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省市重点项目名单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起止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2021年预计投资 项目业主单位 责任单位 省市类别

总序 分序

合计325个 29138973 6035083 市重

一、基础设施项目90个 7310294 1806323 市重

（一）交通基础设施23个 1164553 302225 市重

1 1 北川通用机场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0-2022

新建1条1000米×30米的跑道，1条1000米×10.5米的

平行滑行道和4条垂直联络滑行道，跑道两端设4米

×30米的防吹坪，1个639.7米×59.8米的停机坪；建

设4000平方米的航站综合楼、3900平方米的机库，以
及消防综合楼和后勤中心等辅助用房，配套建设航管

、通信、气象、给排水、供电、消防、供油等设施

65359 27000 北川三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
省重

2 2
清水桥至九绵高速桂溪服务

区公路新建工程
平武县 2020-2023

起于清水桥，止于九绵高速桂溪服务区连接线，二级

公路，路基宽度8.5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155087 35000 绵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市交通运输局 市重

3 3 国道108线绵阳城区过境段 游仙区 2017-2022 全长24.95公里，一级公路，路基宽25.5米  147700 10000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交发集团 市重

4 4 绵阳机场T2航站楼建设项目 经开区 2020-2022

新建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航站楼一座，设4条登机

桥，空侧通过连廊与T1航站楼连接，配套建设停车场

、供电、供排水、消防等设施

37100 18000 绵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机场集团 市重

5 5 涪城区铁路专用线项目 涪城区 2020-2023 修建3.92公里左右的铁路 47000 10000 科发集团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6 6 皂角铺铁路物流基地 涪城区 2018-2021
新建铺轨8公里，常温仓库1.5万平方米，办公及其他

生产生活设施设备5000平方米
79000 10000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7 7
S216线安州雎水至绵竹拱星
界二级公路改建工程

安州区 2020-2022
全长7.2公里，路基宽度12米，二级公路，沥青砼路
面

12600 6000
绵阳安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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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雎水青云村至桑枣红牌村二
级公路工程

安州区 2020-2022
起于雎水镇青云村止于桑枣镇红牌村，全长14.9公
里，路基宽14米，二级公路，沥青砼路面

45702 20000
绵阳安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9 9
罗浮山温泉康养小镇环线公

路工程
安州区 2020-2021

全长3.6公里，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

车、桥涵工程、电路工程、交安工程、绿化工程及其

他附属配套设施建设

14000 4000
绵阳安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0 10
江油市香青路香水至八一段

改造工程
江油市 2020-2021

起于原香水镇，止于原八一镇卢家娅接安梓路，三级

公路，全长15.869公里，路基宽度7.5米，沥青砼路

面

16486 2000
江油城投农村路桥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11 11 江油市劳坪渡改桥建设工程 江油市 2020-2022
全长710米，其中桥梁长度697米，桥宽25.5米；两侧

搭板长13米，宽23.5米
13543 9000 江油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所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12 12

江油至三台芦溪公路改建工

程（江油段）及福田渡改桥

工程配套设施

江油市 2020-2022

改建江油至三台芦溪公路（G247线绵阳市城区过境

段）15.6公里；福田渡改桥、新增道路绿化、路灯等

相关配套设施

22184 17184
江油城投农村路桥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13 13
S209线塔山至永新段改建工

程
三台县 2018-2022

全长19.7公里，拟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两车

道，路基宽12米，沥青砼路面，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

时

42807 10000 三台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所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4 14
S306盐亭共和至毛公提升改

线工程
盐亭县 2019-2022

路线全长17.872公里，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时速

60km/h，路基宽度12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含桥梁隧
道及交安工程

37858 9000 盐亭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所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15 15
盐亭县先蚕大道（金孔至嫘

祖陵景区）建设项目
盐亭县 2020-2022

路线全长9.84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

计速度6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8米，沥青混凝土路

面，包括含桥梁、涵洞、排水、绿化、交通工程等

41880 15500 盐亭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所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 16
S209线梓潼县城至仙峰乡段

改建工程
梓潼县 2018-2021

改建二级公路35公里，沥青砼路面，路基宽10米，行

车道宽7米
62196 24000 绵阳路通源建设有限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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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北川羌族自治县X119 开剑路

禹里至开坪段改建工程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0-2021

起于禹里镇，与G347（原S302）平交，止于开坪乡开

坪大桥，路线全长13.5公里，设计速度为30公里每小

时，三级公路

12884 11684 绵阳恒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
市重

18 18
XB15东宝镇至许州镇段改
建工程

梓潼县 2021-2022
起于许青路与X123交叉口，止于梓中路，二级
公路，路基宽度8.5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21000 18500 绵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市交通运输局 市重

19 19
S415煽铁沟至武都镇段改
建工程

平武县 2021-2023
全长36.4公里，二级公路，路基宽度8.5米，沥
青混凝土路面

121000 30000 绵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市交通运输局 市重

20 20
三台县石龙路忠孝乡至双
胜乡段公路改建工程

三台县 2021-2022
项目起于忠孝乡场口，止于双胜场口路线全长
10.018公里，四级公路，路基宽度6.5米，沥青

砼路面

6475 4000
三台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
所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1 21
G108文昌镇七曲山至文昌

镇文丰村大修工程
梓潼县 2021

新建道路，全长10公里，路基宽36米，沥青砼

路面
5357 5357

梓潼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

所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22 22
S216北川墩上乡至青片乡
灾毁修复整治工程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1-2023 三级公路标准，路线全长34.4公里 45900 3000 北川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北川羌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

