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3月31日    星期三

4版
责任编辑 ：刘玉槐  美编 ：张晓晔  校对 ：张琼

专   题

凤翔区一季度集中开工项目表

（上接 3 月 30 日《宝鸡日报》第四版）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万元）
1 月 25 日集中开工项目（33 个） 404454
1 大十字东北角棚户区改造项目 新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关镇 100000

2
贵金属催化剂新材料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陕西璟邑科技有限公司 长青工业园区 60000

3 安城农产品加工和智能物流项目 陕西安城置业有限公司 城关镇 36000

4 精细磷酸盐专用化学品项目 陕西橘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长青工业园区 30000

5
陕果（凤翔）万亩现代苹果产业园区

项目
陕果集团凤翔有限公司 范家寨镇 30000

6 工业气体建设项目 宝鸡渭河气体有限公司 长青工业园区 18000

7
冠森世纪城笙箫鹂苑生态社区二期

项目
陕西冠森置业有限公司 城关镇 15000

8 大正国际酒店改建装修项目 凤翔大正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城关镇 15000

9 百泽·雍州院子
陕西百泽新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城关镇 12000

10 金秋冷链仓储物流园 凤翔金秋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城关镇 11523

11
年产 8 万吨甲醛 5 万吨甲缩醛生产

线扩建项目
宝鸡正源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青工业园区 11200

12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项目 金隅冀东凤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姚家沟镇 10000

13 凤香型白酒仓储技改项目 陕西金凤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陈村镇 6600

14 鑫旺悦城 陕西坤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关镇 6000

15
年产 20 万吨聚羧酸减水剂和 5 万

吨脲醛胶扩建项目
宝鸡靖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长青工业园区 5000

16
陕西德业源农牧刘淡村 2400 头种

猪场建设项目
陕西德业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虢王镇 4300

17 凤翔区紫荆山综合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凤翔区教体局 原紫荆中学 3980

18 石灰石生产环保线技改项目 凤翔区新华料石三厂 田家庄镇 3800

19 洛峪苹果种植基地项目 凤翔区洛峪农业专业合作社 姚家沟镇 3600

20 亢家河花椒种植项目
凤翔区原生果实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
姚家沟镇 3500

21 周家河生态养殖项目
凤翔姚家沟镇青渠农业专业种

植合作社
姚家沟镇 3130

22 旱地莲藕休闲农业建设项目 宝鸡致农农业专业合作社 田家庄镇 3000

23 姚家沟花椒种植项目 凤翔宋家塬果业专业合作社 姚家沟镇 3000

24 范家寨镇千亩中药材基地建设项目 宝鸡诚和贵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范家寨镇 1800

25 红薯初加工项目 凤翔区雍州粮仓种植专业合作社 范家寨镇 1500

26 赵村营收储站建设项目 凤翔区赵村营农业专业合作社 范家寨镇 1400

27 陈村镇设施农业示范园项目 陈村镇人民政府 陈村镇 1041

28 东风水库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 凤翔区水利局 彪角镇、南指挥镇 963

29 百亩中棚温室西瓜种植项目 田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田家庄镇 800

30 大中型水库库区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凤翔区水利局 城关镇 687

31 钢葱育苗基地扩建项目 寺头村家园果蔬专业合作社 田家庄镇 570

32 葵花种植基地项目 宝鸡瑞城翔商贸有限公司 陈村镇 560

33
陕西国能瀚威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凤

翔分公司环保技改项目

陕西国能瀚威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凤翔分公司
城关镇 500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万元）
1 月 25 日集中开工项目（22 个） 1240859.34
1 新型钛及新材料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宝鸡钛谷新材料产业园有限公司 科技新城 500000

2
金属复合材料及钛合金熔炼与锻造

生产线建设项目
宝鸡海华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磻溪镇 100000

3
宝鸡高新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

程项目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磻溪镇 8122

4 宝鸡高新凤师实验学校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八鱼镇 9178

5 保利物业科达广场商业综合体 陕西科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马营镇 15000

6 医药应急物资储备库 宝鸡市天健医药有限公司 科技新城 10000

7 年产 1000 吨优质钛棒丝建设项目 宝鸡嘉琦金属有限公司 综合保税区 15000

8 宝鸡高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技

术创业服务中心
科技新城 35000

9 令氏家外家农产品科研加工仓储基地 陕西令氏家外家餐饮有限公司 科技新城 50000

10 高新医院教学楼 宝鸡高新医院 马营镇 16000

11 新能源铁路轨道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扬州长城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科技新城 118725

