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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投资 形象进度目标

86434368 13531257

2906612 332190

1
凉州区调蓄工程
（2020-620600-76-
01-036129）

新建调蓄水池11处，总容积1265万立方
米；输水工程6项，线路总长63.3公里

2022-
2023

124990
累计开挖707万立方米，完成填筑
169万立方米，砼浇筑4671立方米

55000 69990 建成投运 凉州区水务局 刘  成 武威市 是

2

白银市平川区国家储
备林建设工程项目
（2107-620403-04-
05-208165）

在王家山镇、水泉镇、宝积镇、共和镇
、黄峤镇区域内的宜林荒山范围内，用
4年时间，科学营造45万亩商品林。其
中：培育中长期大径级用材林面积25万
亩；建设木本油料林10万亩，工业原料
林5万亩，特色经济林5万亩，并配套灌
溉系统及管护设施

2021-
2027

700000

已完成造林6万亩，正在进行养护管
理，宝积镇冯家园片区20万方调蓄
水池建设完成，目前个片区正在修
建蓄水池、管网铺设等基础配套设
施

56000 60000 完成储备林造林15万亩
白银市平川区
林业和草原局

宋  清 白银市 是

3
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
贫开发供水工程

工程为Ⅱ等、大（2）型，工程布设提
水泵站 27座；骨干渠道总长323.793公
里，其中总干渠1条长28.683公里，干
渠3条长108.425公里，分干渠4条长
43.318公里，支干渠1条长5.4公里，支
渠（分支渠）29条长126.571公里；非
农业输水管线3条5.983公里；非农业调
蓄水池3座，总容积234万立方米；田间
工程配套30万亩

2020-
2024

417598

截至目前，17座泵站主体工程全部
完成，安装水泵80台、电动机80台
、进出水闸阀240台；25座隧洞已全
部贯通，一次开挖支护32.9公里，
二次衬砌29.2公里；完成压力管道
安装106.75公里，各类渠道现浇、
衬砌37.5公里；完成总干渠、干渠
渡槽浇筑2.5公里；完成110千伏、
35千伏变电站土建主体施工5座，安
装变压器20台铺设管道140米

330000 45000
骨干工程：完成剩余调蓄水池工程
及支渠工程；  田间工程建设

甘肃中部供水
工程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杨  成 白银市 是

4

天水市曲溪城乡供水
工程（水源及输水洞
线部分）（2017-
620500-46-01-
015905）

建设总库容7780万m³水库枢纽；长
21.6km引水隧洞，2.1km引水管道；20
万m³调蓄水池。

2020-
2025

210398

导流隧洞全部完成；引水隧洞出口
265.77m人工钻爆段全部完成；“黄
河号”TBM2机累计掘进2993.402m，
管片安装2494环；“长江号”TBM1
机累计掘进140.038m，管片安装116
环；引水隧洞进口钻爆段30m开挖支
护完成；冷水河过水箱涵全部完
成；下游上坝道路边坡开挖与支护
完成约91%，上游上坝路边坡开挖与
支护完成约76%；枢纽1383平台、
TBM1平台填筑完成；右坝肩部分开
挖至EL1360m；左坝肩开挖至
EL1360m；坝基开挖基本完成；一字
型调蓄水池完成4座；田字型调蓄水
池4座正在施工。

104965 31000

大坝碾压砼施工至EL.1410.5m；引
水隧洞进口TBM1掘进完成9.98KM；
引水隧洞出口TBM2完成掘进约
6.6KM；引水隧洞1#、2#竖井开挖
支护衬砌及TBM洞室完成施工；调
蓄水池1#、2#水池施工完成；完成
上坝道路施工。

天水中电建曲
溪城乡供水
有限公司

齐志华 天水市 是

备注（是

否是2022

年省列重

大项目）

总投资 当前项目工作进度

截止2022年

底预计累计

完成投资

项目建设

单位
负责人

推荐报送的市

州或兰州新区

或单位

附件2

拟列入2023年度省列重大项目基本情况汇总表（续建项目）
单位：万元

2023年

二、续建项目（139个）

（一）农业水利项目（9个）

序号
项目名称

（代码）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设

起止

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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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圣越1.2亿羽白
羽肉鸡全产业链项目
2019-621027-03-03-
004793

在3000万产能的基础上，再增加9000万
羽，累计产能达到1.2亿羽。主要建设
肉鸡场、种鸡场、孵化场、屠宰场、无
害化处理中心、饲料厂、有机肥处理中
心、熟食加工厂等

2018-
2024

600000

肉鸡场投产31座、在建10个，种鸡
场投产12座、在建3个，肉鸡加工二
厂内部装饰及设备安装、附属工程
完成97%；饲料二厂正在主体工程及
设备安装

500000 30000

新建种鸡场3个，肉鸡场7个，改造
有机肥厂，建成分子膜发酵基地6
处，完成熟食加工厂前期手续办
理，争取开工建设

甘肃圣越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

肖化余 庆阳市 是

6

会宁特色农产品物流
小镇项目（2101-
620422-04-01-
205388）

用地面积133334㎡,建筑面积270707.68
㎡，其中：地上237935.68㎡、地下
32772㎡。主要建设：1栋18层综合服务
楼31139.88㎡，4栋18层农副产品展销
中心及综合楼52100㎡，周围配套4层商
业及展销中心85240㎡，中间布设7座农
副产品交易大棚24705㎡，配套农贸零
售市场13538.83㎡、果蔬肉类冷冻保鲜
库12371.97㎡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022-
2024

101200

1-6号交易大棚全部完工，S1-S9沿
街商业主体结构已完成，室内装修
完成80%，1-3号综合楼主体结构已
完成，正在砌体施工，地下车库主
体结构全部完成等

60000 33200
完成4号综合楼、综合服务楼及附
属设施等

甘肃城投兴陇
发展有限公司

张河山 白银市 是

7
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新建生活供水管线长度4.5公里，建设5
万立方米蓄水池一座，敷设绿化水管线
7.5km；新建消防泵房一座，园区内敷
设消防及自喷管线12km；新建污水管线
4.2km，及燃气锅炉房一座，敷设采暖
管线7.8km等

2022-
2031

519590

综合办公中心、综合服务中心主体
已封顶，砌体已完成80%；智能仓库
仓体已完工，正在进行货架安装；
生产线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70%；基
础设施工程已完成园区道路下面层
铺设，正在进行管线敷设及管沟回
填

70000 25000

完成2个智能仓库的建设和2条种子
加工生产线的建设并投入使用；完
成种子研究院区的建设并投入使用
。完成园区附属基础设施工程

张掖市甘州区
现代种业发展
有限公司

高文军 张掖市 否

8
肃州区洪水河水库
建设项目

建设一座总库容4910万立方米中型水
库，主要建筑物包括挡水大坝、溢洪道
、泄洪输水洞等

2019-
2024

109507

泄洪洞、输水洞已全线贯通，岸塔
式进水塔主体工程已修建完成；完
成大坝左、右岸坝基坝肩清理；上
游围堰砂砾石填筑、钢筋石笼加工
、钢筋石笼护坡等工程；心墙基座
及翼墙混凝土浇筑3318.81立方米

50378 20000
大坝部分填筑至1920高程，完成溢
洪道部分建设内容

肃州区洪临灌
区水利管理局

陈一凡 酒泉市 是

9

永靖县国家储备林建
设项目（2110-
622923-04-01-
524244）

1.储备林建设。（1）新造林1,800公顷
。（2）未成林地补植补造467公顷。
（3）盐锅峡库区南北两山绿化670公顷
。（4）面山生态绿化：面积873公顷。
（5）盐锅峡镇黑方台滑坡区生态修复
133公顷。（6）乡村振兴村庄绿化面积
149.1公顷。（7）道路绿化美化163公
里。2.经济林果业建设93公顷。3.陡削
坡治理与破损面山生态修复41.43公顷
。4.生态景观建设。（1）吧咪山森林
公园生态景观建设

2022-
2028

123329 已开工建设 3000 18000

新造林300公顷、未成林地补植补
造67公顷、盐锅峡库区南北两山绿
化100公顷、乡村振兴村庄绿化面
积20公顷、道路绿化美化53公里、
经济林果业建设20公顷、陡削坡治
理与破损面山生态修复15公顷

永靖县自然资
源局林草中心

常全智 临夏州 否

1250665 312065

1

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
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

围绕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开展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完成生态保护
修复、水源涵养区生态修复、修复矿山
、湿地修复、森林生态修复、草原生态
修复、土地整治、水土流失治理、草地
沙化治理等工程

2022-
2023

500500 完成总工程量的65% 328435 172065 完成当年工程量的100%
甘南州自然资
源局

蒋爱民 甘南州 是

（二）生态环保项目（5个）



 7

2

永登县庄浪河（柳树
镇-红城镇）段土地
整治和生态修复综合
治理项目
（2202-620121-04-
01-129517）

项目位于永登县柳树镇、大同镇、龙泉
寺镇、红城镇4个乡镇，总规模为11.65
万亩。通过土地整治新增农用地1.81万
亩；面山生态修复41832亩；特色经济
林种植9639亩；花卉苗木种植822亩；
生态廊道建设3206亩及相应的基础配套
设施

2022-
2024

180700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8% 50000 60000 完成总工程量60%的，力争完成70%
永登县兴永农

投
毛振洲 兰州市 否

3
中国北山地下实验室
建设工程

建设地下工程及辅助系统、地下现场试
验研究平台设施、场区地表实验设施及
配套设施、场外工程

2020-
2027

272000

地下主体工程掘砌：斜坡道步进硐
累计掘进442米，步进硐底板路面
（左幅）硬化260米，钻爆段完成二
衬100m；人员竖井掘砌完成40米，
完成提升系统第三方检测验收工
作；隧道硬岩掘进机（TBM）9月底
启动运输

54700 40000
完成水、电、路等附属设施，基本
完成地下主体工程

北京核地质研
究院

李子颖 酒泉市 是

4

长江大保护陇南市“
三江一水”河道生态
治理及综合开发项目
（2020-621200-76-
01-000097）

治理范围陇南市八县一区共治理河道长
257Km，新建重力式生态防护墙
13.8Km，新建生态护坡19.5Km，河道清
淤长257Km、共385万m³，垃圾清运共35
万t，新建生态驳岸10.94Km，建设人工
湿地3.77Km2，新建湿地公园130亩，新
建溢流堰44座，新建5万～40万m³/a标
准化泥砂加工处理场46座，新建1万～5
万t垃圾处理场10座

2021-
2024

185323

一期工程水利部分已开工建设，一
期工程一、二区块公共服务设施部
分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60%，二期工
程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60%，子项目
栈道湾生态廊道项目已完成

30000 20000

共治理河道87.857km，清淤总量
546.77万m3，河道湖库垃圾清理
8000m3，新建生态步道2km，新建
生态隔离带1.5km2，新建人工湿地
0.31km2，新建新建堤防833.2m，
新建丁坝4座，新建采砂产业园6座

陇南市龙嘉水
务投资有限公

司
王  平 陇南市 是

5
兰州市北拓片区未利
用地生态综合治理和
土地整理工程

咸水沟沟道综合整治长度2.883公里,其
中：新建排洪渠总长2.883公里、踏步6
座、防冲齿墙34处、跌水8座、支沟汇
入口6处，清淤坡道2处、防汛抢险道路
5.646公里、排洪箱涵1处。示范区进口
咸水沟以东区域平整土地119.84亩、咸
水沟以西平整土地83.32亩，区域环境
综合整治和示范区南部平整土地153.2
亩。新建城市次干路标准道路
4534.658m，路面结构形式为沥青混凝
土路面。新建涵洞10座，沿道路敷设给
水、污水、雨水、再生水管网及燃气、
供热管线，配套电力、通信、照明、绿
化及交通工程等设施。“望河城•水郡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13101.3㎡，包
括3栋二类高层住宅建筑、1栋多层商业
建筑及车库。总建筑面积44884.98㎡，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33964.98㎡，地
下建筑面积为10920㎡。容积率为
2.592，建筑密度19.97%，绿地率35%

