院装修项

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矿区养老院改造装修

项目（一期——养老院装修项目）30 万元。2021 年底已支付

项目施工单位（禹王（北京）科技工程有限公司）20 万元，

剩余 10 万元待养老院工程项目全部竣工验收完成后支付装

修项目工程款。该项目的实施，积极促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加大对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养老院提质升级改造设施的投入，

改善基础条件的同时，助推养老事业的发展。

2、矿区桥头街道办事处段西沟社区老年餐厅装修和厨

房设备采购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矿区桥头街道办事处

段西沟社区老年餐厅装修和厨房设备采购项目 10 万元。该

项目主要内容是楼地面工程，卫生间地面、踢脚线铺装，安

装楼梯间不锈钢栏杆；卫生间、清洗间为集成铝扣板吊顶，

其他房间为轻钢龙骨矿棉天花板吊顶；电梯安装工程、配套



27

工程包括安装室内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卫生间淋浴及卫生

洁具，安装安防监控系统，网络系统，安装灯具、开关、插

座。厨房设备采购项目包括采购电器，冰柜、保鲜柜、消毒

柜等，厨房用具，电锅、电饼铛等。目前项目已完成，资金

已全部支付完毕。矿区桥头街道办事处段西沟社区老年餐厅

项目建成后，解决辖区老年人特别是孤寡、空巢、留守、失

独等老年人群体的“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可项目启

用后将更好地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的社会效益。

3、矿区老来乐养老之家（民办）消防改造和设施配置

项目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矿区老来乐养老之家

（民办）消防改造和设施配置项目 3 万元。该项目主要内容

是室内消火栓、应急灯的安装、微型消防站、安装喷水淋头，

施工挡土墙、室外消防设施及各种消防设施配备器材。目前

项目已完成，资金已全部支付完毕。矿区老来乐养老之家消

防改造和设施配置项目的实施，将完善消防安全措施，保障

老年人的生命安全，提升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4、矿区蔡洼街道办事处大南沟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示范村（以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矿区蔡洼街道办事处

大南沟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

目前该笔资金用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日常运行并已全部

支付。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更好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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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区蔡洼街道办事处南山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

范村（以奖代补）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矿区蔡洼街道办事处

南山村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示范村（以奖代补）1 万元。目

前该笔资金用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日常运行并已全部支

付。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更好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6、矿区沙坪街道办事处大村村老年公寓消防设施改造

工程

2021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矿区沙坪街道办事处

大村村老年公寓消防设施改造工程 30 万元。该项目主要内

容是安装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动报警

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系统、楼梯间防火门、室外水泵房及

室外管网、供电系统、室外楼梯、消防水池等。目前项目已

完成，资金已全部支付完毕。该项目的实施，可以使矿区沙

坪街道办事处大村村老年公寓达到消防验收规范标准，消除

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保障老年公寓内人身财产安全。

阳泉市民政局

2022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