12 碧水润园二期 宝鸡诚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八鱼镇 300000

13 宝鸡高新凤师实验幼儿园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八鱼镇 2985

14
道地中药材种植加工与物流配送三

产融合改造
宝鸡向源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新城 5200

15 多形态复合调味品研发生产项目
宝鸡川香奇香食品研发管理有

限公司
科技新城 12000

16 钛及钛合金管、环件产品出口生产线 宝鸡市怡鑫钛业有限公司 综合保税区 12000

17 高新五路提升改造工程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马营镇 3000

18 科技新城高新大道基础建设项目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科技新城 20000

19 温泉三库提升改造及治理项目 马营镇政府 马营镇 1300

20 鸡峰山水库灌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马营镇政府 马营镇 3062

21 天王镇钓鱼台水库高效节水灌溉项目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天王镇 1687.34

22 宝钛集团一区配电室改造项目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马营镇 2600

宝鸡高新区一季度集中开工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万元）
1 月 26 日集中开工项目（23 个） 220895

1 陕西鼎川织业无纺布二期项目
陕西鼎川织业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凤州园区 25000

2 凤县矿山采空区胶结充填项目 东塘子、铅硐山、庞家河 留凤关镇、唐藏镇 10000

3
二里河铅锌矿深部探矿及更新改造

项目

宝鸡西北有色二里河矿业有限

公司
坪坎镇 10000

4
凤县四方金矿深部探矿及选厂DCS

自动化建设项目
陕西凤县四方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坪坎镇 7200

5 凤县四方金矿生产工艺优化改造项目 陕西凤县四方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坪坎镇孔棺村 15000

6
凤县 15 万生猪粪污资源利用生产

有机肥和液体复合肥项目
凤县中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平木镇 7000

7
年产 20 万立方米混凝土搅拌生产

线项目
凤县安信商砼站 双石铺镇安沟村 11000

8 选矿设备配件加工项目 凤县超顺铸业有限公司 黄牛铺镇长滩坝村 7000

9 中国秦岭地质科技展览馆项目 陕西华晔工贸有限公司 凤州镇 5000

10 坪坎文化旅游街区建设项目 坪坎镇人民政府 坪坎镇 7490

11 凤县矿山地质公园建设项目 凤县自然资源局
双石铺镇上川村银洞

梁铅锌矿区关闭区
5000

12
凤县 5A 级县城建设—金源世纪城

（二期）建设项目
陕西金岳置业有限公司 县城 17000

凤县一季度集中开工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万元）

13 全县农村公路水毁修复工程 凤县交通局 各水毁路段 21300

14 S219 水毁修复工程 宝鸡市公路局 S219水毁路段 5200

15
凤县 5A 级县城建设—县城健康步

道建设项目
凤县住建局 县城 8000

16
凤县 5A 级县城建设—县城棚户区

改造小区外配套供水工程
凤县自来水公司 县城 2700

17 凤县县城供水工程 凤县自来水公司
双石铺镇十里店

村
15000

18 红花铺镇水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红花铺人民政府 红花铺镇 5200

19 凤州镇灾后基础设施修复项目 凤州镇人民政府 凤州镇各村 8000

20
凤州镇镇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提升

项目 
凤州镇人民政府 凤州镇镇区 9500

21 平木镇镇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平木镇人民政府 平木镇平木村 11000

22 平木镇村组道路建设及修复项目 平木镇人民政府 平木镇平木村 5300

23 凤县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建设项目 凤县住建局 县城及各镇 3005

2 月 18 日集中开工项目（60 个） 893426

1
凤县 5A 级县城建设—华宇新月湾

休闲康养度假区项目
陕西华宇实业有限公司 双石铺镇西瓦窑沟 36600

2 凤县乡村旅游环境优化提升项目 凤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各行政村 21000

3 凤县旅游交通微循环项目 文化和旅游局 各相关镇 15000

4 羌文化保护传承项目 文化和旅游局 留凤关镇 15000

5 河口镇岩湾休闲康养度假区建设项目
宝鸡彩凤高翔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河口镇岩湾村 14000

6 凤县房车营地（自驾游营地）建设项目 各镇、各景区 公路沿线各镇 12000

7 凤县中华栈道文化遗产公园项目 文化和旅游局 凤州镇凤州村 11000

8 古凤州文化旅游名街区建设项目 凤州镇人民政府 凤州镇凤州村 10000

9 马场避暑亲子文化体验园建设项目 凤县现代新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双石铺镇阴湾村 9000

10 旅游康养体验融合建设项目 各镇人民政府 各镇 9000

11 凤县永生村旅游目的地项目 红花铺镇人民政府 红花铺镇 6500

12 凤县精品民宿项目 各镇 各镇 5300

13 年产100万吨碳酸钙项目 上海睿凡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双石铺镇兴隆场村 140000

14
凤县江源冶化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改

造提升项目
凤县江源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留凤关镇费家庄村 40000

15 废旧电路板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凤县三合立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留凤关镇温江寺村 30000

16 凤县新兴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双石铺镇人民政府 双石铺镇兴隆场村 26000

17 庞家河金矿普查及选厂技改项目 陕西庞家河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唐藏镇 25000

18 金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探矿增储项目 凤县金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留凤关镇三岔村

