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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万元）

2 月 23 日集中开工项目（31 个） 404325

1
现代果业农机装备及果园配套设

施生产线项目
新元果业装备有限公司 建陶产业区创业 3 路 25000

2 飞天乳业液态奶技改项目 陕西飞天乳业有限公司 人民路 3000

3 康特陶瓷生产线项目技改 陕西康特陶瓷有限公司 建陶产业区创业 2 路 2100

4 千禾陶瓷生产线技改升级项目 陕西千禾陶瓷有限公司 建陶产业区创业 1 路 5600

5 海螺生产线技改项目 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产业区 3000

6 金色阳光陶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宝鸡金色阳光陶瓷有限公司等 创业 1 路 3100

7 ECP 板材生产线建设项目 天津正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环保新材料工业园 100000

8 新型环保水泥制品生产线项目 宝鸡市鲁祥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环保新材料产业园 11000

9 正大集团奶山羊全产业链示范项目 张家塬镇 张家塬镇 110000

10 苹果良种苗木基地项目 企业、种植大户 全县 6 个镇 50000

11 优质果园矮砧密植提质增效项目 企业、种植大户 全县 6 个镇 20000

12 矮砧苹果建园项目 绿丰公司 草碧镇罗家店村 3000

13 矮砧苹果苗木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绿丰公司
南寨镇尧头村、南寨镇邓

家塬村
1200

14
果业技术人才及高素质农民培训

项目
果业发展中心 全县 6 个镇 500

15
设施农业扩能提升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
合作社、企业

龙泉寺村、张家塬镇王家

庄村、城关镇侯家坡村
1055

16
“龙山玉珠”高品质葡萄采摘园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
政府投资+ 招商引资 城关镇西关村、侯家坡村 2500

17 2021 年栽树种花项目 国家投资

冯家山水库北岸任家湾

段、宝汉高速水沟段等路

段、各镇村

500

18 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农业农村局 南寨镇 15400

19
省级奶山羊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项目
畜产局 草碧镇、张家塬镇 7000

20 设施瓜菜种植项目 国家+ 自筹 川塬各镇村 4000

21
张家塬镇苹果产业链条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
国家+ 自筹 张家塬镇王家庄村 650

22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产业发展项目 国家投资 各镇村 15000

23 110kV 电力线路工程 宝鸡隆核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千阳县 8000

24 高千路至陈家山公路改建项目 国家投资 张家塬镇 620

25 寇家河至仰塬公路改建工程 国家投资 草碧镇 2000

26 普通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国家投资 各镇村 500

27
董坊塬、邢家塬、罗家塬等村饮水

安全提升工程
国家投资 草碧镇 2000

28 高崖河山洪沟治理工程 国家投资 阳川寺村段和高崖镇段 500

29 宝丰村民俗旅游项目 国家投资 张家塬镇宝丰村 500

30 县乡公路提升项目 国家投资 张家塬镇、草碧镇 5000

31 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 国家投资 文化路西段 1600

千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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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3 日集中开工项目（60 个） 352850

1 桃川镇民宿示范区建设项目 甘肃京通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桃川镇 50000

2 太白县城东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政府投资 咀头镇 38000

3 太白县天星潭现代农业园 太白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桃川镇 22154

4 太白高山蔬菜基地提升项目 政府+ 企业合作社投资+ 群众参与 太白县 22000

5 太白县软枣猕猴桃种植基地扩建项目 宝鸡鑫平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咀头镇 20600

6
太白县世纪大道体育运动公园（Ⅰ期

风貌提升工程）
政府投资 咀头镇 20000

7 太白县玫瑰三生产业园建设项目 深圳天邦达科技有限公司 桃川镇 12000

8 桃川镇乡村公寓建设项目 太白辰宇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桃川镇 10000

太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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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太白县智慧城市平台建设项目 政府投资 咀头镇 9648

10 太白县出口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太白县绿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咀头镇 7800

11 徐州大彭中药材销售合作项目 徐州大彭中药有限公司、群众 相关镇 7500

12
太白县咀头镇七里川花海田园综合体

建设项目
宝鸡市香丰岭农业旅游有限公司 咀头镇 7100

13 陕西耀木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陕西耀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桃川镇 7000