2022-
2025

112142

1.咸水沟以东区域场地平整、咸水
沟以西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竖向与
土方平衡分区Ⅱ、S1502#路以东场
地平整等4个场地平整工程已完工。
2.咸水沟生态修复项目土方开挖累
计完成72.57%，土方回填累计完成
33.85%。
3.南部生态组团农林用地山体修复
已完成土方开挖40万立方。
4.S1502#路、S1506 #路、B1504 #
路 、B1503#路等4条道路在建

30000 20000

1.咸水沟以东区域场地平整、咸水
沟以西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南部生
态组团农林用地山体修复工程完工
。
2.S1502#路、B1504 #路完成。
S1506 #路、B1503#路完成85%

兰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

易先臣 兰州新区 否

46003176 6192561

13480631 1730000

（三）交通物流项目（38个）

1、铁路项目(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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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州至合作铁路
（2019-000052-48-
01-000603）

线路全长187.8km，其中：利用兰新线
兰州西至柳泉20.0km，利用西宁至成都
铁路唐尕昂至合作20.3km，新建柳泉至
唐尕昂正线长度147.42km，双线、时速
200km/h，预留250km/h。全线新建车站
5处

2021-
2027

2334795
完成路基土石方102万方，桥涵8公
里，隧道11.7公里

200000 400000
隧道完成27.76公里、桥梁完成12
公里，路基土石方154万方，房屋
工程完成2000平米

甘青公司 王在广 甘青公司 是

2

新建兰州至张掖三四
线铁路中川机场至武
威段（2018-000052-
53-01-000300）

线路自既有兰州西至中川机场铁路中川
机场站引出，经兰州市永登县，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古浪县，终至武威市
新建武威东站，新建正线194.3公里，
其中路基工程总长65.092km，桥梁工程
总长87.04km，隧道共16座，总长
42.383km

2019-
2024

2429000
路基工程完成99.12%；桥梁工程完
成97.86%；隧道工程完成97.36%

1585000 380000
路基工程计划完成100%，桥涵工程
计划完成100%,，隧道工程计划完
成100%

中铁兰州局
集团

狄威
兰州局集团公
司兰州工程建
设指挥部

是

3

天水至陇南铁路（含
陈家沟煤矿专用线）
（2019-620000-53-
01-016877）

天陇铁路：按国铁Ⅰ级，单线，速度目
标值为160公里/小时。陈家沟煤矿专用
线：单线，时速80公里/小时

2020-
2027

2553262

天陇铁路：征迁费用累计完成22%，
桥梁累计完成1.7%，隧道累计完成
3.2%，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完
成60%。陈家沟煤矿专用线：拆迁及
征地费用完成69%，路基土石方完成
22%，陈家沟牵出线大桥下部结构完
成，框架桥完成1座，盖板涵完成
40%，隧道完成1700延长米，大型临
时设施和过渡工程完成79%

178725 320000

天陇铁路：完成大部分拆迁及征地
、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开展
全线路基、桥涵、隧道及明洞的施
工。陈家沟煤矿专用线：路基、桥
梁、隧道继续施工，开始轨道、电
力、房屋、站场及给排水工程的施
工

甘肃天陇铁路
有限公司

马子俊 省铁投集团 是

4
新建西宁至成都铁路
（2017-000052-53-
01-001397）

项目位于青海、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地
带，线路北起青海省西宁市，经同仁县
后自东南方向进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依次经夏河县、合作市、碌曲县；
向南进入四川省境内。新建线路正线长
度502.451公里，其中甘肃省境内新建
长度183.48公里。铁路等级为国铁I级
双线铁路，速度目标值为200公里/h，
部分路段预留提速至250公里/h 平面条
件。全线设站19座，其中甘肃省内设8
座

2020-
2029

3188900
先开工程甘青隧道甘肃段施工及全
线临建工程

77000 310000

完成桥梁桩基5.2万米，承台2,4万
圬工方；隧道正洞1.7万成洞米，
辅助坑道0.93万成洞米；路基土石
方5万方以及大型临时设施建设

甘青公司 王在广 甘青公司 是

5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
合交通枢纽环线铁路
（2018-620124-53-
01-010834）

城际铁路，双线，设计速度为120公里/
小时，新建线路全长14.152公里（含机
场线10.889公里、联络线3.263公里）

2021-
2024

371900

全线路基工程完成设计量的100%，
隧道工程完成设计量的57.00%，控
制性工程T3航站楼地下站房工程完
成设计量的80%

200660 120000
全线剩余隧道工程、轨道工程、四
电工程、站房工程基本完成。

甘肃铁投地方
铁路有限公司

徐生云 省铁投集团 是

6

中卫至兰州铁路（甘
肃段）及枢纽段
（2016-000052-53-
01-000299）

高速铁路，双线，设计时速250公里/小
时

2017-
2024

2482774

预计2022年底正线段正式开通运
营，枢纽段路基工程开累完成90%，
隧道工程开累完成90%，桥梁工程开
累完成75%

2059447 100000

枢纽段：路基、桥梁、隧道、站线
铺轨全部完成，正线轨道及四电工
程大部分完成；房屋工程除动车所
公寓楼、大部件存放间、兰州西公
寓楼外其他全部完成

中兰铁路客运
专线有限公司

李向阳 省铁投集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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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柳沟至马鬃山口岸铁
路（一期）柳沟至红
沙梁煤矿段工程

线路全长133.5公里
2021-
2023

120000

全线路基清表完成1875072㎡，路基
土石方填筑完成约261.28万方，路
堑开挖完成76284.6方；涵洞基坑开
挖完成39座，混凝土垫层浇筑完成
20座，底板浇筑完成8座，墙身及顶
板浇筑完成2座；桥梁桩基完成13
根，预制T梁完成4片

20000 100000

计划2023年进行轨道铺设及桥梁架
设，10月前完成路基附属工程、柳
沟西站站场房屋、通信、信号、电
力及电力牵引工程

酒泉市交通能
源发展有限公

司
谢建明 酒泉市 是

27356065 3592061

1

G30连霍高速公路清
水驿至忠和段扩容改
造工程
（2019-620000-48-
01-006833）

项目主线起点位于榆中县清水驿乡杜家
咀村，途径夏官营镇、金崖镇、皋兰县
什川镇和忠和镇，终点位于皋兰县忠和
镇平岘村，设枢纽互通立交与G30连霍
高速柳忠段及G6京藏高速白兰段相接，
路线全长67.226km，采用双向六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小
时；什川连接线全长36.52km，二级公
路标准建设

2021-
2025

1564000
路基工程完成19.22%、桥涵工程完
成18.15%、隧道工程完成16.02%

757228 350000

路基工程：完成场地清理、路基挖
、填方，排水及防护工程完成
60%；桥梁工程：下部结构完成，
箱梁预制完成80%，箱梁架设完成
70%，连续刚构、现浇箱梁完成
70%；涵洞工程全部完成；隧道工
程：洞身开挖完成70%，洞身衬砌
完成68%

兰州连霍清忠
段高速公路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孙才文 兰州市 是

2
S25静宁至天水高速
公路庄浪至天水段

路线全长118.761公里（其中主线
101.955公里，设4条互通立交连接线
16.806公里）。主要建设工程为桥梁工
程、隧道工程、路面工程、房建工程、
交安绿化、机电等。

2019-
2023

1706993

累计完成路基挖方981.9万立方米，
占总量的95.2%；填方1195.6万立方
米，占总量的94.7%；桩基完成4640
根，占总量的96%；墩柱3488根，占
总量的95.2%；箱梁预制7063片，占
总量的92.6%；涵洞完成150道，占
总量的91%；隧道22座，单洞掘进
72.6公里，占设计总长度的94%

1375200 331800 建成通车
甘肃公航旅天
庄高速公路管
理有限公司

辛延甫 天水市 是

3

合水（太白）至华池
公路项目
（2109-620000-18-
01-153105）

主线里程74.202公里
2022-
2025

1032511

临时工程形成进度完成90%，路基工
程形成进度完成10%，桥梁工程形成
进度完成10%，隧道工程形成进度完
成20%

300000 200000
路基工程完成85%，桥梁工程完成
85%，隧道工程完成90%

甘肃省公路
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田广慈
省公交建
集团

是

4

S44康县至略阳高速
公路望关至白河沟段
工程
（2020-621224-48-
01-000124）

主线路线全长41.815公里，同步建设连
接线10.4公里。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
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
时。

2020-
2024

831166
全线路基工程完成70%，桥梁工程完
成45%，隧道工程完成75%，房建工
程完成5%，绿化工程完成15%

470000 200000

累计完成路基工程100%、桥涵工程
100%、隧道工程90%，房建工程
50%，绿化工程70%，机电工程
20%，交安工程20%，路面工程30%

甘肃省公路交
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田广慈 省交通运输厅 是

5

G309线合水（老城）
至西峰段
2111-620000-18-01-
139133

主线全长53.143公里，同步建设太莪连
接线18.285公里。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
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
小时，路基宽度25.5米，太莪连接线采
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40公里
/小时，路基宽度8.5米

2022-
2025

770000
完成6个钢筋场，5个拌合站建设；
完成桥梁桩基494根

20000 150000

路基填方完成60%、挖方完成67%、
防护排水工程完成55%。桥梁桩基
完成100%、承台完成80%、墩柱完
成66%

庆阳市高等级
公路项目管理
办公室

耿宏林 庆阳市 否

6

G75兰海高速渭源至
武都段（2020-
620000-54-01-
000651）

路线全长238.354公里，采用双向四车
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
/小时。

2016-
2023

3508444

除木寨岭隧道外陇南段2020年1月1
日通车运营，定西段2021年1月1日
通车运营。木寨岭隧道进展：斜井
全部贯通，主线累计（单洞）掘进
29537.5米，占隧道单洞总长30394
米的97.2%。

3303483 120226

木寨岭隧道贯通，完成路基工程
100%，路面工程100%，桥涵工程
100%，隧道工程100%，房建工程
100%，机电工程100%，交安工程
100%,绿化工程100%。

甘肃长达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王治才 省交通运输厅 是

2、高等级公路项目(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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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10凤县（陕西）至
合作高速马坞至西寨
段一期工程（马坞至
西寨）

新建高速公路36.6公里
2020-
2024

505800 已开工建设 291257 120000
3座隧道贯通，路基工程、桥梁工
程完成75%

甘肃公航旅马
西高速管理
有限公司

李生杰 定西市 是

8

G244线打扮梁（陕甘
界）至庆城段公路
2019-621000-54-01-
003321

项目分两部分组成，其中打庆公路新建
一级公路74.92公里，同步建设互通连
接线3.42公里；华池机场连接线新建三
级公路3.785公里

2021-
2023

1020000

打庆公路完成路基工程90%，路面工
程15%，桥涵工程80%，隧道工程
90%，房建工程50%；华池机场连接
线完成建设用地手续报批，具备开
工条件

800000 120000

累计完成路基工程95%（剩余部分
线外防排水工程及改路、涵洞）机
电工程80%；完成路面、桥涵、隧
道、房建、交安、绿化工程

甘肃高庆高等
级公路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宋建军 庆阳市 是

9
G244线庆阳过境段
2111-620000-18-01-
677673

本项目路线长69.316公里（其中，改造
利用路段35.138公里，新建路段34.178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技术标准建
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整体式路
基宽度25.5米，分离式路基宽度12.75
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汽
车荷载采用公路-I级