市重

23 23

S306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

镇（喇叭洞至杨家湾）段
新建工程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1-2023 一级公路，路线全长12.24公里 111435 3000
北川羌族自治县公路管理所

（暂定）

北川羌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
市重

（二）城市基础设施49个 4533360 1064561 市重

24 1
绵阳科技城大道二期涪江大

桥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游仙区）
2020-2023

桥梁长1.1公里，包括桥梁工程、道路工程及其他附

属配套设施等
98844 24000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交发集团 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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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 ****** ****** ****** ****** ****** ****** ****** ****** ******

26 3
绵阳经开区南区基础设施

（二期）项目
游仙区 2017-2022

19条市政道路长约19公里，桥涵、排水、交通、照明

、绿化、河道整治工程
143212 24000 游仙高新区技术产业园管委会 游仙区人民政府 省重

27 4
绵阳市安州区道路基础设施

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0-2021

市政道路长约18公里,配套绿化、河道整治、乡镇污

水管网等
174800 114800

四川金顺达公路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省重

28 5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城区属

范围）基础设施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18-2022

道路47条长99.12公里，污水管网、照明工程及其他

配套设施
723577 134000 绵阳汇鑫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省重

29 6
科技之心片区产城融合项目

（公共服务设施部分）

绵阳科技城新区（市

本级）
2021-2024

总建筑面积约51.8万平方米，包括市民中心（含规展

馆）、文化艺术中心、市民广场等设施
246000 50000 绵阳市科发集团 科发集团 省重

30 7
光电产业园基础设施及配套

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3

新建道路8公里，沟渠整理5.39公里，挡墙支护、给

排水、电力、燃气、通信设施等附属工程
179200 55000 绵阳新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省重

31 8
高发智能制造产业园（二

期）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总建筑面积约34.5万平方米，主要新建标准厂房、办

公楼及配套设备用房以及地块内道路、水、电、通讯
等配套设施

121000 55000
绵阳高新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高新区管委会 省重

32 9
安州工业园区新能源与智能

网联汽车加速器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2

拟新建标准化厂房、临街商业、综合楼、办公楼（企

业孵化楼）、人才公寓，同时购置并安装成套智慧办

公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配套构筑物、挡土墙、道路、

场地硬化、电力线、管网及绿化等工程

20000 5000 安州区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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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0
科技智谷科技园区孵化示范

中心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1-2023

占地65.94亩，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09907.55㎡，地

下建筑面积11000㎡，规划停车位300个，含装修、设

备安装

70286 20000 绵阳汇鑫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34 11 东西第二干道工程
涪城区
游仙区

2019-2022
道路长约9.1公里，道路规划红线20-25米，同步完善
雨污管道、照明、绿化、交通等设施

116020 13400
绵阳津建投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市住建委 市重

35 12 雨污水泵站建设工程

涪城区

高新区

游仙区

2019-2021

新建建设规模15万方每天的永兴污水泵站及过江管

道，5万方每天的小枧污水提升站及过江管道工程 ，

22方每秒的青义雨水泵站

21500 14150
绵阳雨污清建筑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市住建委 市重

36 13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地下智

能停车场及生命广场项目
游仙区 2020-2022

为缓解三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 ，拟结合三

医院地下空间实施智能停车库，同步建设地面生命广

场

6200 4000
绵阳市城市停车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绵投集团 市重

37 14
滨河北路西段排水及道路改
造工程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1

主要建设滨河北路污水管道，接至拟建永兴污水泵

站，提升过河到永兴污水处理厂，统筹实施沿线雨水

管网，因地制宜拓宽道路                                                                                 

14000 9800 四川嘉来建工 绵投集团 市重

38 15
南山路道路及排水改造补短
板工程

涪城区
经开区

2020-2021
建设道路工程、排水工程、桥涵工程、绿化景观工程
及其他配套公共设施，长约1.8公里

12000 2000 四川嘉来建工 绵投集团 市重

39 16 教育园区次支路网二期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19-2021

道路总长约3291米，建设5条城市支路及配套的排水

、边坡治理、绿化、照明等工程
22000 6940 教投集团 教投集团 市重

40 17
绵阳科技城第二水源开茂水
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0-2023
水厂建设规模为30万方每天，（含取水、净水、输水
工程）输水管道工程总长约52公里

160910 30000 水务集团 水务集团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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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8

中国科技城（绵阳）科技物

流产业园启动区市政道路纵

七路西段（涉铁路下穿）工

程

涪城区 2019-2022 纵七路道路全长2.4公里、标准路宽50米 25000 5000 通富弘业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42 19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城区属

范围）功能配套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约44203.34平方米，建设滨河北路雨水泵

站、生态水系、青义景观工程、绵江公路人行天桥
102094 20000 绵阳汇鑫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43 20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技城大道

二期（游仙段）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0-2022

游仙段全长2360.7米，规划道路宽60米，沥青混凝土

路面，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雨污水管道、照明工程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建设

63779 10000
绵阳园城融合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44 21
绵阳市东林镇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0-2022
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农
村居民住房条件改善工程

80045 15000 绵阳国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45 22
游仙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运

动公园建设项目（一期）
游仙区 2019-2021

建设儿童活动场、运动亲子设施及康体设施、商业配

套设施、道路、景观绿化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10000 4000 绵阳富乐投资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46 23
建小路（经一路至建华路）

市政道路工程项目
游仙区 2018-2021

道路总长约2.8公里，道路宽度40米，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等
12000 4800

