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市城东区阿式
风格清真寺整改方案

西宁市城东区阿式风格清真寺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5月30日

    秘  密



       西宁市城东区现有伊斯兰教活动场所32座，需整改阿式风格清真寺19座，其

中既含大穹顶又含高暄塔的有15座；只含高暄塔的有4座。现总拆除大穹顶15个，

拆除高暄塔7座， 降低高暄塔高度12座，平均降低高度28.74米，平均保留高度

7.54米（不含房屋高度）。计划2020年整改10座，资金概算1063.79万元；

2021年整改9座，资金概算1624.8万元；资金总概算2688.59万元。

第一章   整改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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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宁市城东区
   清真寺整改目录

1

2

2020年整改目录

2021年整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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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改清真寺
    一寺一册方案

1

2

3

整改情况简介

整改前后对比图

清真寺整改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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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庄清真寺

建设时间：2013年

登记时间：2013年

信教群众：2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23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38.48米，

全部拆除；一座大穹顶屋

面以上原高为28.4米，直

径为15.8米，全部拆除。

169.85万元

机械拆除，外侧防

护费用较高。

该寺地址、面积

西宁市城东区站北巷2号

王家庄村

殿堂面积：2000平方米

附属面积：3000平方米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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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7



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144.41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0.50

3 招标代理费 1.01

4 监理费 4.33

5 安全鉴定费 5.50

6 税金 14.1

合计 169.85 8



中庄清真寺

建设时间：1998年

登记时间：1998年

信教群众：2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22

现有殿堂顶部一座高喧塔，

屋面以上高喧塔原高为

16.77米，全部拆除。

93.63万元

需人工拆除，人工费

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互助中路

214号

殿堂面积：310平方米

附属面积：29.4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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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10



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76.81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2.16

3 招标代理费 3.00

4 监理费 2.16

5 安全鉴定费 1.80

6 税金 7.70

合计 93.63 11



树林巷伊斯兰教活动点

建设时间：2011年

登记时间：2011年

信教群众：3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4

现有殿堂顶部四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四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32米，

全部拆除；一座大穹顶屋

面以上原高为26.57米，直

径为23.4米，全部拆除。

287.47万元

机械拆除，外侧防护费

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建国南路

殿堂面积：1000平方米

附属面积：55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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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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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245.73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4.50

3 招标代理费 4.00

4 监理费 3.00

5 安全鉴定费 6.50

6 税金 23.74

合计 287.47 14



上林家崖清真寺

建设时间：2012年

登记时间：2010年

信教群众：26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26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23.95米，

全部拆除；一座大穹顶屋

面以上原高为18.59米，直

径为8.6米，拆除高度为

12.94米，剩余高度为5.65

米。

53.68万元

需人工拆除，人工费

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林家崖8号

殿堂面积：1517平方米

附属面积：2671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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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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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45.81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0.5

3 招标代理费 1

4 监理费 1

5 安全鉴定费 1.5

6 税金 3.87

合计 53.68 17



下林家崖清真寺

建设时间：2016年

登记时间：2014年

信教群众：35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25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22.79米，

拆除高度为12.81米，剩余

高度为9.98米；大穹顶屋

面以上高为19.05米，直径

为11米，拆除高度为14.05

米，剩余高度为5.0米。

72.63万元

机械拆除，外侧防

护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祁连路590

号

殿堂面积：640平方米

附属面积：45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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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19



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60.00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0.35

3 招标代理费 2.00

4 监理费 2.00

5 安全鉴定费 3.00

6 税金 5.28

合计 72.63 20



杨家台清真寺

建设时间：1999年

登记时间：1999年

信教群众：15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9

现有殿堂顶部一座高喧塔，

高为20.97米，全部拆除。

59.79万元

需人工拆除，人工费

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曹家寨曹

五路67号

殿堂面积：200平方米

附属面积：6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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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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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48.06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1.35

3 招标代理费  3.00

4 监理费  1.35

5 安全鉴定费  1.13

6 税金  4.90

合计 59.79

整改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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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字路口清真寺