2022-
2025

550000
完成3个钢筋场，3个拌合站建设；
完成4座特大桥桩基280根

15000 120000

路基填方完成60%、挖方完成60%、
防护排水工程完成50%。桥梁桩基
完成100%、承台完成100%、墩柱完
成70%、涵洞完成100%

庆阳市高等级
公路项目管理
办公室

耿宏林 庆阳市 否

10
临夏至大河家高速公
路（2017-622900-
54-01-001014）

路线全长52.50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
小时

2019-
2023

983829

路基工程99.6%，桥涵工程99.5%，
隧道工程100%，房建工程95%，绿化
工程80%，路面工程80%，交安工程
80%，机电工程75%。

816249 110000 项目全线建成通车
甘肃路桥公路
投资有限公司

邓兆宁 省交通运输厅 是

11

平凉至绵阳国家高速
公路（G8513）武都
至九寨沟建设项目
（2017-621200-48-
01-005400)

路线全长100.14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
小时

2018-
2023

1759460

路基工程完成99.79%，路面工程完
成51.9%，桥涵工程完成99.92%，隧
道工程完成95.97%，房建工程完成
84.3%，机电工程完成34.4%，交安
工程完成46.4%,绿化工程完成60%

1631025 108435

路基工程完成100%，桥涵工程完成
100%，隧道工程完成100%，房建工
程完成100%，路面工程完成100%，
交安工程完成100%，机电工程完成
100%，绿化工程完成100%

甘肃长达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王治才 省交通运输厅 是

12

G312线傅家窑至苦水
公路项目
（2020-620100-48-
01-015044）

项目起点位于皋兰县忠和镇傅家窑，与
在建新国道312线清水驿至傅家窑公路
顺接，终点位于永登县苦水镇新屯川，
途径皋兰县忠和镇、张家窰、钱家窰、
九合镇、永登县树屏镇、杏花村、苦水
镇，全长50.783km，采用双向四车道一
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
时

2021-
2025

690749

临时工程完成96.73%、路基工程完
成76.75%、桥涵工程完成75.27%、
隧道工程完成90.36%、房建工程完
成21.26%

401411 104500

土建工程100%；房建工程完成合同
额的90%；绿化工程完成合同额的
80%；路面工程完成合同额的80%；
交安工程完成合同额的40%；机电
工程完成合同额的30%

甘肃省公路
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田广慈
省公交建
集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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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35景泰至礼县高速
公路陇南段工程（陇
南境内）（2019-
621200-54-01-
001122）

新建高速公路46.282公里
2020-
2024

763435
路基工程已完成66%，桥梁工程已完
成51%，隧道工程已完成68%

411261 101200

土建工程除马坞梁特长隧道，基本
建设完成；房建工程、绿化工程全
面启动建设，预计分别完成总量的
50%、30%

甘肃景礼高速
公路陇南管理
有限公司

邓兆宁 陇南市 是

14

兰州至永靖至临夏高
速公路
（2020-620000-48-
01-009981）

路线全长131.858公里，其中主线长
80.858公里，同步建设东乡连接线
15.63公里，莲花连接线20.434公里，
临夏机场连接线8.28公里；临夏东互通
立交连接线1.925公里，考勒互通立交
连接线4.731公里。

2022-
2026

2386696 先导段开工建设 200000 400000
全面开工建设，完成部分隧道工程
进洞施工、桥梁桩基及路基工程

甘肃公航旅兰
永临高速公路
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董万军 临夏州 是

15

永靖至大河家（积石
山）高速公路
（2020-622900-48-
01-009978）

路线全长84.385公里，其中主线74.811
公里，莲花高速连接线1.612公里，李
家塬一级连接线7.962公里。

2022-
2026

1534951

完成项目公司注册、项目法人变更
、施工图批复、首期资本金缴纳、
监理及中心试验室招标、先行用地
和永久用地手续办理等。

100000 200000 全线开工建设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
杨建军 临夏州 是

16
S10凤县（陕西）至
合作高速卓尼至合作
段（一期工程）

新建高速公路66.595公里，一级公路
7.154公里

2019-
2023

1095168
完成总工程量的65%，路基工程完成
总量的86.2%；桥涵工程完成总量的
87%；隧道工程完成总量的80%

680600 100000 完成当年工程量的100%
甘南州交通

运输局
尕巴
才旦

甘南州 是

17

临洮（安家咀）至临
夏公路（2020-
620000-48-01-
001183）

主线全长57.072公里，东乡连接线
12.109公里，和政连接线18.166公里。
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技术
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小时

2020-
2023

687821

路基工程99.1%，路面工程49.3%，
桥涵工程99.8%，隧道工程98.52%，
房建工程24.22%，绿化工程
35.87%，交安工程28.77%，机电工
程8.11%

564575 100000 项目全线建成通车
甘肃路桥公路
投资有限公司

邓兆宁 省交通运输厅 是

18

S36临洮至康乐至广
河高速公路（2020-
620000-48-01-
008512）

全长35.773公里。同步建设互通立交连
接线8.916公里，其中玉井互通立交连
接线全长4.141公里，康乐互通立交连
接线全长4.775公里

2021-
2024

657302
完成路基工程90%，桥梁工程完成
90%，隧道工程完成87%

350000 150000

土建工程路基工程、桥涵工程、隧
道工程完成100%；路面工程完成
80%；交安工程完成70%；绿化工程
完成100%；机电工程完成60%；房
建工程完成50%

甘肃省公路航
空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邓兆宁 临夏州 是

19

G569线曼德拉至大通
公路武威至仙米寺段
工程(2020-620602-
48-01-012656)

路线全长55.597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
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
小时

2021-
2024

614607

征地拆迁工作完成95%，路基工程完
成70%，桥梁桩基完成90%，箱梁预
制完成70%，桥梁墩柱完成80%，隧
道工程完成34%

280000 100000
路基土方工程完成100%，桥梁工程
完成100%，隧道工程完成80%

甘肃省公路交
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田广慈 省交通运输厅 是

20
S42漳县至三岔高速
公路

新建高速公路17.5公里
2022-
2025

215386
前期手续已办理完成，具备开工条
件

25000 100000 路基工程、桥梁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甘肃公航旅漳
三高速管理
有限公司

王治才 定西市 否

21

G312线清水驿至傅家
窑公路工程（2019-
620100-48-01-
014775）

主线路线全长61公里。同步建设兰州大
学连接线1.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
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
时

2020-
2024

1367982
路基工程95%，桥梁工程92%，隧道
工程92%，房建工程65%，绿化工程
完成20%，路面工程30%

1116724 80000

控制性工程桑园子黄河大桥计划
2023年实现两岸贯通，其他土建路
基、桥梁、隧道工程完成100%；房
建工程完成100%；路面工程完成
95%；交安工程完成95%；绿化工程
完成90%；机电工程完成80%

甘肃省公路交
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田广慈 省交通运输厅 是

22
S28灵台至华亭高速
一期

新建高速公路71.21公里
2019-
2023

1048400
完成路基81.36%、路面28.5%、桥梁
89.0%、隧道88.69%等其它附属工程

986020 62400 建成通车
甘肃灵华高速
公路项目
管理公司

李国军 平凉市 是

23
G312线永昌过境段改
建项目

改建二级公路51.2公里
2022-
2024

225000
两证、环评、安评、能评等并联审
批阶段

15500 60000 改建二级公路20公里
永昌县交通

运输局
李克玉 金昌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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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569线北山至仙米寺
（肃南段）高速公路

全长 24.117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特大桥 4座，大桥1座，中桥3座，通道
10道，涵洞16道，全线设置互通式立交
3处

2022-
2024

250000

完成清表，累计完成58.92万㎡；挖
方累计完成102.35万方。路基填方
累计完成90.86万方。桩基累计完成
674根。墩柱累计完成223个。肋板
累计完成17个。涵洞累计完成10
个：梁板预制累计完成72片

35000 50000 完成路基工程
甘肃省公路交
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马  龙 张掖市 否

25

银川至昆明国家高速
公路(G85)彭阳(宁甘
界)至平凉至大桥村
(甘陕界)高速公路项
目

路线全长89.852公里，设4处互通立
交，4处分离式立交，设服务区1处，停
车区2处，养护工区1处，隧道管理站3
处，超限检测站2处

2016-
2023

1208365

完成 K0+000-K29+806.75 段路基工
程 100%， 桥梁工程 100%， 路面
工程 85%（下面层及中面层） ，交
安工程 80%， 机电工程 90%， 绿
化工程 85%

11728000 13500

K0+000-K29+806.75 段土建工程
100%， 路面工程 100%， 交安工
程 100%，机电工程 100%， 绿化
工程完成 100％， （ 因银昆宁夏
段预计 2024 年完工， 部分设施
无法完成）

甘肃省公路
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田广慈
彭大高速
项目公司

是

26

S104线兰州（沈家
坡）至东岗公路沈家
坡至阿干镇段工程
（2017-620100-48-
01-006763）

项目起点位于七里河区沈家坡村，途径
八里镇、清水营、岘口子、阿干镇，终
点位于七里河区阿干镇河坝村,路线全
长23.04km（其中：一级公路14.44Km，
二级公路8.6Km），设计速度为60km/h

2020-

2023
378000

路基完成84.9%，桥梁完成42%，路面

完成2.5%，房建完成16%，交安绿化完

成3%

280000 40000
路基、桥梁、路面、房建、交安绿化

全部完成

兰州连霍清忠

段高速公路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孙才文 兰州市 是

3465085 588500

1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
期扩建工程（2018-
000052-56-01-
002910）

新建西二、东一两条长4000米的跑道，
新建40万平方米的T3航站楼，91个站坪
机位，27万平方米综合交通枢纽，配套
空管、供油、通信、导航、供水、供气
等工程。

2020-
2024

3343798

飞行区工程土方基本完成，滑行道
桥和下穿通道完成，除铁路、航油
管线影响区域外的道面混凝土基本
完成，同步穿插完成相关助航灯光
工程、导航、气象及通信工程排管
预埋；完成航站楼主体结构及指廊
幕墙工程，穿插完成航站楼首层砌
体工程及机电、消防水系统管道安
装，完成综合交通中心主体结构和
停车楼装修工程；完成高架桥、AB
匝道现浇梁施工及桥面铺装，落客
平台钢箱梁合拢；总图工程土方回
填、综合管廊结构基本完成，道路
、管网开始施工；附属工程除铁路
影响的物业管理用房、3#餐厅、医
疗急救中心及动力小区单体外，值
班宿舍、机场管理用房、信息大楼
等其他单体的主体结构全部完成，
穿插完成部分砌体工程、外墙装饰
及机电安装

8500000 550000

完成飞行区西二跑道及其东侧所有
平行滑行道、站坪、东一跑道等场
道工程，及飞行区附属工程、消防
工程、助航灯光工程、导航气象及
通信工程施工，达到预验收条件。
完成航站楼、综合交通中心机电、
弱电、消防、行李设备安装及室内
装饰等全部工程。完成总图土方、
综合管廊、管网安装、道路等全部
工程，全面开展绿化工程施工。完
成附属房屋工程所有单体土建安装
及室内外装饰等全部工程

省民航集团 席必泽 省民航集团 是

3、机场项目(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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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峪关机场改扩建工
程
(2019-620200-56-
01-015768)

本期工程按照满足2030年旅客吞吐量
16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0000吨，飞机
起降架次15181架次的需求设计，飞行
区等级指标4D，兼顾E类飞机备降。对
现跑道进行改造，新建并改造现有站
坪，扩建后可满足14个（13C1E）机位
停放需求。新建1.4万平方米T2航站
楼，改造T1航站楼，新建塔台与航管
楼，扩建航站区，配套建设助航灯光、
空管、供电、供冷供热、通信等设施