游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和

环境保护局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47 24
背街小巷治理及打通断头瓶

颈道路（2018）
游仙区 2018-2021

建设东环路B段、东二路、创智路、建小支路等道路

工程，包括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等
9585 750

游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和

环境保护局富乐投资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48 25
石马特色小镇建设工程项目

（一期）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0-2022

整理出土地4600亩，危旧棚户区改造383250平方米，

改造石马镇文化活动中心8000平方米，配建中科、涪

江、横山、翠屏、甘泉、百胜统归自荐小区道路、路

灯、雨污水管网及绿化设施及市政基础设施

133000 35000
绵阳城东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49 26
江油市靛池湿地公园建设工
程

江油市 2020-2022

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城市花园四季观花游园区、城

市森林富氧运动体验区及绿化、景观水体、电气、给

排水、拦水闸坝、桥梁等配套设施

106069 56069 江油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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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7 云帆国际会议中心 江油市 2020-2022
规划总用地135.6亩，拟新建酒店用房、会议中心、
培训中心、室内运动场等及其装饰装修、景观绿化及

配套设施建设

54600 24000 江油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51 28 皓月广场 江油市 2020-2021
广场占地面积18941.66平方米，同步实施道路、光彩

、绿化公厕、桥梁等配套设施
13026 11026 江油市明月岛实业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52 29

江油市涪江东南片区两区同

建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道路

工程

江油市 2020-2022 新建四条道路及配套设施，全长3.09公里 28031 8000 江油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53 30
江油市让水河片区滨河西路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江油市 2019-2022

新建总长度约1830米，宽30米的道路；片区环线规划

长度945米，宽36米；李白大道与南一环交叉口立交

化改造工程，包括2万平方米商业及其他市政配套设

施

80000 29000
江油鸿飞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54 31

江油市西环线绵江路至平通

河段及南一环绵江路至西环

线段新建工程

江油市 2020-2022

新建两条道路，其中西环线路线长约5.96公里，标准

路基宽度36米；南一环路线全长0.962公里标准路基

宽度50米；配套建设雨污水管、给水管、电力管、照

明、景观绿化、交安等附属设施

95414 30000
江油鸿飞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55 32 江油市智慧城市项目 江油市 2019-2022

新建大数据云服务中心、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城市管

理指挥中心、地理信息采集、智慧政务、医疗、公安

、交通、城管、教育、旅游、社区、支付、照明等重

点基础设施项目

30000 8000 江油鸿飞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56 33
盐亭县产业基础设施承载能

力提升项目（一期）
盐亭县 2020-2022

新建5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9723米园区道路、给排

水工程、铺设污水管网2379米等配套设施
40000 10000

绵阳中嫘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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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4 梓潼县滨江公园建设工程 梓潼县 2020-2021
新建综合性公园，包括入口广场区、地面铺装、绿化

、生态停车区、公园商业设施
5000 3000

梓潼县聚源资产经营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58 35
梓潼县民俗文化创意园建设

项目
梓潼县 2020-2021

建设特色街区、商业服务、中医展陈体验馆、文艺大

师工作室、非遗教习馆、川菜名师馆
25000 15000 梓潼县梓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59 36
滨河南路道路工程（高新

区）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1

该道路起于沿安昌河右岸八家堰大桥，止于绵阳科技

城新区高新区界（绵广高速），全长约3.5公里，红

线宽25米，同步建设D1000的清溪污水处理厂至永兴

污水处理厂的尾水管

18000 11000 科发集团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60 37
核心区地下综合管廊及道路

工程

绵阳科技城新区（市

本级）
2017-2021

修建绵宏路、绵泰路、科教大道、龙界路地下综合管

廊及道路工程33.4公里
750000 60000 中建科发管廊项目公司 科发集团 市重

61 38 五里梁停车场综合体项目 游仙区 2021-2023

修建地下停车位约800个，办公用房、维修间，地下

基础工程、人防工程、配套雨污水管网、景观工程、

绿化、公共厕所、水电工程等

15000 2000 富乐投资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62 39 新桥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 游仙区 2021

项目占地47.5亩,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2319平方米，
接待中心总建筑面积306平方米，公园休闲建筑总建

筑面积约1468平方米；室外文化体育设施、娱乐休闲

服务设施以及水、电、绿化等附属配套设施

11000 11000
绵阳市游仙区交通建设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63 40
安州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二厂及配套管网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2

新建及改造安州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二厂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量达到 20000吨/天，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

标；建设安州清溪污水处理厂尾水管，起于安州区清

溪污水处理厂，止于永兴污水处理厂，总长约9.7公

里

32000 20000 绵阳宏博环保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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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41 安州区城市地下停车场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3

建设一环路（辽宁大道—滨江西路）段两侧及东辰学

校北侧绿化带，面积约135亩，其中对东辰学校北侧
绿地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地下两层，负一层商业商

铺，负二层策划智能机械化停车位800个

21794 8000
绵阳市安州区腾飞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65 42
绵阳科技城新区次支路网完

善工程二期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3

项目位于绵阳科技城新区绵盛路、科创大道、绵宏路

、科技城大道中段围合范围（“科技之心”及相关公

共服务配套项目范围内次支路网除外）,红线宽度10-

40米，同步建设道路附属配套设施（含绿化带）及街

头游园

50000 5000
绵阳安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66 43

安州区城市报警与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及智慧交通建设

（“天网三期”）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2

该项目覆盖面积1189平方公里的城市互联网报警系

统，包含公共视频监控系统、结构化解析平台、智慧

交通系统、天网运行管理平台等

5571 5571 安州公安分局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67 44 安州站站前广场工程 安州区 2021-2022