建设时间：1992年

登记时间：1992年

信教群众：27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1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11.97米，

拆除高度为4.5米，剩余高

度为7.47米，大穹顶屋面

以上原高为10.99米，直径

为6.4米，全部拆除。

96.77万元

需人工拆除，人工费

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丁字路

102号

殿堂面积：600平方米

附属面积：50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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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25



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73.00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5.37

3 招标代理费 2.5

4 监理费 3.5

5 安全鉴定费 4.5

6 税金 7.9

合计 96.77 26



滨河路清真寺

建设时间：1991年登记时

间：1981年

信教群众：2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8

现有殿堂顶部四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屋顶后侧
两座高喧塔高为9.33米，
全部拆除；屋顶前侧两座
高喧塔高为20.37米，拆除
高度为16.28米，剩余高度
为4.09米，整改后加两座
高5.59米的中式六角亭。
大穹顶高度为6.07米，直
径为3.4米，全部拆除。

108.75万元

需人工拆除，人工费

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滨河路

240号

殿堂面积：500平方米

附属面积：20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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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28



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94.17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2.67

3 招标代理费  2.00

4 监理费  2.23

5 安全鉴定费  3.23

6 税金  4.45

合计 108.75

整改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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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林巷清真寺

初建时间：1862年

登记时间：2005年

信教群众：3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6

现有殿堂顶部一座高喧塔，

屋面以上原高为10.04米，

拆除高度为4.04米，屋面

以上剩余高度为6米。

27.37万元

机械拆除，外侧防护

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路林巷

102号

殿堂面积：600平方米

附属面积：20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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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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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23.02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0.9

3 招标代理费 0.4

4 监理费 0.7

5 安全鉴定费 0.55

6 税金 1.8

合计 27.37 32



怡心园伊斯兰教活动点 

初建时间：2008年

登记时间：2008年

信教群众：26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29

现有殿堂外侧一座高喧塔

原高为41.33米，拆除高度

为32.03米，剩余高度9.3

米。

93.85万元

机械拆除，寺内小广

场恢复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

10号

殿堂面积：800平方米

附属面积：24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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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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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68.10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6.50

3 招标代理费  2.00

4 监理费  4.50

5 安全鉴定费  5.00

6 税金  7.75

合计 93.85

整改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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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庄清真寺

建设时间：1982年

登记时间：2010年

信教群众：5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5

现有殿堂顶部三座高喧塔和一

座大穹顶，三座高喧塔屋面以

上原高为65.60米，拆除高度

为55.45米，剩余高度为10米

左右；一座大穹顶屋面以上原

高为3 5 . 4 5 米 ， 拆 除 高 度 为

28.45米，剩余高度为7米左右。

239.02万元

机械拆除，防护费用

和恢复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大众街24号

殿堂面积：11000平方米

附属面积：50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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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37



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205.46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5.96

3 招标代理费 2.00

4 监理费 4.96

5 安全鉴定费 4.80

6 税金 15.84

合计 239.02 38



北磨尔园清真寺

建设时间：2000年

登记时间：1999年

信教群众：3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3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13.86米，

拆除高度为8.27米，剩余

高度为5.59米；一座大穹

顶屋面以上原高为8.08米，

全部拆除。

83.87万元

需人工拆除，人工费

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乐都路21号

殿堂面积：310平方米

附属面积：2914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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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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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67.95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2.50

3 招标代理费 1.50

4 监理费 2.00

5 安全鉴定费 3.00

6 税金 6.92

合计 83.87 41



富强巷清真寺

建设时间：2015年

登记时间：2015年

信教群众：4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0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43.80米，
拆除高度为34.60米，剩余
高度为9.20米；大穹顶屋
面以上原高为27.03米，直
径为14.00米，拆除高度为
20.64米，剩余高度为6.39
米。

123.02万元

需人工拆除，人工费

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建国路

66号新千广场内

殿堂面积：1200平方米

附属面积：53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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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43