2022-
2025

121287

完成开工前用地规划、工程规划、
施工许可证的办理工作；完成施工
现场三通一平；完成2023年开工项
目的施工、监理、检测及设备采购
的招标工作

3012 38500

1、完成飞行区场道及附属工程，
包括跑道改造、站坪扩建、飞行区
消防工程、排水、围界、巡场路等
附属工程。2、完成助航灯光系统
工程及飞行区供电工程。3、完成
新建塔台、航管楼及空管设备的安
装调试，航管楼搬迁工作。4、完
成中心变电站、供水站、锅炉房土
建及设备安装。5、完成机场业务
用房、后勤值班用房、公安用房、
货运库、消防站的土建工程。6、
完成以上各单体工程相配套的总图
工程及供电工程

省民航集团 席必泽 省民航集团 否

630605 160000

1

天水市有轨电车示范
线工程（二期）
（2106-620500-04-
01-831831）

有轨电车线路21.884公里；地下综合管
廊11.58千米；市政道路改造18.318千
米

2020-
2024

630605

有轨电车工程：开累完成3211.47延
米，完成率60%；路基土石方开累完
成69.634万方，完成率80%。停车场
设计场坪地基处理桩基完成5226
根，完成45.4%，综合楼已封顶；停
车列检库辅跨主体已完成封顶。道
路提升改造：给水改迁完成
2.15km，完成93%，完成雨水管安装
9.54km，完成率31.58%，水稳料摊
铺设计完成6.83km，完成率32%；沥
青混凝土面层设计完成6.73km，完
成率31.6%。综合管廊：支护桩施工
5.73Km、土方开挖5.38Km、管廊主
体施工4.49Km，综合完成率38.64%

290000 160000
有轨电车计划完成32.2%；市政道
路计划完成23.8%；综合管廊计划
完成38.7%

天水有轨电车
有限责任公司

吴多云 天水市 是

1070790 122000

1
甘肃（天水）国际陆
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包含陆港基础设施市政道路、PPP给水
厂站、污水厂、皇城隧道、棚户区改造
等项目

2019-
2026

717290
渭河一号桥、五号桥已合龙，路基
完成100%，路面完成3km，棚户区改
造已完成90%、隧道通车

339588 72000
配水厂完成管道铺设及主体，污水
厂完成70%主体，路基完成80%

甘肃天水陆港
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赵  杰 天水市 是

2

新开行贷款兰州新区
向西开放新枢纽多式
联运示范项目
（2019-621500-58-
01-007771）

该工程主要由铁路运输通道和物流场站
、集疏运通道、信息系统平台组成。具
体包括：中川北站多式联运设施提升工
程、高家庄多式联运改扩建工程，纬八
路东延段、BW13#路、纬五十一路、科
东路、科体路南延段，多式联运物流信
息服务平台等项目。

2020-
2024

353500

纬八路东延段、BW13#路、纬五十一
路除绿化外已全部完成；经七路北
延段已完成全部施工内容，并完成
竣工预验收；科体路南延段:目前已
完成全线路基工程，雨、污、中水
管网工程，道路结构层完成全部工
程量的90%；科东路:完成全线路基
工程，雨、污、中水管网工程，道
路结构层完成全部工程量的75%；中
川北站多式联运设施提升工程、高
家庄站多式联运改扩建工程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90%；信息化项目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71%

262437 50000

中川北站多式联运设施提升工程、
高家庄站多式联运改扩建工程基建
工程全部建成；纬八路东延段、
BW13#路、纬五十一路、科东科体
路南延段、经七路北延段工程全部
建成，具备通车条件；信息服务平
台项目全部建成投入试运行

兰州新区利用
外资项目管理
办公室

徐海宁 兰州新区 是

13927291 2954883

5、物流园区项目(2个)

（四）能源项目（23个）

4、轨道交通项目(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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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陇东特高压工程配套
新能源华能庆阳风光
综合新能源示范项目
首批风光项目

项目总装机容量322.75万千瓦（风电
226.71万千瓦，光伏96.04万千瓦），
分为六个地块，均位于环县北部和西部

2021-
2024

1830000

完成首批项目用地批复手续办理；
完成部分风机基础承台浇筑、风机
吊装、C2升压站生产综合楼等单体
建筑主体工程

400000 450000

首批一期100万千瓦B2、C2项目并
网发电；首批二期222万千瓦A1、
A2完成风机基础施工、16台风机吊
装，升压站土建工程；B1、C1项目
完成风机基础施工，升压站土建工
程施工

华能陇东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白小元 庆阳市 是

2

陇东至山东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配套扩容
升级华能正宁2×
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
目（正宁电厂）
2020-621025-44-02-
004335

建设2台10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配套
建设贮灰场、输煤栈桥、疏干水处理站

2021-
2024

764900

#1、#2机组主厂房封顶。#1、#2锅
炉钢架吊装分别完成100%和80%；#1
、#2机组间冷塔分别完成9层、10层
吊装

280000 280000

完成#1机组锅炉打压，汽机本体、
油系统，冷塔散热器及空冷系统附
属设备安装。完成#2机组锅炉受热
面吊装，汽机本体、油系统安装，
冷塔散热器及空冷系统附属设备安
装

华能陇东能源
有限公司正宁

电厂
王兴俊 庆阳市 是

3 灵台电厂一期
建设2×1000兆瓦燃煤电厂1座，同步建
设脱硫脱硝、高效除尘等设施

2022-
2024

793253 完成主厂房基础等工作 100000 250000

完成主厂房框架、锅楼房主体工程
和河堤治理工程，建成办公楼、宿
舍楼，采购三大主机及相关设备并
安装到位

山东能源集团
灵台火力发电
有限公司

贾安刚 平凉市 是

4

永登七山百万千瓦级
光伏基地牧光互补发
电项目
（2109-620121-04-
01-395437）

项目位于永登县七山乡，装机容量为90
万千瓦，拟安装554.58万块单片功率
545Wp的单晶硅双面双玻光伏组件，拟
采用固定可调支架和平单轴跟踪支架形
式。项目配置90MW/180MWh储能。拟新
建1座330千伏升压站送出

2022-
2023

378000

30万千瓦基地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
的75%。送出线路基础开挖完成
90%，基础浇筑完成85%，场内集电
线路基础开挖完成70%，基础浇筑完
成15%

100000 178000
在2023年底完成建设任务，力争并
网发电

华润新能源
（永登）有限

公司
梁文亚 兰州市 是

5
常乐电厂二期3、4号
机组项目

建设3、4号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冷凝
塔、烟囱等设施

2021-
2023

595466

3号锅炉受热面焊口累计完成约
47%；3号主厂房A排墙板封闭完成
80%（除预留设备进出口及窗洞口
外）4号锅炉受热面焊口累计完成约
43%；4号主厂房A排墙板封闭累计完
成80%

320000 126875 建成投运 省电投集团 向  涛 省电投集团 是

6
五举300万吨/年矿井
建设项目

建设年产300万吨煤矿，配套建设相同
规模洗煤厂

2013-
2023

519500

井巷工程完成巷道掘进4200米；地
面工程完成综采设备中转库、区队
材料库、办公楼、职工食堂装饰、
浴室灯房及任务交代室联建等

392600 100000
计划2023年6月全面完成矿井建
设，开始试运营；建设洗煤厂一座

崇信县
能源中心

陈浩文 平凉市 是

7

华电凉州区九墩滩5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
（2110-620600-04-
01-868991）

建设装机规模50万千瓦光伏电站1座，
配套建设75MW/300MWh电化学储能项目
、升压站1座、综合楼1座及送出线路

2022-
2023

273240
完成场平7668亩，打桩33兆瓦，安
装支架18兆瓦、组件10兆瓦，订购
部分组件、支架、逆变器等设备

120000 153240 建成并网发电
甘肃武威华电
福新发电有限

公司
任海光 武威市 是

8

陇东特高压工程配套
新能源华能庆阳风光
综合新能源示范项目
二批风光项目

项目总装机容量277.38万千瓦（风电
223.38万千瓦，光伏54万千瓦）。分为
六个风光项目，每个项目配套建设一座
330升压站，项目位于环县北部和西部

2022-
2024

1470000
二批六个风光项目总容量277.38万
千瓦，于2022年8月核准，正在开展
基础土建及进场道路施工

11300 100000
完成D1、D2、E1、F1、E2、F2项目
升压站及风机基础浇筑

华能陇东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白小元 庆阳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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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嘉峪关索通清能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770MW
光伏发电项目
（2204-620200-04-
01-196260）

光伏发电总装机规模770兆瓦，主要包
括光伏发电基础建设，光伏支架组件安
装、汇流设备、逆变设备相关基础设施
等，配置储能设施规模为总装机规模的
20%

2022-
2023

360000

完成65%光伏支架基础。完成进监控
中心道路工程量的38%，完成升压站
道路工程量的30%，完成升压站围墙
工程量的69%,线路基坑完成57.3%，
基础浇制完成66%、基础浇制47基，
完成62.6%

280000 80000 建成并网
嘉峪关索通清
能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程  超 嘉峪关市 是

10

华电环县毛井风电场
增建300MW光伏项目
2109-62000-60-01-
115657

300MW光伏组件铺设、330kV升压站扩建
、集电线路、检修道路

2022-
2023

139000
完成100MW光伏电池板铺设和部分道
路、集电线路建设

80000 59000 建成并网发电 华电甘肃公司 刘  和 庆阳市 是

11
中部750千伏电网加
强工程

1.兰临750千伏新建变电站工程，新建
2100兆伏安主变压器2台，750千伏出线
终期规模10回，本期出线4回，330千伏
出线终期规模18回，本期出线8回。线
路工程新建4.331公里，新建铁塔19
基，官东Ⅱ线143公里。
2.兰州（临洮）750千伏变电站330千伏
送出工程包含：茨滩330千伏变电站间
隔扩建工程、彭家坪330千伏变电站间
隔扩建工程；330千伏刘开~临洮双回线
路π入兰临750千伏变330千伏线路工程
、330千伏彭家坪~中心二回线π入兰临
750千伏变330千伏线路工程、兰临750
千伏变~茨滩330千伏变330千伏线路工
程、兰临750千伏变~彭家坪330千伏变
一回330千伏线路工程及兰临750千伏变
电站330千伏送出通信工程，线路总长
度184.4公里。
2.青海郭隆至甘肃武胜第三回750千伏
线路工程（甘肃段）：自青海郭隆750
千伏变电站出线，至甘肃武胜750千伏
变电站，采用单回路架设，甘肃段线路
长度67.95千米。2）武胜750千伏变电
站扩建工程本期扩建1回750k出线至郭
隆变，出线侧装设1组300Mvar高压并联
电抗器

2021-
2024

130155

1.兰临工程：三通一平完成100%，
本体工程完成85%。其中电气施工：
330千伏配电装置区软母线、主变及
66千伏区、750千伏区配电装置区一
次设备安装完成100%，全站电缆敷
设完成100%，一次设备交接试验
80%，特殊试验60%，二次调试完成
50%。土建施工：全站电缆沟、挡土
墙、主变防火墙、1、2号消防蓄水
池、道路基层、建筑物装饰装修、
主变油池壁及消防支架基础、围墙
、全站防雷接地、排水、消防管道
设备支架全部完成。
2.兰临送出工程：新建线路基础完
成366基（95.6%），组立320基
（83.6%），架线43.32公里
（23.5%）。
3.武郭工程：已竣工投产

83067 47088
兰临工程2023年6月底完工、兰临
送出工程2023年12月底完工

国网甘肃省
电力公司

叶  军
国网甘肃省
电力公司

是

12

三峡能源武威20万千
瓦光伏治沙项目
(2110-620602-04-
01-861162)

建设20万千瓦光伏电站1座，配套330千
伏升压站、送出线路及治沙工程等

2022-
2023

98000

完成场平5000亩，打桩107兆瓦，安
装支架100兆瓦、组件45兆瓦，升压
站主控楼35千伏配电室主体工程，
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53000 45000 建成并网发电
三峡新能源
（武威）发电