集散广场9735 平方米，私家车停车场2930 平方米 

（约180个），出租车停车场2086 平方米，公共汽车
站（含三个公交站台）1380 m'，消防车道400m，车

站广场与站台连接广场（含踢步和无障碍坡道）3357 

平方米，广场其他部分（卫生间，商铺）400 平方

米，治安岗亭及交通岗亭50 平方米，以及绿化景观

工程、广场照明、标识系统及市政设施等

24755 7755 四川金顺达公里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68 45
三台县南北干道（南段）道

路建设工程
三台县 2021-2023

新建一条长度1.94公里、宽度40米、双向6车道城市
主干道，配套建设雨污管网、交通指示、路灯照明、

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

29032 6000 三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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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46 五里梁基础设施二期项目 三台县 2021-2026

新建市政道路及雨污管网、综合管线、绿化、路灯、

给排水、供配电等配套工程，全长9.33公里；建设公

园2处

230220 20000 四川发达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70 47
盐亭县北部片区乡镇供水设
施及管网升级改造工程

盐亭县 2021-2022
新建供水站、提水泵站、高位水池、净化处理厂；改
建供水站，铺设供水管网，改造供水管网等

11097 5500 盐亭农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71 48
盐亭县西部片区城乡一体化
供水工程项目

盐亭县 2021-2022
新建供水站、提水泵站、输（提）水管道、高位水池
、提水泵站；新建、延伸管网

37899 19000 盐亭农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72 49
梓潼县两弹城大桥及配套道

路建设工程
梓潼县 2021-2022

新建城市桥梁1座，桥面长550米，宽25米；配套建设
桥梁连接道路长1923米，宽12-30米，配套建设雨污

水管网、路灯、绿化等附属设施

16000 3000
梓潼县聚源资产经营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三）水利基础设施7个 208450 62364 市重

73 1 沉水水库 江油市 2015-2022 水库总库容161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2.7万亩 42965 5000
江油市沉水水库工程建设管理

所
江油市人民政府 省重

74 2 绵阳市引通济安工程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0-2024

从通口河唐家山堰塞体（坝）上游取水，跨流域引水

至安昌河支流苏宝河，工程等别为Ⅳ等，工程规模为

小（1）型，设计流量8.0立方米每秒，多年平均引水

量8450万立方米

44362 10000 市水务集团 水务集团 市重

75 3
江油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项目

江油市 2019-2021

新建望乡台、含增供水站及配套管网和设施设备；扩

建武都供水站及配套管网和设施设备；改建三合供水

站及配套管网和设施设备；建设江油北部山区连片管

网；配套主管网所覆盖28个乡镇支管网及延伸管网建

设；建设智慧水务工程

62541 22541
江油市天一自来水有限责任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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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4
梓潼县武都引水二期灌区灌

溉供水工程
梓潼县 2020-2022

新建马东、建新、大兴3条灌溉渠，改造玛瑙、七曲

供水工程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建设
26300 8573 梓潼县武管局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77 5
涪江右岸绵阳丰谷段防洪治

理工程一期
涪城区 2021-2022

综合治理涪江右岸丰谷段，新建规划50年一遇、二级

标准堤防3.95公里
10282 2000

绵阳市涪城区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站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78 6

绵阳市安州区新勘堰取水枢

纽“8.11”水毁灾后重建工

程项目

安州区 2021-2022
新建1座拦河闸、2座进水闸、金属和电气设备、左右

两岸连接提防
16000 10250

绵阳市安州区建投矿业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79 7
魏城河（三台段）防洪治理

工程
三台县 2021-2022 新建堤防或护岸12公里，综合治理魏城河8.4公里 6000 4000 三台县水利局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四）能源基础设施11个 1403931 377173 市重

80 1
神华四川江油煤炭储备发电

一体化新建工程
江油市 2015-2021

2×100万千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50万吨国家煤炭

应急储备基地，包括2个平行布置的全封闭条形煤场
765919 151419

四川神华天明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省重

81 2 绵阳南500kV输变电新建工程

涪城区

游仙区

三台县

2020-2021
新建500kV变电站1座,建设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2组，

500千伏出线4回，同塔双回500千伏线路90公里
97503 41350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82 3
绵阳永兴至孟家西线π入磨

家梁220kV线路工程
高新区 2020-2021

新建同塔双回220千伏线路13.9公里；磨家梁变电站

扩建220千伏间隔2个
5237 1737 国网绵阳供电公司 供电公司 市重

83 4
绵阳南500kV变电站220kV配
套工程

涪城区
高新区

2020-2021
新建同塔双回220千伏线路39.3公里，单回220千伏线
路14.5公里

16468 14468 国网绵阳供电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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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5
元坝至德阳长输天然气管线
项目（安州段）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0-2021 建天然气36公里 20000 10000 省天然气管道投资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85 6
中国石油2019年油气田开发
产能建设项目

三台县 2019-2022

新建秋林16—17、10、201—203、205—214井组、金

华5井、金华中台山区脱水站、金浅1井、三台1井等

20口井进场道路、地方道路加宽、钻井、试油等

191300 50000
西南油气田公司致密油气勘探
开发项目部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86 7
中国石油2020年油气田开发
产能建设项目

三台县 2020-2023
新建秋林2、7、20、209－211、215－218等11口井进
场道路、地方道路加宽、钻井、试油等

176900 50000
西南油气田公司致密油气勘探
开发项目部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87 8
2020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项

目
三台县 2020-2021

新建110千伏变电站1座，主变1台，容量40兆伏安；

新建110千伏线路28.5公司；新建35千伏线路2.45公

里；新建和改造10千伏线路316.77公里，配变

869台，低压线路1543.06公司，户表160633户

40604 27199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88 9 绵阳市成品油集中仓库 涪城区 2021-2025
中石化、中石油、中航油、兴蜀石化在350亩范围修