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93.37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7.50

3 招标代理费 2.00

4 监理费 4.50

5 安全鉴定费 5.50

6 税金 10.15

合计 123.02 44



夏都大街清真寺

建设时间：2008年

登记时间：2008年

信教群众：400-5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3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44.81米，

全部拆除；一座大穹顶屋

面以上原高为24.72米，拆

除高度为17.63米，剩余高

度为7.09米。

222.54万元

机械拆除，大穹顶拆

除和寺内小广场恢复

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夏都大街

102号

殿堂面积：4500平方米

附属面积：2028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45



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46



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189.67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2.50

3 招标代理费 2.50

4 监理费 4.00

5 安全鉴定费 5.50

6 税金 18.37

合计 222.54 47



玉带桥清真寺

建设时间：2005年

登记时间：2005年

信教群众：4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9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两座小喧礼塔和一座大穹
顶，两座高喧塔屋面以上
原高45.46米，拆除高度为
36.16米，剩余高度为9.30
米，小喧礼塔全部拆除；
大 穹 顶 屋 面 以 上 原 高 为
18.35米，大穹顶直径为14
米，拆除高度为12.79米，
剩余高度为5.56米。

197.64万元

机械拆除，寺内小

广场恢复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大众街49号

殿堂面积：3130平方米

附属面积：40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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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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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159.87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7.50

3 招标代理费 2.50

4 监理费 5.00

5 安全鉴定费 6.50

6 税金 16.27

合计 197.64 50



南关清真寺

建设时间：2011年

登记时间：2011年

信教群众：5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2

现有殿堂顶部四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四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30.59米，

拆除高度为21.09米，剩余

高度为9.50米，屋面以上

的大穹顶高为34.06米，穹

顶直径为22米，全部拆除。 

357.52万元

机械拆除，寺外广

场恢复费用和安全

维护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南小街

23号

殿堂面积：4832平方米

附属面积：18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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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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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301.5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8.00

3 招标代理费 2.50

4 监理费 6.00

5 安全鉴定费 10.00

6 税金 29.52

合计 357.52 53



白家河湾清真寺

建设时间：1982年

登记时间：2005年

信教群众：3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8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28.66米，

全部拆除；一座大穹顶屋

面以上原高为16.58米，直

径为6.87米，全部拆除。

149.56万元

机械拆除，寺内小

广场恢复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锦峰滨河

苑内

殿堂面积：1200平方米

附属面积：7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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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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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135.35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3.93

3 招标代理费 1.50

4 监理费 3.28

5 安全鉴定费 3.00

6 税金 2.50

合计 149.56 56



东关清真大寺

初建时间：1914年

信教群众：1500人左右

登记证号：Y010010001

现有东侧殿堂顶部两座高

喧塔和一座大穹顶，两座

高喧塔屋面以上原高为

47.7米，拆除高度为37.7

米，剩余高度为10.0米；

大穹顶屋面以上原高为

19.36米，直径为10.9米，

全部拆除。

251.63万元

恢复费用和安全维

护费用较高。

西宁市城东区东关大街

34号

殿堂面积：7000平方米

附属面积：110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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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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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资金预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价

1 改造工程 静力拆除、恢复工程 214.35

2 设计费 方案、施工图 2.50

3 招标代理费 2.50

4 监理费 4.00

5 安全鉴定费 7.50

6 税金 20.78

合计 251.63 59



团结村礼拜点

建设时间：2014年03月

无任何审批手续

信教群众：150人左右

登记证号：

现有殿堂顶部两座高喧塔

和一座大穹顶，两座高喧

塔屋面以上原高为22.77米，

全部拆除；一座大穹顶屋

面以上原高为17.39米，直

径为8.6米，全部拆除。

自行整改

西宁市城东区湟中路

111号

殿堂面积：400平方米

附属面积：200平方米

该寺地址、面积 建设、登记时间、
信教群众

整改情况 整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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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后对比图整改前后对比图整改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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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到此结束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