公司
李卫刚 武威市 否

13

远景武威民勤30万千
瓦风电项目（2112-
620600-04-01-
570177）

建设装机容量30万千瓦风力发电厂、
330千伏升压站1座及其配套输出电线路
工程等

2022-
2023

194440
修建进场道路60公里，完成风机平
台30个，开挖基坑22个，订购部分
设备

151260 43180 建成并网发电
甘肃远景能源
有限公司

方  翛 武威市 是

14

杭泰新能源20万千瓦
光伏治沙项目
(2110-620602-04-
01-125237)

建设装机容量为20万千瓦太阳能光伏治
沙发电站，配套建设升压站、储能等

2022-
2023

98000
完成场平4961亩，打桩135兆瓦，安
装支架115兆瓦、组件1.2兆瓦

65000 33000 建成并网发电
凉州区杭泰新
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常国鹏 武威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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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定西中建材光电材料
有限公司集中式风光
发电建设项目

安定区新建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的集中
式光伏电站，陇西县福星镇新建总装机
容量10万千瓦风电场

2022-
2023

105000 已开工建设 80500 20000 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甘肃江能陇电
新能源公司

定西市 是

16
新庄800万吨/年矿井
及选煤厂项目

建设800万吨/年矿井，配套建设选煤厂
2010-
2025

1836231
完成矿建一期、二期工程，正在推
进矿建三期工程

1270000 90000

加快推进矿建三期工程巷道掘进，
完成副井场区综合管网、地面辅助
厂房、盘区水泵房、地面制冷站、
井下降温硐室、黄泥灌浆站设备安
装等建设任务

庆阳新庄煤业
有限公司

徐元强 庆阳市 是

17
酒泉市肃北县天宝煤
业红沙梁300万吨/年
红沙梁矿井煤矿项目

国家能源局项目核准红沙梁矿井
2.4Mt/a，服务年限51.9a,建设同等规
模的选煤厂（300万吨/年扩大建设规模
前期手续正在办理）

2022-
2025

309346

三条井筒已于2022年10月开工建
设，地面行政生活区、选煤厂原煤
仓、产品仓、矸石仓已开工，正在
进行基础施工

11280 47500

三条井筒到底，井底车场、巷道及
硐室，大巷及主要进回风巷、通风
系统、供电系统、排水、供热系统
及地面基础设施陆续开工建设，地
面供电系统以及供水供热建成，选
煤厂土建工程完成主体建设，设备
进入安装阶段

窑街煤电集团
酒泉天宝煤业
有限公司

白文秀 酒泉市 否

18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
（中卫—吉安）甘肃
段工程

新建管道长度161公里
2022-
2024

200000 完成管道敷设70公里 80000 90000 完成管道敷设91公里
国家管网集团
建设项目管理

分公司
李波 油气处 是

19

西气东输四线（吐鲁
番—中卫）甘肃段工
程（2019-000052-
57-02-000799）

新建管道长度1070公里
2022-
2024

1360000 完成管道敷设300公里 400000 500000 完成管道敷设700公里
国家管网集团
建设项目管理

分公司
李波 油气处 是

20

古浪至河口天然气联
络管道工程
（2204-620000-04-
01-903470）

新建管道长度188公里
2022-
2023

250000 已完成管道敷设80公里 90000 100000 建成投运
国家管网集团
甘肃省天然气
管网有限公司

聂玉江 油气处 是

21
礼县固城200兆瓦风
力发电建设项目

总装机规模200兆瓦
2022-
2024

130000
已完成规划选址、审批及环评手
续，完成部分征地

200 62000

新建50台4.0兆瓦风力发电机组，
110千伏升压站一座（含30兆瓦/60
兆瓦时储能设施），　110千伏外
输线路（240导线、双分裂）电源
侧至长道变至晒金总计60公里，场
区巡检道路53公里

陇南市礼县发
展改革局

田新明 陇南市 否

22
肃南皇城抽水蓄能电
站

新建装机140万千瓦时抽水蓄能水电站
及配套设施

2022-
2029

1130170
已完成项目核准，正在编制可研报
告及防洪评价、水资源论证、使用
林地规划等相关专题报告

10000 50000
完成部分连接洞、排洪洞、交通洞
、通风兼安全洞、输水隧洞施工支
洞开挖及其他相关附属设施建设

中电建肃南抽
水蓄能有限公

司
杨东曜 张掖市 是

23
甘肃张掖抽水蓄能电
站

新建装机140万千瓦时抽水蓄能水电站
及配套设施

2022-
2030

962590
已完成项目核准，正在编制可研报
告及防洪评价、水资源论证、使用
林地规划等相关专题报告

10000 50000
完成部分连接洞、排洪洞、交通洞
、通风兼安全洞、输水隧洞施工支
洞开挖及其他相关附属设施建设

长电新能（张
掖）能源有限

公司
闫  坤 张掖市 是

13009808 2224323（五）产业转型升级及科技创新项目（3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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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肃海亮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
高性能铜箔材料项目
(2111-621500-04-
01-212272)

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主要建设年产5
万吨高性能铜箔材料生产车间、办公大
楼、检测中心等辅助配套设施；二期主
要建设年产5万吨高性能铜箔材料生产
车间及成品仓库；三期主要建设年产5
万吨铜箔材料生产装置

2021-
2025

890000
已建成1.25万吨产能；项目二期正
在进行基础施工

250000 200000
项目一期整体建成投产，实现5万
吨产能；同步进行项目二期工程建
设

甘肃海亮新能
源材料有限公

司
陈  东 兰州新区 是

2

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
司“硫-磷-铁-钛-锂
”绿色循环产业及配
套项目

建设一条年产30万吨钛白粉成品生产线
及附属工程；建设年产50万吨水溶性磷
酸一铵（水溶肥）生产线及附属工程；
建设年产50万吨磷酸铁锂生产线及附属
工程；建设2×59MW抽背式汽轮发电机
组和2×440t/h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
锅炉及附属配套设施

2021-
2025

1553019

钛白粉成品项目、水溶性磷酸一铵
项目、磷酸铁锂目正在进行厂房主
体建设，配套热源项目正在进行前
期评价、征地及设计工作

197280 160000
完成主体厂房建设，部分设备采购
及安装

甘肃东方钛业
有限公司

肖成虎 白银市 是

3
甘肃宝丰新材料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多晶硅
上下游协同项目

主要建设5万吨/年多晶硅、2.5GW/年拉
晶、2.5GW/年切片、2.5GW/年电池、
2.5GW/年组件

2022-
2026

570000

目前已开工建设46个单体装置。具
体进度为：机柜间A、B、C、区域变
电所D、A、B、危化品库、备品备件
库主体浇筑完成，建筑垃圾清理完
成；还原A、B、分析实验室、区域
变电所C等浇筑完成，正在浇筑二层
框架；硅粉库、废渣棚基础施工完
成

300000 150000
完成5万吨/年多晶硅、2.5GW/年拉
晶、2.5GW/年切片建设；配套升压
站、电力线路

甘肃宝丰新材
料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陈亮亮 酒泉市 是

4

兰州东金硅业有限公
司有机硅一体化项目
( 2111-621500-04-
01-505434)

项目位于兰州新区化工园区西区，总用
地面积800亩，主要建设40万吨/年金属
硅产品生产装置及附属配套设施，包括
32×33MVA电炉生产系统及配套的余热
发电系统、高纯硅粉制备系统、原料系
统、 脱硫脱 硝除尘环保系统、给排水
设施、供配电设施、机修、检化验及办
公生活设施等

2022-
2025

700000
完成围墙砌筑，厂区强夯，各单体
基础施工，开始钢结构安装

40000 120000
一期电炉生产系统及余热发电系统
、高纯硅粉制备系统、环保系统等
全部建成，9月上旬达到生产条件

兰州东金硅业
有限公司

高世功 兰州新区 是

5

靖远煤电清洁高效气
化气综合利用（搬
迁）改造项目
（2019-620404-25-
03-011907）

建设2台粉煤气化装置，形成年产合成
氨2×30万吨、甲醇10万吨、尿素2×35
万吨、2.16亿立方米外送合成气、尿素
硝铵溶液5万吨产能

2021-
2025

542500

铁路专用线已建成投运，生产性用
房、食堂浴室、消防及气防站等结
构已封顶；气化EPC单元主框架钢结
构开始吊装；1#、2#筒仓完成漏斗
浇筑;尿素造粒塔等土建工程已完成
基坑开挖

150000 120000 一期工程建成试运行
靖远煤业集团
刘化化工有限

公司
张建刚 白银市 是

6

兰州宏彬20万吨/年
负极材料项目(2203-
621500-04-01-
264496)

该项目位于兰州新区秦川园区，总占地
约2000亩主要建设办公楼、生产车间、
仓库以及厂区道路、员工宿舍等配套设
施。项目分三期实施：一期计划规模5
万吨石墨化项目；二期计划规模10万吨
负极材料（含5万吨石墨化项目）；三
期计划规模10万吨负极材料（含10万吨
石墨化项目）

2022-
2025

525700

项目一期建设规模5万吨石墨化项目
各单体施工完成，设备基本安装完
成，一期厂区道路、管道、电仪安
装完成

150000 120000

一期建设规模10万吨负极材料项目
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厂区道
路、管道、电仪安装完成并投用；
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投用；设
备、管道、电仪等项目的安装、调
试，并实现试生产。二期建设规模
10万吨负极材料项目施工完成
85%，设备安装完成70%

兰州宏彬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

司
庞永江 兰州新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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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
司金川铜冶炼工艺技
术提升及30Kt/a新能
源电子材料铜箔项目

1.新建年产30万吨铜阳极板的铜火法生
产系统，配套建设烟气制酸、余热发电
、制氧、渣选等附属系统；2.新建铜箔
联合厂房、水处理厂房、危废库、原材
料库、机修车间、木箱车间及室外辅助
配套设施购置各类设备约2444台（套）
等

2022-
2024

756900

铜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目完成精矿
配料厂房框架吊装，酸库、熔炼厂
房等进行基础浇筑；铜箔项目完成
主厂房封闭，开始厂房精装及设备
安装

85000 100000

铜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目建成精矿
配料厂房，熔炼、制酸、渣选等子
项完成土建施工，开始设备安装；
铜箔项目建成投产一期1万吨铜箔
生产线

金川集团铜业
有限公司

雷国强 金昌市 是

8

兰州格瑞芬年产12万
吨负极材料（含15万
吨石墨化加工）、3
万吨碳纳米管浆料、
5000吨碳纳米管粉体
生产项目(2204-
621500-04-01-
727645)

该项目位于兰州新区秦川园区，总占地
约2000亩主要建设办公楼、生产车间、
仓库以及厂区道路、员工宿舍等配套设
施。项目分三期实施：一期计划规模5
万吨石墨化项目；二期计划规模10万吨
负极材料（含5万吨石墨化项目）；三
期计划规模10万吨负极材料（含10万吨
石墨化项目）

2022-
2025

600000
目前一期石墨化车间桩基施工已完
成100%,主体钢结构施工已完成
70%，330KV变电站已完成60%工程量

70000 100000

碳化车间、粗破车间、粉碎车间、
造粒车间、宿舍、食堂、中试车间
、辅料车间、成品仓库、配料车间
、研发楼建成投产

兰州格瑞芬碳
材料有限公司

杨  庆 兰州新区 否

9

兰州宝航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10万吨负极
材料项目(2112-
621500-04-01-
949328)

项目位于兰州新区秦川园区，总占地约
756亩，分两期建设10万吨负极材料，
10万吨石墨化装置，其中一期建设5万
吨负极材料、10万吨石墨化装置，二期
建设5万吨负极材料装置