建储存库
50000 1000

中国石油绵阳分公司

中国石化绵阳分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公司绵阳分公司

江油兴蜀石化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89 10 2021年中石化勘探项目 三台县 2021 新建油井6口及进场道路 25000 25000
西南油气田公司致密油气勘探

开发项目部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90 11
法国液化空气京东方配套大

宗气站二期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建设大宗气生产装置（TCN）1套，装置产能为生产氮

气2.5万标方/小时
15000 5000 液化空气（绵阳）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二、产业项目160个 16437877 3164316 市重

（一）工业94个 7719844 1639677 市重

91 1
绵阳市OLED显示和5G通讯膜

材产业化项目
涪城区 2019-2023

建筑面积17.2万平方米，新建2.5米宽幅PMMA（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偏光基膜AGAR（防眩膜）涂覆生产线

PMMA改性造粒生产线等23条生产线

280000 30000 四川龙华光电薄膜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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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
江油蜀玉超微非金属新材料

制造项目
江油市 2020-2022

建筑面积6.87万平方米，年产各类产品60万吨，一期

1条原料破碎生产线、1条小料制砂生产线、1条氧化

钙生产线、1条氢氧化钙生产线；二期增设1条氧化钙

生产线、1条轻质碳酸钙生产线、1条纳米钙生产线

58500 33000
四川省江油市蜀玉实业有限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省重

93 3

江油市中国科技城（绵阳）

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一

期）

江油市 2020-2022

机器人应用研发创新基地、机器人装备生产基地、智

能制造产业基地等。一期总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

米，其中单层厂房约2.7万平方米，多层厂房约2.7万

平方米，生产线2条

50000 23100
绵阳新松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省重

94 4
150亿瓦时汽车用动力电池项

目
三台县 2018-2023

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年产150亿瓦时固态共享电池

项目，包括试验中心、电池工厂、电池销售中心等
1660000 135000 四川新敏雅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省重

95 5
麦冬大健康领旗食品产业园

项目（一期）
三台县 2019-2021

新建26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办公用房、麦冬功能食品

工程技术中心、创意设计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160000 50000 四川领旗食品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省重

96 6
绵阳市国家高新区5G科技产

业园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2

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新建厂房、仓储用房、配套用

房及配套设施
137000 54000 绵阳新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省重

97 7
年产4.2万吨新型农药生产装

置及配套设施
经开区 2020-2023

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研发楼、控制室、车间、库房

、配电室、消防水池以及“三废”处理等配套设施
200000 50000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经开区管委会 省重

98 8 ****** ****** ****** ****** ****** ****** ****** ****** ******

99 9
年产20万台5G客户前置设备

产业化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19-2021

改造生产厂房0.3万平方米，新增网络分析仪、5G终

测仪等设备仪器400余台套，研制更高速率、支持等

多用户的5GCPE设备

12000 5845
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科创区管委会 省重

100 10
绵阳游仙区先进材料中小微

产业园项目
游仙区 2021-2023

建筑面积27.38万平方米，新建标准产业园区厂房、

配套办公用房、展示用房、配套食堂等
108000 20000

绵阳惠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省重

101 11
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
产业园项目

江油市 2021-2024

建设年产3万盘铸钢制动盘生产线、年产2万盘铝陶制

动盘及4万个铝陶鼓铝生产线、年产200吨碳纤维制品
生产线、年产22万盘涂覆轻量化制动盘生产线及年产

2.5万碳陶高性能制动盘生产线

110000 10000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省重

102 12
年产1.2亿只高倍率锂电池智

能制造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

新增锂电18650和21700全自动高速生产线，形成年产

1.2亿只高倍率锂电池的生产能力
65000 65000

四川长虹杰创锂电科技有限公

司
高新区管委会 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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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3 ****** ****** ****** ****** ****** ****** ****** ****** ******

104 14 ****** ****** ****** ****** ****** ****** ****** ****** ******

105 15 ****** ****** ****** ****** ****** ****** ****** ****** ******

106 16

中国（绵阳）科技城核医疗

健康产业园医用同位素生产
基地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1-2023

项目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8079平方米，其中生产厂

房建筑面积约3417平方米（含地下238平方米的放射

性废物库），科研办公楼约3365平方米，综合服务设

施约1165平方米；建设门卫、泵房等辅助建筑

27000 10000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07 17

中国（绵阳）科技城核医疗

健康产业园质子医疗装备制
造基地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1-2024

项目占地30亩，加速器生产制造总建筑面积1500平方

米，设备装备测试车间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设备

配件物流中心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研发实验室总
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办公区域总建筑面积800平方

米

100000 70000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08 18
中国科技城游仙高新区北区
高新企业加速器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1-2023

新建加速器厂区、办公区、地下停车场、地上立体式

停车库及给排水、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以及

园区外部的基础设施建设

123081 20000 绵阳国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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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9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

公司项目
游仙区 2021-2024

新建绵阳制药基地、片剂生产线、胶囊剂生产线、酊

搽剂生产线丸剂生产线
60000 10000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

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10 20 ****** ****** ****** ****** ****** ****** ****** ****** ******

111 21
华宝鼎业高折高透大功率LED

芯片封装胶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2

用地约49亩，建设高折高透大功率LED芯片封装胶项

目
20000 10000 绵阳华宝鼎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12 22

伴农动保生物昂川宠物食品

（营养添加剂）/药品全自动

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2
用地40亩，建设宠物食品（营养添加剂）/药品全自
动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12000 7500
四川伴农动保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13 23
中联水泥水泥粉磨系统技术
改造项目