星红铺
15000

19
银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区探矿增

储项目
凤县银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留凤关镇寺沟村

1180—1430 段
13000

20 万吨废旧塑料回收利用项目 洛阳市智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留 凤 关 园 区( 冶

炼区)
12000

21
田竹园铅锌矿探矿增储及井下安全

提升项目
陕西金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坪坎镇银母寺村 12000

22 工业陶瓷泥生产项目 浙江华安建设有限公司
留 凤 关 园 区( 冶

炼区 )
8000

23 声威建材公司综合提升改造项目 凤县声威建材有限公司 凤州镇马鞍山村 5600

24 年产 20 万吨腻子粉建设项目 凤县天晨安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双石铺镇兴隆场

村一组（新兴工业

园区内）

5000

25 宏建建材技术提升改造项目 凤县宏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双石铺镇兴隆场村 5500

26
星红铺铅锌矿绿色矿山建设及主巷

道改造提升项目
凤县金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留凤关镇星红铺村 5000

27
凤州园区中小企业孵化区标准化厂

房二期项目(2 号厂房、办公楼）
凤州园区开发公司 凤州园区核心区 5000

28
凤县 5A 级县城建设—天晨仓储物

流中心建设项目
宝鸡天晨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双石铺镇安沟村 12000

29 唐藏镇林麝良种繁育基地项目 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唐藏镇各村 30000

30
凤县林麝规范化养殖及麝产品研发

加工项目
凤县林业局 各镇 22000

31
双石铺镇万亩花椒产业融合示范园

建设项目
双石铺镇人民政府

双石铺镇十里店、

阴湾、上川村
22000

32
凤县秦岭 1 号乌天麻林下育种及推

广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陕西麝草堂药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黄牛铺镇三岔河村 20000

33 凤县高山娃娃菜产加销示范基地项目 凤县嘉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黄牛铺镇 15000

34 凤县农业农村三产融合发展项目 凤县农业农村局 各镇 15000

35
凤县高山冷凉蔬菜产加销供应链综

合开发基地建设项目
凤县嘉农农业农村开发有限公司 平木镇、黄牛铺镇 15000

36
秦岭高山菌谷农旅融合产业园建设

项目
凤县嘉源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黄牛铺镇三岔河村 13000

37
双石铺镇特色农业观光示范园建设

项目
双石铺镇人民政府

双石铺镇安沟、兴

隆场村
12000

38 凤州镇苹果采摘观光示范园项目
宝鸡凤果乡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凤州镇 12000

39 凤县中药材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河口集体经济联合社、宝鸡汉方

有限责任公司
河口镇河口村 11500

40
凤县中蜂产业化养殖加工基地建设

项目
陕西蜜露蜂业发展有限公司 唐藏镇 8500

41 凤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凤县农业农村局 各镇 8000

42 凤县食用菌现代产业示范园 陕西新凤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花铺镇草凉驿村 7800

43
凤县 5A 级县城建设—双石铺镇特

色农产品采摘体验园建设项目
凤县凤香果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双石铺镇草店村 6500

44 留凤关魔芋规模化种植加工基地项目 凤县康之源农林有限责任公司
留凤关镇费家庄

村、沙江寺村
6500

45 平木镇万亩蔬菜标准化建设项目 平木镇各村专业合作社 平木镇各村 6300

46 凤县万亩花椒提升改造项目 凤县林业局 各镇 5000

47 凤县河口镇平木镇土地开发项目 凤县自然资源局 河口镇平木镇 13320

48
河口镇村组基础设施灾后修复重建

项目
河口镇人民政府 河口镇 7500

49 河口镇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程 河口镇人民政府 河口镇河口村 7360

50
河口家园廉租住房小区外市政道路

工程项目
河口镇人民政府 河口镇岩湾村 5590

51 凤州保障性安居工程供热项目 凤州镇人民政府 凤州镇 5500

52
凤县 5A 级县城建设—城区排水防

涝设施建设项目
凤县住建局 县城 3991

53 凤县绿色矿山扩标提升项目
相关矿山企业（声威、四方、东塘

子、铅硐山矿业有限公司）
留凤关镇、坪坎镇 35000

54
嘉陵江上游（凤县段）尾矿库风险治

理项目

陕西铅硐山矿业有限公司、凤县

天岳矿业有限公司等
各相关镇 25000

55 凤县退耕还林生态修复项目 凤县林业局 各镇 8000

56 凤县森林步道生态驿站建设项目 凤县林业局
留凤关镇、黄牛铺

镇、河口镇、凤州镇
7565

57 露天采石环境恢复治理项目 凤县自然资源局
唐 藏 镇、双 石 铺

镇、红花铺镇
5000

58
凤县 2020 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工程
凤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平木镇烧锅庄、寺

河、杨河村
5000

59 银洞梁矿区环境治理项目 凤县自然资源局 双石铺镇 3000

60 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凤县自然资源局 凤州镇、河口镇 2000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