14
太白县 2021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

基础设施项目
政府投资 咀头镇、鹦鸽镇 6406

15 靖口镇乡村旅游示范区项目 政府投资+ 合作社+ 群众自筹 靖口镇 6000

16 黄柏塬镇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政府投资+ 企业投资+ 群众自筹 黄柏塬镇 5100

17 桃川镇杨下蓝莓示范园改造提升项目 太白超越农业有限公司 桃川镇 5000

18 咀头镇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提升工程项目 政府投资+ 群众筹工筹劳 咀头镇 5000

19
王家堎镇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改

善项目
政府投资+ 群众自筹 王家堎镇 5000

20 太白河林麝养殖建设项目 太白县秦西南林麝养殖专业合作社 太白河镇 4700

21 选矿工艺优化改造项目 陕西太白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太白河镇 4600

22 冷水鱼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陕西秦晋恒通渔业有限责任公司 太白河镇 4500

23 鳟鱼养殖项目 太白县八宝山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太白河镇 4200

24 西梅产业项目
太白县雪域紫红西梅种植专业合作

社及群众投资
太白河镇 4000

25 靖口镇花椒核桃种植加工项目 政府投资+ 合作社+ 群众投工投劳 靖口镇 4000

26 靖口镇架豆提升与深加工项目
政府投资+ 合作社+ 群众自筹+ 投

工投劳
靖口镇 4000

27 王家堎镇林麝养殖产业园区（二期） 政府投资 王家堎镇 4000

28 靖口镇林麝养殖项目
太白县黄牛河特种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
靖口镇 4000

29 国防公路建设工程（王太路） 政府投资 太白县 3690

30 王家堎镇食用菌园区建设项目（二期） 政府投资+ 企业自筹+ 群众自筹 王家堎镇 3600

31 碧水雅居项目 宝鸡市千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咀头镇 3500

32 鹦鸽镇乡村环境整治项目 政府投资 鹦鸽镇 3500

33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政府投资 相关镇 2580

34 S210 干线公路大中修养护工程 政府投资 咀头镇 2480

35 姜眉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政府投资 王家堎镇 1670

36
姜眉公路王家堎镇元坝子段滑坡灾害

治理工程
政府投资 王家堎镇 520

37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及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政府投资 相关镇 500

38 王家堎镇九平沟金矿探矿增储项目 企业自筹 王家堎镇 2200

39 太白县城新区西片区雨污分流工程 政府投资 咀头镇 2126

40 咀头镇特色产业园项目
梅湾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塘口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咀头镇 2000

41 衙岭驿站建设项目 西安薄雾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咀头镇 2000

42 靖口镇水毁道路维修项目 政府投资+ 群众自筹+ 投工投劳 靖口镇 2000

43 东沟尾矿库闭库项目 陕西太白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太白河镇 2000

44 太白县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 政府投资 咀头镇 1720

45 生态效益提升工程 政府投资 太白县 1683

46 太白县石头河水源地保护项目 政府投资 桃川镇、鹦鸽镇 1000

47 寺院村自动化多层肉鸡养殖场 寺院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鹦鸽镇 1000

48 特色农业产业扶贫项目 政府投资 太白县 1000

49
太白县红岩河王家堎镇和平村段河道

治理工程
政府投资 王家堎镇 866

50 太白县教育体育基础设施能力提升项目 政府投资 咀头镇 810

51 太白县石头河鹦鸽镇防洪工程 政府投资 鹦鸽镇 700

52 林场及管护站点清洁能源供暖项目 政府投资 太白县 695

53 太白县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 政府投资 相关镇 675

54 太白县咀头镇牛家沟河河堤修复工程 政府投资 咀头镇 647

55 2021 年关上街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政府投资 靖口镇 640

56 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矿山企业+ 财政补助 鹦鸽镇 600

57 林业基础提升工程 政府投资 太白县 560

58 鹦鸽镇蓝莓种植扩建项目 太白县盛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鹦鸽镇 550

59 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勘界立标项目 政府投资 太白县 530

60 太白县咀头镇塘口山洪沟治理项目 政府投资 咀头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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