安州区 2021-2023 水泥磨技改新增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线 16000 10000 安州区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14 24
年产10000吨金属铬产业化技

改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2

项目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购置煅烧回转窑、混料机

、冶炼等设备376台套，建成年产10000吨金属铬的产

业化生产线

8400 6000 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15 25 泰铸耐磨材料项目 江油市 2021

计划用地21.6亩，建设年产15000吨CEY系列超强度、

超高耐磨合金材料项目，建设厂房、购置相关设备，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11530 11530 四川泰铸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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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26 装配式建筑材料项目 江油市 2021-2022
建设年产量达1000万吨的装配式预制构件系列产品生
产线及建筑材料生产线和6万余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及

办公区

50000 16000
江油市瑞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117 27
年产40万立方米绿色新型建

筑ALC材料项目
江油市 2021-2022

新建智能装备研发实验室，年产40万立方米绿色新型

建筑ALC材料生产线，展览展示以及产业工人操作培

训基地

35000 20000 四川三筑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118 28 台原恒晟包装生产项目 三台县 2021-2023

用地500亩，建设研发、生产厂房等共33.3万平方

米，建设纸包装、塑料、包装、金属包装、玻璃包装

、装潢印务等生产线

125000 30000 四川省台原恒晟包装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19 29
再生轻质砼墙材、秸秆砼装

配式构件及其关联产品项目
三台县 2021

建设生产厂房及配套用房约30000平方米，建设年产

40万平方米再生混凝土轻质墙板、年产10万立方米秸

秆混凝土装配式构件（外挂板、楼梯等）、年产20万

平方米搞震砖、20万平方米砌块及其关联产品生产线

10000 10000 四川霸下哒科技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20 30 OLED维护半导体洗净项目 盐亭县 2021-2022

新建3条半导体级洗净生产线（无尘车间），以及办

公、研发、质检、交易、仓储、住宿等其他附属配套

设施

15000 10000 上海应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121 31
年产4GWh锂离子动力电池项
目

盐亭县 2021-2026

建设产能1GWh的共享东电源及其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

电池生产线和产能3GWh的低速车及5G基站储能设备用

电池生产线

100000 10000 绵阳锂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122 32
星星食品年产10万吨稻米精

深加工项目
梓潼县 2021-2022 建设10万吨稻米精深加工项目生产线及其附属设施 12000 8000 四川星星食品有限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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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33 ****** ****** ****** ****** ****** ****** ****** ****** ******

124 34 家用电器及汽车产业配套园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修建厂房43000平方米，购置挤塑机、压痕机、等设
备，建电源线、线束、IDMO数据线生产线30条，建

PVC塑料生产线1条，建冷凝器、蒸发器翅片蒸发器15

条

10000 4000 四川赛特英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25 35
年产10000台套工业缝纫机工
厂技术改造升级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修建精上公司缝纫机生产厂房50000平方米，新增加

工中心、数控机床、自动焊接机等设备，以及相关设

备、流水线技术改造

20000 5000 四川精上缝纫机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26 36 纳米柔性陶瓷背板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项目一期租用厂房约12000平方米，新建纳米柔性陶
瓷背板过渡生产产线，项目二期征用工业用地约

50亩，新建纳米柔性陶瓷背板生产线及研发、办公、

住宿等附属配套设施

50000 6000
廊坊市高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27 37
中空纤维膜研发生产基地项

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3

计划新增用地80亩，新建中空纤维膜研发生产基地项

目
60000 6000 新加坡美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28 38
高发智能制造产业园（一

期）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总建筑面积约55000平方米，主要新建标准厂房、公

共办公楼及配套设备用房，以及地块内道路、水、电

、通讯、绿化等配套设施

19000 10000
绵阳高新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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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39
新型环保包装材料产业化项

目
经开区 2021-2022

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购置高效节能全自动成型机

等设备（3-4种主要设备名称）32台套，新建环保包

装材料生产线六条，形成年产万吨新型包装材料的生

产能力

13500 8000 鸿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30 40
年产750万台空调压缩机全智

能变频电机生产线项目
经开区 2021-2022

新建单层框架式标准生产厂房、办公及其配套设施，

搬迁设备180余台（套），新购变频电机核心生产设

备28台（套），新建生产线3条

27300 10000
绵阳宏发一海机电制造有限公

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31 41
袋装物料智能装车袋装物料

系统装备及系统软件项目
经开区 2021-2023

新建建筑面积76000平方米，购置3D检测、焊接机器

人、自动激光切割、数控加工中心等设备180台套，
新建6条职能装车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

30000 10000 绵阳蓝奥机器人有限公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32 42
年产1亿平方米功能膜材料产

业化项目
经开区 2021-2022

建设厂房约20000平方米，生产线8条（含搬迁2条生

产线）和实验线1条（搬迁），及配套的环保设施，

购置净化及加工辅助设施20余台套

42034 30000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33 43
年产5200吨高频高速印制电

路板用特种树脂材料项目
经开区 2021-2022

新建生产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生产线7条及配套的环
保设施，购置生产及动力辅助设备203台套，形成年

产5200吨高频高速印制电路板用树脂产品的生产能力

20433 15000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34 44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及智能制

造项目
经开区 2021-2023

新建建筑面积约62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办公楼、研

发实验室、厂房、仓库等其他配套设施，新建信息通

讯及智能电子设备总装生产线一条，电子设备分装生

产线一条，通讯电子检测试验生产线一条

56000 8000
四川卓越信创科技责任有限公

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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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45 ****** ****** ****** ****** ****** ****** ****** ****** ******

136 46 太极川西北总部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新建大数据中心、物流中心
、结算中心等