2021-
2026

410122

完成石墨化及负极区域主厂房封
闭，办公楼、运营楼、110变电站、
空氮站、清循环水、浊循环水、烟
气脱硫等公辅设施建设，1/2号石墨
化整体可投入热试阶段，1号焙烧局
部具备试车条件，负极LZ1线完成设
备安装调试

100000 80000
项目一期投产试运行阶段，二期正
在进行准备工作

兰州宝航新能
源材料有限公

司
蔡伏明 兰州新区 是

10
寰泰工业（瓜州）有
限公司储能全产业链
项目

建设年产9万立方米电解液生产、研发
、租赁基地和年产300MW钒电池储能装
备生产项目，新建10万千瓦风电和
10MW/50MWh、100MW/500MWh全钒液流储
能电站项目并配套建设送出线路工程

2022-
2024

300000

储能电池项目已开工，储能电站已
备案，风电项目稳评已完成，土地
手续已提交市能源局。其他项目正
在办理前期手续

60000

完成年产9万立方米电解液生产、
研发、租赁基地和年产300MW钒电
池储能装备生产的建设，以10万千
瓦风电的建设

寰泰工业（瓜
州）有限公司

马诗均 酒泉市 否

11

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10万吨锂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项目
（2111-620523-04-
01-931322）

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包
含磨粉、造粒、预碳化、石墨化、包覆
/碳化、成品线工序；项目总用地面积
980.26亩

2022-
2024

250000
完成厂房建设和设备采购招标工
作，完成一期土建部分、厂房建
设，设备已到场，安装与调试中

100000 60000
完成整个厂区建设，同时生产线达
到正常运行状态

杰瑞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蔡孝井 天水市 是

12

碳钢薄板厂产品结构
优化升级—热轧酸洗
板（2.5-6.0mm）镀
锌铝镁项目（2108-
620200-07-01-
142715）

利用现有的酸再生产线及磨床线建设一
条产能45万吨热轧酸洗板（厚度1.5-
6.0mm）镀锌铝镁生产线。主要设备包
括开卷机、焊机、活套、酸洗、平整、
退火炉、锌锅、冷却塔、光整拉矫、钝
化辊涂设备、活套、涂油机、卷取机
等，配套建设厂房及其公辅设施

2021-
2023

78990

完成初步设计、场地平整、立项备
案、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登记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实验室改造
施工完成40%，完成出口段、成品库
主厂房钢结构安装；完成主厂房及
设备基础施工图设计

25000 53990 建成投运
甘肃酒钢集团
宏兴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张正展 嘉峪关市 是

13

陇南市雄伟万利新材
料有限公司循环生态
新材料项目（2106-
621222-04-05-
388801）

一期年产35万吨微碳微钛高纯硅铁(特
种合金),新建8×40500kVA矮烟罩，半
封闭矿热炉,配套40兆瓦凝汽式汽轮余
热发电机

2022-
2024

210000

生产区围墙土建已完，成桩基工程
已完成工程总量的85%，220kV变电
站主控楼已完成地基基础和第一层
楼的浇筑，主变压器、防火墙和支
架承台的浇筑已完成，3#-4#主厂房
已完成承台基础的浇筑，发电厂基
坑已开挖

50000 50000

3月前完成钢结构安装和设备安装
调试，争取4台矿热炉在3月底建成
投产；剩余的4台矿热炉待能耗指
标和建设用地落实后开工建设

陇南市雄伟万
利新材料有限

公司
熊光义 陇南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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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储运部嘉东料场绿色
智能化改造项目
（2109-620200-07-
02-827928）

在嘉东料场建设2座C型动力煤料场、1
座C型精矿料场、1座B型混匀料场、11
个焦煤筒仓、13个原矿筒仓、高炉喷煤
及热力站保供系统，配套建设智能料场
系统、胶带机运输系统、汽车受料系统
、电气、给排水、消防、安全等辅助设
施，以及相应的拆迁和还建内容

2021-
2024

190000
完成1#C型料场和高炉喷煤及热力站
保供系统建设，原矿筒仓完成50%工
程量

85000 40000
完成2#C型动力煤料场、原矿筒仓
及焦煤筒仓建设；混匀料场和3#C
型料场土建工程完成40%

甘肃酒钢集团
宏兴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张正展 嘉峪关市 是

15

中国生物西北（兰
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医美产业化基地项目
（2105-620124-04-
01-165867）

项目位于高新区定连园区,占地约293
亩，总建筑面积13.4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肉毒毒素生产大楼、胶原蛋白生产
大楼、科研中试大楼、仓储中心、办公
综合大楼、质检车间、动物检定试验车
间、食堂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2022-
2024

225500
场地临水临电已通，围挡已完成；
正在办理施工许可证

20000 35000 部分单体建筑封顶并完成二次结构
兰州生物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吴  强 兰州市 是

16

中国生物兰州科技健
康产业园血液制品生
产基地项目
(2020-620124-27-
03-027741)

项目位于高新区定连园区，占地约174
亩，主要建设血液制品生产车间，同时
配套建设质检车间、高架库房、污水处
理站、动力中心、危化品库、乙醇回收
站及罐区

2022-
2026

136700 完成主车间厂房的基础工程施工 12915 35000
实现车间厂房主体封顶，并完成二
次结构施工

国药集团兰州
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史志敬 兰州市 是

17
金川集团公司
100kt/a三元前驱体
项目二期工程

建设100kt/a三元前驱体项目二期工程
2022-
2024

179400
第一阶段8000t挖潜改造及返溶工序
进行设备安装，预计年底建成投产

45000 38000
建成第二阶段3万吨三元前驱体生
产线

金川集团兰州
金川新材料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朱兵兵 金昌市 是

18
酒泉经开区欧昊高效
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及
组件生产项目

新建年产高效异质结电池4.8GW及组件
1.2GW生产线以及车间、原副料库房、
研发、办公、住宿等配套设施

2022-
2025

250000

1号、2号厂房已完成屋顶彩钢板安
装，3号厂房正在吊装钢结构，办公
楼、宿舍楼、研发中心、动力站已
封顶，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

16476 35000 一期项目完成建设并投入生产
欧昊新能源电
力（甘肃）
有限责任公司

兴仁宝 酒泉市 是

19
酒泉经开区日月重工
大型风电铸件制造项
目

建设年产20万吨大型铸造及精加工生产
线以及生产车间、原副料库房、研发、
办公、住宿以及供应链等配套设施

2022-
2023

150000
3栋厂房已完成彩钢板安装，办公楼
正在进行主体建设，生产设备已完
成选型及订购

17396 35000 一期项目完成建设并投入生产 韩  松 酒泉市 否

20

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
有限公司20万吨锂电
池高端负极材料及配
套项目（2204-
620200-04-01-
813448）

建设负极材料20万吨/年、超高功率石
墨化电极3万吨/年、石墨化阴极4万吨/
年、冷捣糊1万吨/年、坩埚100万个/年
、箱板10万吨/年、特碳3320吨/年、碳
/碳复合材料200吨/年、SIC材料85000
片/年、再生铝10万吨/年等产品配套设
施

2022-
2025

783700

石墨化车间土建基础及钢结构安装
、车间烟气净化脱硫塔，钢筋模板
砼等全部完成；石墨化热水提升泵
站主体封顶

20000 30000
包括负极材料20万吨/年、超高功
率石墨化电极3万吨/年等内容

甘肃索通盛源
碳材料有限公

司
朱世发 嘉峪关市 否

21

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
公司4万吨/年高档电
解铜箔建设项目（三
期）2110-621500-
04-01-213452

项目位于兰州新区中川园区，总占地约
166亩，建设4万吨/年高档电解铜箔生
产线，主要建设1栋生产厂房、1栋智能
立体仓库、1栋辅材仓库、1栋铜杆加工
厂房及其它辅助配套设施

2021-
2023

129400 土建工程基本完工 99400 30000 建成投产
甘肃德福新材
料有限公司

张  涛 兰州新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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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
司奇正藏药医药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占地510亩，主要建设检测中心综
合大楼、生产车间、生产附属建筑设施
、职工宿舍

2020-
2023

119900

1、2号宿舍楼内装修完成20%，综合
楼主体完工，口服与前处理车间净
化安装完成90%，外用车间主体完成
60%，综合仓库主体完成40%

49886 30000
建成检测中心综合大楼、生产车间
、生产附属建筑设施、职工宿舍

临洮县工信局 定西市 是

23
甘肃应龙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化学农药原药
中间体项目

主要建设①年产8000吨芳基肼项目；②
年产25000吨专用腈项目；③年产10000
吨化工中间体项目；④年产6080吨化学
农药原药生产车间及装置；⑤配套安全
、环保、物料、仓储、公用工程等设施

2022-
2024

80000
正在进行围墙建设和平整场地，部
分设备已订购

7500 30000
围墙、门卫、厂区道路、办公楼、
仓库、3个丙类车间、4个甲类车间

甘肃应龙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徐晓茹 白银市 是

24

金昌鑫磊鑫半导体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1GW
钙钛矿薄膜光伏组件
生产基地

建设年产1GW钙钛矿薄膜光伏组件生产
基地

2022-
2024

103600 4栋厂房基础已完成，计划进行钢结构搭建工作；办公楼、宿舍楼基槽开挖已完成，计划进行浇筑施工工作。10000 25000
完成四栋厂房和办公楼、宿舍楼主
体建设，并订购安装部分设备

金昌鑫磊鑫半
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
陈  琛 金昌市 否

25

酒钢集团本部1#2#焦
炉优化升级建设项目
（2020-6200-31-03-
031194）

新建1组2座7m复热式顶装焦炉、1座
200t/h干熄焦装置、1套10万m3/h焦炉
煤气净化装置，配套建设公辅设施，废
钢料场拆迁还建等

2021-
2023

247000
第一座焦炉计划2022年11月30日出
焦，第二座焦炉开始烘炉

225000 22000 2023年4月30日，项目竣工
甘肃酒钢集团
宏兴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张正展 嘉峪关市 是

26

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
园（二期）项目
(2019-621500-72-
03-004130)

项目位于兰州新区黄河大道以南，昆仑
山大道以东，中国移动丝绸之路西北大
数据产业园以西，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
园以北区域。总占地面积约118亩，总
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拟建办公楼、
孵化器、IDC机房、110变电站及部分配
套设施

2021-
2023

188000

1.3#数据机房：外立面保温、装修
完成100%；
2.4#数据机房：外立面保温、装修
完成100%，地面环氧涂料完成80%、
天棚防尘涂料完成95%；
3.5-2#楼砌体完成90%；
4.4#机房楼机电工程：五层电力模
块安装完成100%；电缆、桥架安装
完成100%

167000 21000
完成项目建设工作，并达到交付使
用条件

兰州新区科技
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

杨  硕 兰州新区 是

27

甘肃省礼县李坝
10000t/d采选工程
（2019-621226-09-
02-001389）

李坝矿区采选系统建设
2019-
2025

100414
新建1座4000t/d选矿厂，扩建菜子
沟尾矿库，建设完成10000t/d采矿
系统

50000 21000

建设完成菜子沟尾矿库排洪系统并
实施模袋法筑坝，引进矿山安全在
线监测设备、淘汰落后设备，开展
矿山恢复治理等

陇南市礼县工
信局

魏天翔 陇南市 否

28

甘肃康视丽隐形眼镜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106-620402-04-01-
119186

总建筑面积23.5万平方米，分三期完成
。一期项目：一期项目投资5.3亿元，
新建2号、3号、5号、6号生产厂房，8
号、26号仓储及附属用房，建筑面积
71000平方米，新建模具生产线、彩色
隐形眼镜生产线，护理液全自动生产线
等。二期项目：总投资2.7亿元。新建
隐形眼镜生产线、洗眼液及滴眼液生产
线；新建产品研发中心等；三期项目：
总投资2亿元。新建隐形眼镜生产线、
电子商务中心、国际合作事务中心、院
士专家工作站及专家公寓楼、职工公寓
楼等

