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广州市2023年重点建设预备项目计划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总计：（153项）

一、基础设施（56）

1、交通基础设施（38）

（1）航空基础设施（1）

（2）港航基础设施（4）

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 市港务局

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海铁联运码头工程 市港务局

广州港20万吨级航道工程 市港务局

南沙国际港航中心 南沙区政府

（3）国家铁路（1）

广州至珠海（澳门）高铁（广州段） 市发展改革委

（4）城际轨道交通（3）

广佛江珠城际 市发展改革委

肇顺南城际（广州段） 市发展改革委

中南虎城际（广州段） 市发展改革委

（5）高速公路（8）

莲花山通道 市交通运输局

增莞番高速（新塘至派潭段） 市交通运输局

— 1 —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增城至佛山高速公路（天河至南海段） 市交通运输局

开发区通道（原化龙-开发区西区过江通道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金融城通道（原沙鱼洲隧道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华南快速路二期改扩建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广州北环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和顺立交改造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6）市政路桥（4）

中新广州知识城至中心城区快速通道 市交通运输局

沉香大桥 市交通运输局

国道G228线上横沥大桥拆除重建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省道S256线江龙大桥改扩建工程 增城区政府

（7）交通枢纽综合开发（17）

广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公铁联运枢纽 市交通运输局

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广州国际物流产业枢纽）二期 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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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广钢新城车辆段综合体 市发展改革委

嘉禾望岗车辆段综合体 市发展改革委

双岗停车场一期综合体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广州东站枢纽换乘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广佛环线佛山西站至广州北段广州段场站交通衔接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从化南服务区货物中转枢纽 市交通运输局

莲花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健康产业城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官桥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化龙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平岗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大石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大学城东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荔湖城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佛塱村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

2、能源基础设施（5）

（1）电源、热电联产和分布式能源（5）

广州珠江电厂2×600MW级煤电环保替代项目 南沙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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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广东华电广州增城二期2×600MW级燃机热电项目（暂命名） 增城区政府

广东粤华发电公司天然气发电扩建项目 黄埔区政府

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二期500MW级燃机热电联产项目 番禺区政府

广州金融城综合能源项目东区集中供冷系统 天河区政府

3、城市建设（5）

（1）城市供水（1）

西江中途泵站建设工程 市水务局

（2）重大发展平台基础配套设施（4）

健康谷综合开发项目（一期） 南沙区政府

知识城综合保税区配套服务项目 黄埔区政府

知识城综合保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黄埔区政府

南沙数字谷综合开发项目（一期） 南沙区政府

4、水利工程（4）

（1）水利防灾减灾（1）

广州市增城区官湖河（新塘段）整治工程 增城区政府

（2）水资源保障建设（3）

广州市增城区大封门水库扩容工程 增城区政府

增江供水枢纽工程 增城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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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 番禺区政府

5、信息与科技基础设施（4）

（1）信息基础设施（1）

城市交通大脑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市公安局

（2）创新基础设施（3）

卫浦医学成果转化谷项目 黄埔区政府

临空飞行极端测试平台 南沙区政府

蓝岛生物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试验基地项目 黄埔区政府

二、产业建设（55）

1、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41）

（1）新一代信息技术（9）

九识新型先进化合物半导体材料量产及光电传感器芯片制造项目 增城区政府

海格无人信息产业基地项目 增城区政府

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基地 黄埔区政府

采埃孚汽车电子工厂项目 花都区政府

增城开发区半导体产业配套项目 增城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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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粤港澳大湾区先艺电子科创园项目 番禺区政府

（2）智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7）

合创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全球创新中心项目 南沙区政府

万洋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 增城区政府

合创汽车生产基地项目 南沙区政府

广州广汽荻原模具冲压有限公司第二工厂项目 番禺区政府

花都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 花都区政府

增城区粤海汽车电子智能网联产业园 增城区政府

维高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 白云区政府

（3）生物医药与健康医疗（4）

丰乐医疗健康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增城区政府

万孚知识城生物安全创新产业基地项目 黄埔区政府

永顺生物新型动物疫苗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增城区政府

伊康纳斯研产销总部项目 花都区政府

（4）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产业（1）

三菱重工东方燃气轮机（广州）有限公司工厂搬迁项目 南沙区政府

（5）轨道交通产业（1）

特威智能工程装备智造基地 白云区政府

（6）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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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安仕新能源锂电池包研发制造总部基地项目 南沙区政府