30000 15000 绵阳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37 47 天铁信息安全产业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21-2023

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建设集办公、研发、销售、

运营、技术成果转化等为一体的新型卫星应用 、信息

安全加密系统研发、核项目、航天、航空、船舶产业
基地

25000 8000 绵阳天铁科技有限公司 科创区管委会 市重

138 48
中国（绵阳）科技城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园标准厂房项目
涪城区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建设高端制造标准厂房
14栋，独栋办公用房3栋，以及室外给排水、道路、

铺装、绿化、室外强弱电等附属设施

60157 27000 绵阳富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139 49
汽车冷却系统关键零部件电

子水泵产业化项目
涪城区 2019-2022 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引进专用设备 20000 7302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0 50
金富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科

研生产基地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2 建设生产基地、科研综合办公楼和配套房 10000 4400 绵阳金富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1 51
西部土壤修复及检测中心项

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19-2022 占地20亩，建设2万平方米土壤修复及检测中心 20000 10000 绵阳荣耀科技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2 52
智慧铁塔生产基地及通信产

业研发基地项目
涪城区 2018-2023 建设厂房5.7万平方米，办公及研发配套设施 30000 6000 绵阳恒盛通信网络工程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3 53

中国科技城（绵阳）科技物

流产业园启动区智慧物流信

息数据中心

涪城区 2020-2023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智慧物流大厦（A座）

、物流产业孵化中心（B座），开发LOFT商住两用型

办公楼

20000 2000 通富弘业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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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54

核心信息设备及配套系统装

备产业化、光通信系统集成

配套开发应用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0-2021

建设核心信息设备及配套系统集成装备 /军工智能仓

储/智能物流系列产品、光通信系统集成配套开发应

用系列产品生产线

30000 10000
四川巨亿智能工业大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5 55
二十一世纪新能源新材料生

态科技示范园（一期）
游仙区 2018-2021

主要建设科技创新孵化园，规划厂房10幢，配套用房

2幢，总共12栋单体建筑
90000 10000 绵阳富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6 56
光联科技年产100万只100G光

收发模块建设项目
游仙区 2017-2023

建设3条生产线，购置贴片机、耦合机、金丝键合机

、测试设备等全自动生产设备150台套；新建光通信

类产品研发、生产、仓储基地，含标准厂房、生产库

房、职工倒班房和办公楼

200000 10000 绵阳光联科技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7 57
四川移柯物联网智慧产业园

项目
游仙区 2019-2022

占地面积148.15亩，建设4条表面贴装技术生产线、

10条测试线和3条装配生产线；二期新建生产厂房、

研发中心大楼、展示和办公大楼

305000 22000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8 58 魏城镇工业园建设项目 游仙区 2020-2023
包含1100亩土地的五通一平，河堤整治，场镇基础设
计建设，雨污网改造等

75700 20000 魏城镇人民政府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49 59 浙江五洲新春工业园项目 游仙区 2020-2022
项目占地72.31亩，包括制冷配件制造项目和汽车零

部件及轴承制造项目
37113 3000 四川五洲长新科技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50 60 仙特米业粮食加工项目 游仙区 2018-2021

新建年加工小麦30万吨营养强化专用面粉生产线

1条，年加工稻谷10万吨精品小包装大米生产线1条，
年加工2万吨中高档营养花式挂面生产线2条及生产服

务辅助设施

13000 4500 绵阳仙特米业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51 61
绵阳威马汽车自动驾驶示范

园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18-2021

用地1200亩，主要建设试验试制中心和自动驾驶配套

示范产业园，其中试验试制中心建设面积38000平方

米，自动驾驶配套示范产业园建设面积27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5幢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

543700 188100
威马汽车技术（四川）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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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62
中南高科—绵阳安州擎动未

来产业园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19-2024

用地面积约1020亩，建设绵阳安州擎动未来产业园项

目，包括产业园区、商住配套项目
300000 39800 绵阳中南金石置业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53 63 新华内燃机整体搬迁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18-2021

用地103亩，新建汽车零部件生产厂房以及为生产、

生活配套的公用设备、设施
35000 5000 新华内燃机股份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54 64
皓临电子数字机顶盒、汽车

电子、包装印刷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19-2021

用地约60亩，新建厂房和研发中心，新购精密注塑机

30余台、高速5层瓦楞纸板生产线一台及其他大量配

套设备

12000 7000 四川皓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55 65
新型高精密五金、磁性电子

元器件研发及生产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0-2022

一期完善标准厂房建设12000平方米，研发、设备及

管理，二期新建30条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
10000 6500 四川浩进科技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56 66
固坤新型墙体年产60万m³加

气混凝土砌块及板材生产线
安州区 2018-2021

一期建设30万平方米增平方米气混凝土砌块生产线 ；

二期年产30万平方米增压加气混凝土板材生产线
16000 2000

绵阳市固坤新型墙体材料有限

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57 67 晶堡钙产品加工项目 江油市 2020-2022

项目分三期进行，一期为500万吨环保型智能化砂石

骨料生产线项目修建；二期为50万吨饲料钙和20万吨

超细钙项目修建；三期为碳酸钙新型下游产品生产线

12000 4000 四川晶堡工贸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158 68
年产3000万吨绿色建筑骨料

项目（一期）
江油市 2020-2021

新建矿山开采、生产制造厂、隧道廊道运输等功能

区，对马角铁路货运站进行改扩建，建设生产及生活

辅助设施，购进矿山开采、破碎筛分、除尘、水处理

等设施，建成集生产、运输、销售年产3000万吨绿色

建筑骨料生产基地

40000 24000 江油日昌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159 69
年产3万吨新材料（高端模具