2022-
2025

100000

已完成备案、土地、规划施工许可
证等手续，正在办理施工许可证。
工程方面已完成2#车间基础；5#车
间钢结构安装完成40%；3#车间完成
5层主体；6#、8#车间内部装修已完
成90%，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29000 35000

完成8#楼生产车间仓储、6号生产
厂房建设并投入使用，3#生产大楼
主体工程，2#、5#生产厂房开工建
设

甘肃康视丽隐
形眼镜有限公

司
唐顺初 白银市 是

29

金徽新科石灰岩矿深
加工项目（2111-
621227-01-01-
679637）

建设年产20万吨环保纳米高分子新材料
石塑包装生产线1条，年产15万吨氧化
钙生产线1条，200万吨砂石骨料线1条

2022-
2025

150000
采矿能力已达到129万吨/年，砂石
骨料和石灰生产线已建成投产

35000 20000
完成地质勘查，开展重质碳酸钙和
石塑包装生产线基础建设

甘肃金徽
新科材料
有限公司

张东旭 陇南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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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兰州新区城市矿产与
表面处理产业园基础
设施（一期）(2106-
621500-04-01-
611684)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场地平整、配套建
设6条道路、给水管道、中水管道、雨
水管道、电力电缆、电信电缆、供热管
道、燃气管道等，配套建设标准化厂房
97779平方米，配套建设日处理5000吨
废水预处理设施

2021-
2024

120654 73859 20000
完成废水预处理设施的土建及1#标
准化厂房土建施工

兰州新区城市
矿产循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张金成 兰州新区 是

31
甘肃旭盛G6(兼容
G5.5)-OLED载板项目

OLED载板玻璃项目生产线以及辅助生产
设施、动力设施、环保设施、消防设施
等配套工程。项目新增生产设备338台/
套，新建生产厂房、原材料库、综合动
力站、锅炉房、水站、废水处理站、门
卫、管廊、各类气站等共计建筑面积
85379.08㎡

2020-
2023

500433

建筑物及构筑物基础和主体结构施
工完成，装饰装修完成，配套区建
筑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一线
设备安装完成，二线设备正在安
装，绿化施工和道路工程尚未完
成，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着手准备
竣工验收工作

190000 10000 完成收尾工程工作
甘肃旭盛显示
科技有限公司

李俊生 天水市 是

32

甘肃省科学院高技术
产业园(2018-
620124-75-03-
016419)

项目位于高新区定连园区,总占地面积
195亩，总建筑面积20.4万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17.98万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2.4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创新
孵化大厦、中试车间、纳米粉体生产车
间、中控室及综合配套设施

2021-
2025

117000

孵化大厦D、E段主体砼浇筑，门庭
基础砼浇筑完成。九至十二层砌体
完成70%；中试车间一窗框安装完
成，21-29/A-N轴檩条吊装完成；中
试车间二A-二F二至六层砌体完成
95%，二E地沟盖板绑扎完成50%

41953 10000

1.创新孵化大厦：砌体工程、砌体
抹灰、外墙保温、主楼外墙真石漆
、门窗工程全部完成；2.连廊一至
连廊六工程全部完成；3.室外管道
检查井完成；4.中试车间一、中试
车间二、倒班宿舍剩余工程全部完
成

甘肃科院高技
术产业园有限

公司
马贞荣 兰州市 是

33

兰州国家生物产业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三
期）项目
（2020-620124-73-
01-014341）

项目位于高新区定连园区，总用地面积
约为202721.70㎡（约合304亩），总建
筑面积328888.90㎡，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302680.70 ㎡，地下建筑面积
26208.20㎡，停车位656个（其中地上
停车位180个、地下停车位476个）。主
要建设内容：24栋多层中试厂房（甲类
厂房、丙类厂房）、1栋研发检测中心
、动力中心、污水处理站、2栋附属配
套用房以及生产配套服务用房和设备购
置

2022-
2027

192000

已完成办公与生活配套区宿舍楼A楼
及生产区10#、13#、17#厂房一层结
构，9#、11#厂房二层结构施工；
12#厂房地下一层结构、15#、16##
厂房基础梁及地坪正在施工

40000 20000
东地块全面有序开工，项目主体工
程计划完成40%

兰州高科产业

园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王正龙 兰州市

34

中国能建甘肃庆阳“
东数西算”源网荷储
一体化智慧零碳大数
据产业园示范项目
（2201-621002-04-
04-571977）

占地110亩，布设2.4万个2.5KW标准机
柜，设计总功率为60000KW

2022-
2025

550000
完成可研批复正在编制初设、施工
图、能评、环评等

4000 200000
完成土建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具
备服务器安装条件

中能建绿色数
字科技（庆
阳）有限公司

句 赫 庆阳市 否

35

金山云一体化算力调
度平台项目
（2203-621002-04-
01-623083）

建成一体化算力调度平台，构建东数西
算算力资源池，建设庆阳云节点、算力
调度资源池（各类算力设备14195台）
、算力调度平台以及场景

2022-
2024

159586
完成1000-1600台算力设备上架，完
成算力调度平台基本演示系统开发

29013 53653
完成3000台以上算力设备上架，金
山云西北云节点正式上线运行，算
力调度平台基本实现上线运行

金山云（庆
阳）数据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田开颜 庆阳市 否

36

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甘肃·庆阳）“东
数西算”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2207-621000-04-
04-839304）

园区规划面积17766亩，先期进行数字
产业科研示范区（启动区）土地平整、
道路、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2022-
2028

772000 完成部分子项目招投标 1000 30000

完成横一路、纵二路北段工程建
设，开展园区启动区管沟、供气、
供水、供暖、网络、给排水工程施
工

庆阳云创智慧
大数据有限公

司
栗子文 庆阳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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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秦淮数据零碳数据中
心产业基地
2203-621002-04-01-
858445

占地300亩；分为4期。 其中：一期计
划建成约3800个8KW机柜，主要包括一
栋数据机房楼，一栋动力楼及相应附属
设施

2022-
2025

77290
完成土地招拍挂、正在编制可研报
告

4640 24680
一期土建工程完工，一期一阶段
1300个机柜投产

庆阳秦淮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

吕海涛 庆阳市 否

3256296 774123

1
漳县异地农民安置保
障项目

对危房、地质灾害等存在潜在风险农户
进行异地安置，保障基本居住需求，配
套建设幼儿园、管网等附属设施

2022-
2024

274772 已开工建设 160000
项目B区14幢楼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并交工验收，A区15幢楼陆续开工
建设并完成20%工程量

定西水投清源
置业有限公司

定西市 否

2

甘肃省为民实事共有
产权住房项目
（2109-620100-04-
01-603495）

项目位于城关区雁滩片区东部聚金雅苑
东侧，总用地面积260.82亩，总建筑面
积63.4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42.64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0.8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27
栋高层住宅楼、配套公共服务用房及商
业裙房、2座幼儿园、地下车库、设备
用房、人防地下室及室外公共配套附属
工程等

2022-
2025

422600
部分楼栋达到二十层，部分楼栋完
成封顶

130000 110000
25栋住宅全部完成封顶，水暖全部
安装完成

兰州路域产业
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魏少春 兰州市 是

3
甘南州生态文明小康
村建设项目

建设1430个生态文明小康村，提升完善
村内基础设施、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推进“厕所革命”，培育
生态主导产业

2022-
2025

521700 完成总工程量的26% 135000 100000 完成当年工程量的100%
甘南州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王辉生 甘南州 是

4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甘肃医院一期项目
(2109-620000-04-
01-635253)

项目主要建设包括一栋门诊医技病房楼
、一栋放疗中心与核医学楼（放疗中心
功能布置于地下室）、一栋发热门诊楼
、一栋学术交流中心以及连接各栋建筑
物的连廊；地下建筑面积7.7万平方
米，主要包括放疗中心等医疗用房、便
民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停车库与人防
设施

2022-
2024

227000
土方、基坑支护完成；总包一、二
标段现场临舍搭建完毕，井桩施工
完成

45000 85000 主体建设封顶
甘肃省肿瘤医

院
郝  明 省卫生健康委 是

5

庆阳市区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
2201-621000-04-01-
958240

占地531亩，总建筑面积711014平方
米，其中：新建12层住宅75幢，面积
457178平方米，共计6648套；2层商业
19幢，商业及公共配套建筑面积41417
平方米；12班制幼儿园4890.7平方米；
地下机动车库207527.4平方米，车位
5038个

2022-
2024

448000 主体工程达到正负零 10000 50000 完成一期工程部分主体 庆阳浩通置业 孙耀宗 庆阳市 是

6

兰州新区绿色化工
（棚改）安置房项目
2020-620100-47-01-
000011

项目位于兰州新区秦川园区小横路社
区，总用地面积560.774亩，总建筑面
积98万平米，主要建设35栋住宅楼，配
套一栋服务中心，两所幼儿园，一所小
学，一所初级中学等

2020-
2025

447688

桩基施工完成89%，筏板施工全部完
成，主体结构施工完成55%，砌体施
工完成8%，窗框安装完成7%，中、
小学完工

155000 50000
主要建设35栋住宅楼，配套一栋服
务中心，两所幼儿园，一所小学，
一所初级中学等

兰州新区城镇
开发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卫俊峰 兰州新区 是

（六）社会民生项目（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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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酒泉市人民医院迁建
项目

新建酒泉市人民医院总院，占地228
亩，总建筑面积240199.46平方米，建
设综合医疗区、传染病科综合大楼、专
家及单身公寓和后勤服务区等

2021-
2023

137977

门诊医技楼基础、地下室主体结构
、钢结构全部完成，门诊医技楼首
层至五层主体结构全部完成；门诊1
一、二、三、四屋面层砌体完成，
屋面完成80%，门诊2首层至屋面层
砌体完成，屋面完成80%，门诊3一
、二、三、五层砌体完成，门诊3四
层屋面面层完成，五层屋面完成80%

80000 50000 全部竣工，投入使用
酒泉市
人民医院

冯鲜妮 酒泉市 是

8

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异
地新建项目
（2018-620124-83-
01-015401）

项目位于高新区雁滩园区，总规划用地
面积为4.8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1.7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6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06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综合保健楼、污水处理站及
垃圾站房、液氧站和门卫房、机动车停
车位8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1147个，
设置床位800张

2021-
2023

142000

完成综合保健楼门诊楼地上三层，
病房楼部分地上十四层主体施工及
相应的消防、通风、给排水专业预
埋工作

107000 35000
内外装修完成100%，外立面完成
100%，并竣工验收

兰州市妇幼保
健院

杨言军 兰州市 是

9
兰州大学“双一流”
建设支撑项目（三
期）

总建筑面积：176993平方米。其中数理
核学组团118404 平方米，1-2号研究生
公寓46000平方米，南区生活中心11000
平方米，大气SACOL基站扩建1589平方
米；建设内容为教室、实验实习用房、
科研用房、地下车库、学生宿舍、学生
食堂、服务用房等

2022-
2025

114055

数理核学组团正在办理施工许可
证；1-2号研究生公寓基坑开挖完
成，主体结构二层完成；南区生活
中心主体结构二层完成；大气SACOL
基站扩建正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

4500 24000

数理核学组团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2号研究生公寓、南区生活中心
交付使用；大气SACOL基站扩建项
目交付使用

兰州大学 严纯华 兰州大学 是

10

甘肃省中医院西北区
域中医医疗中心
（2017-620103-83-
01-014949）

项目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路街道瓜
州路418号，总建筑面积8.44万平方
米，主要新建1幢中医医疗中心，设置
床位600床，配套建设室外管网、道路
、绿化等