广州市花都区低碳循环利用科技园 花都区政府

（7）新材料与精细化工产业（5）

中国石化广东高端材料研究院项目 黄埔区政府

电子化学品产业化项目 增城区政府

江铜集团精密铜导体、新能源线缆生产及研发项目 增城区政府

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三期 黄埔区政府

黄埔轮胎总部及航空轮胎产业基地 黄埔区政府

（8）都市消费工业（3）

比音勒芬研发生产总部 番禺区政府

城西石场机制砂生产基地项目 花都区政府

“增城味谷”美味创新工场项目 增城区政府

（9）综合性产业园区（9）

鑫从境国际交往花园 从化区政府

中新广州知识城碳中和城市示范区 黄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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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广州市增城区数字科创谷项目 增城区政府

中欧班列融合创新产业园 白云区政府

顺兴绿色建材创新产业链条建设项目 从化区政府

国家密码应用和创新示范基地 黄埔区政府

番禺汽车城智汇区一期 番禺区政府

开发区智能家居产业集聚区项目 增城区政府

增城区专精特新产业基地项目（二期） 增城区政府

2、现代服务业（10）

（1）现代物流（4）

街北木棉物流骨干节点枢纽 市交通运输局

招商局·绿天然华南进出口食品基地项目 增城区政府

希音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 增城区政府

丰树广州国际食品智能生产基地和华南供应链采购配送中心项目 增城区政府

（2）商贸会展（2）

— 8 —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穗港城项目 黄埔区政府

知识城国际科创港（知识城平岗站TOD） 黄埔区政府

（3）文化体育旅游（4）

粤文化项目 番禺区政府

高第街金鸿顺项目 越秀区政府

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 越秀区政府

广州南沙RCEP文商旅融合创新产业合作园 南沙区政府

3、现代农业（4）

（1）都市农业（4）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交易中心 白云区政府

融通农业发展（广州）有限责任公司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保供产业园预制菜产业园项目 白云区政府

融通农业发展（广州）有限责任公司沙田生态生猪养殖基地项目 白云区政府

广州市江丰预制菜产业园 白云区政府

三、生态环保（3）

1、水环境综合整治（2）

（1）污水处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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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新塘下沉式再生水厂建设项目 增城区政府

增城区开发区下沉式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增城区政府

2、垃圾处理设施建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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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国民教育（8）

黄埔大学 黄埔区政府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项目二期工程 南沙区政府

广州交通大学 市教育局

广东白云学院北校区扩容工程 白云区政府

广州医科大学新造校区科研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学生宿舍工程 广州大学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独立学院转设办学条件达标与质量提升项目 花都区政府

广州市从化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医疗卫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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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番禺区卫生健康系统医疗环境升级改造项目 番禺区政府

中山大学肿瘤医学科学中心（天河院区） 天河区政府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白云湖院区 市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人民医院黄埔院区项目 黄埔区政府

广州市应急医院建设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珠吉院区） 天河区政府

国际呼吸医学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南部应急医疗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华商学院中医医院 增城区政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从化妇女儿童医院项目 从化区政府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整体改扩建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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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沿江院区改扩建工程 广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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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龙城国际康复医疗中心二期 增城区政府

广州市紧急医学救援指挥中心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大楼工程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市增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址建设项目 增城区政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创新楼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

3、文化体育（3）

广州博物馆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中新广州知识城科教创新区体育综合体 黄埔区政府

中新科技文化中心建设项目 黄埔区政府

4、民政社保（2）

广州市观音山公墓（含市第二思园）二期工程 市民政局

广州市福山公墓配套设施项目 市民政局

5、应急安全保障（1）

黄埔区区属国有粮库项目 黄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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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五、城市更新等重点工作项目（7）

1、三旧改造（7）

双沙村旧村改造项目 黄埔区政府

海珠区石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海珠区政府

前进路项目 海珠区政府

珠江村旧村改造项目 黄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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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岭时尚智造产业园项目一期联合村地块更新改造项目 花都区政府

如意坊码头更新改造项目 荔湾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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