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广州市2022年重点建设预备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总计(130项）

一、基础设施(46项)

1、信息与科技基础设施(4项)

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粤港澳大湾区5G云计算数据中心 从化区政府

2 国家先进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项目 黄埔区政府

3 广东腐蚀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黄埔区政府

4 蓝岛生物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试验基地项目 黄埔区政府

2、交通基础设施(35项)

5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三期工程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 市港务局

7 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海铁联运码头工程 市港务局

8 广州番禺龙沙码头二期工程 市港务局

9 广州至珠海（澳门）高铁（广州段） 市发展改革委

10 广州东站改造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11 白云机场T3交通枢纽至江村西联络线 市发展改革委

12 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 市发展改革委

13 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际 市发展改革委

14 肇顺南城际（广州段） 市发展改革委

15 中南虎城际（广州段） 市发展改革委

16 广佛江珠城际广州芳村至江门段（广州段） 市发展改革委

17 第三期建设规划调整项目（地铁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18 黄埔区有轨电车5号线（地铁镇龙西-玉岩路）项目 黄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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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管部门

19 黄埔区有轨电车1号线东延（新丰路—桑田三路）工程 黄埔区政府

20 石井水泥厂场站综合体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21 广州新城西场站综合体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22 金光大道场站综合体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23 番禺广场场站综合体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24 石榴岗场站综合体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25 琶洲西场站综合体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26 黄埔至南沙东部高速公路 市交通运输局

27 莲花山通道 市交通运输局

28 惠州至肇庆高速公路白云至三水段 市交通运输局

29 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火村至龙山段改扩建工程（北二环高速改扩建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30 沉香大桥 市交通运输局

31 玉兰路-港口路过江通道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32 明珠湾区跨江通道工程首期段 南沙区政府

33 奥体中心周边立交改造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34 省道S256线江龙大桥改扩建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35 增城西站片区-站前路西延段（花莞中新南出口至纵一路）建设工程 增城区政府

36 增城西站片区-站前路（纵一路至福宁大道路段）建设工程 增城区政府

37 从化大道工程（二期） 从化区政府

38 健明六路建设工程 天河区政府

39 省道S254线从化区段扩建工程（灌村墟至增城界） 市交通运输局

3、能源基础设施(3项)

40 大唐广州从化燃气发电项目 从化区政府

41 广州知识城恒运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黄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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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 增城区政府

4、城市建设(1项)

43 中新广州知识城科教创新区综合配套设施工程 黄埔区政府

5、水利工程(3项)

44 增城区官湖河（新塘段）整治工程 增城区政府

45 知识城凤凰河支流整治工程 黄埔区政府

46 中新镇坑贝水（中新科技园-山美陂段）整治工程 增城区政府

二、产业建设(54项)

1、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40项)

48 海格无人信息产业基地项目 增城区政府

49 兴森科技FCBGA封装基板项目 黄埔区政府

50 艾佛光通滤波器生产研发基地 黄埔区政府

51 中南高科高端电子信息创新园项目 增城区政府

53 风华高科生产制造基地及总部项目 花都区政府

54 广电智能智慧城市终端设备产业基地项目 花都区政府

56 视源股份总部扩建项目 黄埔区政府

57 合创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全球创新中心项目 南沙区政府

59 合创汽车生产基地项目 南沙区政府

61 东风日产研发四期第二阶段项目 花都区政府

62 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产业基地项目 南沙区政府

64 万孚知识城生物安全创新产业基地项目 黄埔区政府

65 丰乐医疗健康产业基地项目 增城区政府

66 燃石医学研发、制造和营销总部 黄埔区政府

67 达安基因知识城体外诊断创新产业园 黄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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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润尔眼科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南沙区政府

73 江河绿色建筑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 增城区政府

74 汇专科技总部及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黄埔区政府

75 极飞科技数字农业智能制造基地 黄埔区政府

76 广州石化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技术改造项目 黄埔区政府

77 中国石化广东高端材料研究院项目 黄埔区政府

78 顺兴绿色建材创新产业链条建设项目 从化区政府

79 华南电竞新文创产教融合产业园 从化区政府

80 国家密码应用和创新示范基地 黄埔区政府

81 希音湾区供应链总部项目 增城区政府

82 立高食品华南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增城区政府

83 广东太古可口可乐大湾区绿色生产基地 黄埔区政府

84 广州知识城综合保税区建设项目 黄埔区政府

85 湾区氢谷 黄埔区政府

86 中新广州知识城穗澳质量创新港 黄埔区政府

2、现代服务业(11项)

87 丰树广州国际食品职能生产基地和华南供应链采购配送中心项目 增城区政府

88 德邦快递智慧产业园 花都区政府

89 阿里新零售供应链华南总部项目 花都区政府

90 鑫从境国际交往花园 从化区政府

91 生物塔 黄埔区政府

92 平岗站TOD商业综合体 黄埔区政府

93 中盈广场 海珠区政府

94 中新科技文化艺术中心-澳门塔 黄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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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长隆粤文化项目 番禺区政府

96 高第街金鸿顺项目 越秀区政府

97 广船地块央企总部 荔湾区政府

3、现代农业(3项)

98 淡水鱼类南沙（南繁）育种中心 南沙区政府

99 广州黄埔现代农业装备与服务产业园 黄埔区政府

100 广州黄埔现代种业（农作物）产业园 黄埔区政府

三、生态环保(2项)

1、垃圾处理设施建设(2项)

101 光达建材资源综合处理中心项目 增城区政府

102 增城区棠厦垃圾填埋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二期（扩容工程） 增城区政府

四、社会民生(22项)

1、国民教育(4项)

103 黄埔大学 黄埔区政府

104 广州交通大学 市教育局

105 新加坡国际管理学院（中国）项目 黄埔区政府

106 从化区新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 从化区政府

2、医疗卫生(14项)

107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海珠湾院区项目 海珠区政府

108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白云湖院区 市卫生健康委

109 广州华商学院中医医院 增城区政府

110 广东省人民医院黄埔院区项目 黄埔区政府

111 广州市应急医院建设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

112 广州创新型研究型国际医院 黄埔区政府

113 广州南部应急医疗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

- 5 -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114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整体改扩建工程 广州医科大学

115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整体改扩建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

116 广州龙城国际康复医疗中心二期 增城区政府

117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大楼工程 广州医科大学

118 广州市紧急医学救援指挥中心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

119 增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址建设项目 增城区政府

120 广州市儿童综合康复中心-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萝岗院区项目 市民政局

3、文化体育(2项)

121 中新科技文化艺术中心-中新广州知识城科技馆 黄埔区政府

122 广州博物馆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4、民政社保(2项)

123 广州市观音山公墓（含市第二思园）二期工程 市民政局

124 广州市福山公墓配套设施项目 市民政局

五、城市更新等重点工作项目(6项)

1、三旧改造(6项)

125 沙溪村旧村庄更新改造项目 番禺区政府

126 海珠区石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海珠区政府

127 海珠区赤沙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海珠区政府

128 福涌村旧村改造项目 番禺区政府

129 珠影粤港澳大湾区电影港（珠影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博物馆） 海珠区政府

130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区改造项目（国机集团广州国际创新社区项目） 海珠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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