2019-
2023

55000

1.裙楼钢结构封顶，主楼钢结构施
工至地上16层；2.二次结构、安装
工程随进度同步建设；3.配电室已
完成招标

34000 21000 竣工验收完成并投入使用 省中医院 张志明 省卫生健康委 是

11

兰州空港国际健康驿
站项目(2207-
621500-04-01-
891720)

项目位于兰州新区中川园区，由集中隔
离区、房舱医院、集中隔离区配套工程
三部分组成。其中集中隔离区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处置室、护士站、药房、脱衣
间、穿衣间、医废暂存间、废水处理系
统等，该区域满足2014人使用，购置设
备6042台件；方舱医院区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隔离楼、综合楼等。设置7栋永久
性单体；方舱医院区和集中隔离区配套
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方舱医院区
配套工程、集中隔离区配套工程及室外
工程

2022-
2024

128600

已完成可研批复、用地预审与项目
选址意见书、社会稳定性评价及环
境影响性评价报告编制，正在办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3100 20000 完成部分主体施工，部分投入使用
兰州新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

潘学明 兰州新区 否

12

兰州市榆中县第一人
民医院易地搬迁新建
项目
（2020-620123-84-
01-001544）

项目位于榆中县城关镇周前村，占地
132.61亩，总建筑面积11.98万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0.06万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1.9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门诊医技楼、综合病房楼、后勤动
力楼、感染性疾病科楼、行政科研楼、
地下室及照明、给排水等配套设施

2020-
2024

106000

项目主体工程、北门卫基础已完
成，抹灰完成92%，防火门安装完成
41%，玻璃幕墙窗框完成36%，外立
面幕墙整体完成39%，消防系统安装
完成46%，给排水完成51%，暖通管
道完成12%，科研楼车库模板安装完
成50%、主体结构完成90%

72000 20000
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室内外工程及
地面有关附属工程施工，约占总工
程量的85%

榆中城乡发展
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赵云刚 兰州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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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项目一期工程
（2101-620000-04-
01-911120）

主要建设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健康管
理中心，配套建设免疫规划疫苗冷库、
特种车辆库、应急物资储备库、污水处
理站以及室外三网、道路、场地硬化、
绿化等

2021-
2024

61404 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20000 20000
完成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完成室
外工程

省卫健委 孟  蕾 省卫生健康委 是

14
甘肃简牍博物馆建设
项目（2017-620000-
87-01-011731）

总建筑面积37987.75平米，主要包括办
公区、陈列区、藏品库区、文物修复区
、学术报告厅、影视厅、接待室、文创
展厅、观众互动厅、社教活动区、地下
车库等

2019-
2023

45000

已完成外立面装饰及屋面工程、室
内装饰及安装工程、室外工程及管
网建设等工作，基本完成土建工程
全部内容；基本完成二次装修、泛
光照明施工；按计划推进景观绿化
、智能化及安防工程

35877 9123
完成土建工程，完成二次装修和陈
列布展，新馆达到开馆要求。

甘肃简牍
博物馆

朱建军 省文物局 是

15
西北师范大学综合实
验训练中心与学生公
寓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111500平方米，主要为体育、
艺术类实训用房、学生公寓，配套建设
室外工程

2020-
2024

52400 主体封顶，正在砌体工程 28560 12000
完成砌体工程、管道安装工程和部
分装饰装修

西北师范大学 刘仲奎 省教育厅 是

16
　兰州大学“双一流
”建设支撑项目（二
期）

总建筑面积：119130平方米。其中人文
社科组团Ⅰ70323平方米，工程科学组
团Ⅰ48807平方米；建设内容为教室、
实验实习用房、科研用房、地下车库等

2021-
2023

72100

人文社科组团1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室内二次装修完成80%；工程科学组
团1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室内装饰装
修完成40%

64100 8000
人文社科组团1项目、工程科学组
团1项目交付使用

兰州大学 严纯华 兰州大学 是

1862600 111400

1

天水市乡村振兴南北
两山片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2020-
620500-48-01-
003379）

本项目路线全长115.78km，新建
96.86km，利用既有道路18.92km，分南
线、北线两段，其中：南线起自秦州区
韦家沟，止于麦积区柏林村，全长
63.73km；北线起自秦州区韦家沟，止
于麦积区柏林村（与南线终点相接），
全长52.05km

2022-
2028

1039500

截止2022年9月底，年度完成投资
1.88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3.24亿元
。路基工程完成完成挖方9.2万方，
填方7.8万方，抗滑桩32根；桥梁工
程完成300成桥米；隧道工程完成成
洞米

135890 60400
路基工程完成约5km，桥梁工程完
成约840成桥米，隧道工程完成约
2760成洞米

天水中铁弘兴
建设有限公司

陈在华 天水市 是

2

“读者印象”文化旅
游项目（2019-
620102-88-03-
015770）

项目位于兰州市城关区，总建筑面积为
22.96万平方米，其中改造既有建筑面
积10万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5.7万平
方米，新建地下及广场面积7.2万平方
米

2020-
2024

540900

北侧综合管沟主体建设完成；听荷
斋、老年大学、五泉书院既有建筑
改造均已完成；南河道综合整治提
升工程完成水利部分施工和桥梁建
设；东广场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地下
空间装饰装修及景观绿化、完成丝
路天桥装饰装修

312700 30000
水车工坊酒店(完成10%)，读者水
街主体（完成30%），街区服务中
心（完成100%）

兰州南河道生
态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刘  鹏 兰州市 是

3

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
游养生特色小镇建设
项目
(2020-623024-70-
03-026794)

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其中扎尕那
景区门户服务区占地13.94公顷，建设
规模5350平方米；旅游小镇占地24.18
公顷，建设规模217650平方米；生态康
养社区占地28.26公顷、建设规模
370675平方米

2020-
2025

282200

1、生态康养社区社区服务中心、地
下停车场、商业配套1-2及1-15#住
宅楼楼主体及和二次结构工程已完
成；2、藏地养生中心基础开挖、临
建搭设已完成

46000 21000

康养社区一期全部竣工交付；社区
服务中心及商业配套完成招商并开
始投入运营；藏地养生中完成供暖
、供水、供电及天然气管网接入并
完成主体工程

迭部县扎尕那
生态旅游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杨  军 甘南州 是

4217920 629712

（七）文化旅游项目（3个）

（八）城市基础设施项目（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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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州市润兰之城住宅

小区项目

（2111-620102-04-

01-736028）

项目位于城关区嘉峪关路街道东岗片区

（B658#路），北临飞天路，南临S651#路

。总建筑面积约为12.67万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约为90.36万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约为36.07万平方米，新建商住楼约

7000套、两座幼儿园、一座一贯制学校、

商业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及地下车库等

2022-

2024
962000

二号地块1-7#楼正负零平口，三号地

块1-6#、14#、21#、25#、26#、28#

楼正负零平口，27#楼地上一层，12#

、13#、19#、20#楼地上两层，18#楼

地上三层

230000 160000

项目二号地块1#-7#楼；三号地块1#-

6#、9#-21#、23#-28#，共计32栋住

宅楼主体封顶。其中，二号地块1#-

7#楼、三号地块1#-6#、12#-14#、

18#-21#、25#-28#住宅楼安装完成

50%

兰州润兰之城

生态建设有限

公司

刘立民 兰州市

2

兰州环球港项目
（2019-620103-70-
03-011016）

项目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西
客站对面，总建筑面积107.65万平米，
建设大型商业茂18.5万平米、5A级写字
楼18.86万平米、豪华酒店4.5万平米、
风情商业街3万平米、高端公寓18.2万
平米等全业态产品

2021-
2027

1360000
正在进行西地块基础设施建设和东
地块营销中心建设

72607 85000
西地块完成T3、T4塔楼9层结构，
T1塔楼4层结构；东地块营销中心
完成并开放，T2塔楼完成至正负零

兰州环球港置
业有限责任公

司
蔡占国 兰州市 是

3

黄河流域兰州白塔山
段综合提升改造项目
（一期工程)
(2020-620102-48-
01-000125)

项目位于兰州市城关区，西起龙源，东
至北滨河东路元通大桥、靖远路，主线
全长约2245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隧
道工程、接线桥梁、接线道路、管线改
迁、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山体支护工
程等其他附属设施工程

2020-
2023

244500

隧道工程北线隧道完成69%、南线隧
道完成8%；岩土工程东端完成98%、
西端完成95%；桥梁工程东端桥梁桩
基完成20%、承台完成7%,墩柱完成
7%，西端桥梁桩基完成2%；道路工
程：东洞口箱涵浇筑完成；烧盐沟
防洪工程已完工

195000 50000
岩土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道路工程及附属工程全部完成，项
目竣工

兰州黄河生态
旅游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张永才 兰州市 是

4

七里河兰海物流棚户
区改造项目
（2101-620103-04-
01-831726）

项目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572
号，总用地面积134.78亩，总建筑面积
26.6万平方，主要建设办公、商业、住
宅

2022-
2025

170000
正在进行基坑支护以及筏板浇筑工
程

70000 50000
地下室、主体框架完成施工、砌体
结构完成施工

甘肃致守置业
有限公司

徐晓祥 兰州市 否

5

酒钢集团-酒泉市肃
州区热电联产集中供
热项目

主要建设酒嘉分界点至隔压站DN1400长
输管线7.3公里，酒泉城区DN1400-
DN250管线新建改建45Km，新建隔压站
及中继泵站1座，供热负荷2500㎡

2022-
2025

103320
已开挖电缆沟3000米，敷设MPP穿线
管2600米，电缆井浇筑18座

9900 40000
完成隔压站建设，接通热力管线，
达到投运条件

肃州区供热与
燃气管理办公

室
杨廷鹏 酒泉市 是

6

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
、安宁堡街道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重建
安置小区建设项目
（2020-620105-47-
01-014619）

项目位于安宁区孔家崖、安宁堡街道。
孔家崖区域总建筑面积49.55万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括：安置楼及地下车库，
配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幼儿园及相关
附属设施等；安宁堡区域总建筑面积约
57.2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1栋高
层办公楼、1栋多层商业、12栋高层住
宅楼及相对应的地下车库

2020-
2024

399100

安宁堡西区二期完成总量约66%，14
栋楼均封顶；孔家崖区域已完成工
程总量18%，其中6栋楼及地下车库
已完成基坑开挖及支护施工

198458 30000
孔家崖东区达到工程总量的60%，
力争达到主体封顶；安宁堡西区二
期完工

安宁城发集团 高  山 兰州市 否

7

兰州市冬季清洁取暖
项目
（2109-620123-04-
03-711588）

项目位于兰州市各县区，主要计划三年
共改造5492.9万平方米，约为54.8万
户，实现热源清洁化试点总面积2997.5
万平方米，约33.1万户，实现既有建筑
能效提升2495.4万平米，约为21.7万户

2021-
2024

637000
43个子项目，已完工项目11个，已
开工项目23个，开展前期工作项目9
个

145200 200000

完成全市城区及县城城区热源清洁
化改造901.4万平方米，农村地区
热源清洁化改造303.8万平方米，
既有建筑能效提升建设569.7万平
方米

兰州热力
总公司

刘春生 兰州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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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兰州市城区（城关区
、七里河区）雨污水
管道分流工程(第一
、二批次)

项目位于城关区、七里河区，主要拟建
雨污水管网46.5公里，清淤雨污水管网
2.1公里，西固污水泵房改造1座，雨污
水节点改造17处，智慧水务污水漏损监
测平台1项

2022-
2024

342000
项目已完成立项、用地规划、环评
等前期工作；正在进行项目（第一
批次）招标工作

0 14712

完成第一批次雨污水管网长度
31854米，新增排出口管道1200
米，路面破挖及修复面积74651平
方米，雨污水管网普查探测长度
1100千米，西固污水泵站提升改造
1座；新建污水管线漏损监测硬件
及配套软件1套

兰州市市政工
程服务中心

王  涛 兰州市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