钢）生产线项目
江油市 2020-2022

新建面积约30000平方米生产厂房和配套用房，新建1

条3150T锻造生产线，新购1台套3-10T的真空感应炉

及真空自耗炉和一部分精密加工设备及检测设备

15000 7500
江油市长祥特殊钢制造有限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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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70 梓州织造产业园建设项目 三台县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新建厂房、办公用房、宿舍

等，配套建设道路、电气、管网、燃气、绿化、亮化

等附属设施

65000 25000 绵阳市智汇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1 71
军用迷彩面料品质提升技改

项目
三台县 2019-2021

新建厂房2.2万平方米，购置漂白、染色、印花设备

20台（套），建设漂白布、染色布、印花布生产线，
配套建设/改造污水处理设施

15000 10000 绵阳佳禧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2 72
三台县智谷智能制造产业园

项目
三台县 2019-2021 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和办公用房 18000 9500

绵阳市智谷飞地园区管理有限

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3 73 汽车底盘生产线项目 三台县 2019-2021

建筑面积约6.6万平方米，新建生产厂房、办公楼和

技术研发中心，购置CNC加工中心、数控机床、CNC冲

床等设备220台（套）新建汽车底盘生产线

45000 21000
绵阳市耀源达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4 74
年产5000万平方米智能制造

高精密涂附磨具产品项目
三台县 2019-2022

用地90亩，新建厂房、办公用房等4万平方米，购置

黏结剂复配、薄膜静电植砂、薄膜固化线、背绒线、

分切线等设备,新建涂附磨具生产线4条

20000 4000
四川省三台县固锐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5 75 居里亚定制家居生产项目 盐亭县 2020-2021
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建设实木家居生产线、板式
家居生产线、办公大楼、研发设计楼和后期配套区

20000 7000 成都居里亚家居有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6 76

熔增环保1万吨/年废有机溶

剂、3万吨/年废酸及10万吨/

年生物固废循环利用项目

盐亭县 2020-2021

新建原料车间和成品制剂生产车间，包括生产车间、

产品研发中心、质量管理中心、库房、综合楼和职工

宿舍

38000 15000 四川熔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7 77 西南地板产业园项目 盐亭县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和配套建设库房、

物流、办公用房等设施
90000 25500

尚好佳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威

盛地板公司等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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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78
信得华西中药提取生产线项
目

梓潼县 2020-2021

总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建设香兰素类综合车间及其

附属设施、医药中间体综合车间及附属设施，原料植

物提取生产装置和原材料、成品库房及其附属设施

10000 4000 青岛信得药业有限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169 79 莱仕顿啤酒饮料项目 梓潼县 2020-2021
新建精酿啤酒饮料生产线，其中，3万吨精酿啤酒生

产线1条，果味啤酒及饮料生产线8条
10000 5000 莱仕顿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170 80
绵阳生物医药产业园（科技

创新孵化中心）
梓潼县 2020-2023

用地约560亩，新建创新中心、孵化园和产业园加速

器，配套建设原材料加工生产区、生物提取物生产区

、物流中心、药材集散中心和多功能配套区以及水电
气路等

93800 12000 梓潼县汇智水务有限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171 81 长虹新能源绵阳锂电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1

新建生产用房及库房等六栋建筑，建筑面积约7万平

方米
25000 10000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72 82 安和移动互联产业园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2

建筑面积68,856平方米，新建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设

施
20000 13000

四川安和精密电子电器有限公

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73 83 艾华集团西部生产基地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2

建设艾华集团西部生产基地，生产广泛应用于电源和

照明等领域的引线式铝电解电容器
15000 5000

绵阳高新区资江电子元件有限

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74 84
四川联合运通生活智能物流

配送中心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2

建设集线下体验馆、智能物流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

一体的大型城市生活智能物流配送中心
12000 5000 四川联合运通物流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75 85
四川诚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11配套工厂（二期）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3

征地44亩，建设洁净间20000平方米，从事光电显示

薄膜、TFT-LCD及OLED平板显示屏材、电容式触摸屏

相关材料的模切生产

50000 10000 四川诚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176 86 绵阳综合保税区建设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2

包括厂房建设、监控改造、检验平台、围网整治、电
力改造、卡口改造、海关设施改造、厂房维修、办公

室改造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

20000 10000 绵阳新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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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87
熊猫二代高端盖板玻璃生产

线项目
经开区 2020-2023

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一条高端盖板玻璃生产线；二

期新建一条高端盖板玻璃生产线
200000 30000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78 88
年产3万吨大米制品及配套调

味料项目
经开区 2020-2021

建筑面积34000平方米，购置烘干线、包装线、搅拌

机等设备（3—4种主要设备名称）台套，新建全自动

流水生产线10—15条

10000 7000 绵阳馥玺食品有限公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79 89
经开区创新创业孵化园建设

项目
经开区 2020-2022

一期改建建筑总面积约16685平方米；二期修建营业

用房及配套业务管理用房等，配套建设道路、绿化等

附属设施，购买和安装设备、设施等2000余（台、
套）

12996 5000
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80 90
四川骏玛机器智能制造产业

园
经开区 2020-2024

修建厂房、办公及其配套设施，搬迁设备200余套，

购置制造设备300余套，新建生产线5条
118000 10000 四川骏玛机器有限公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181 91 ****** ****** ****** ****** ****** ****** ****** ****** ******

182 92
基于5G及机器人应用的精密
电子制造智能化车间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19-2021
改造现有厂房，购置设备仪器搭建以电子制造信息化
生产数据为基础的生产物料使用信息与仓储管理系统

9800 2100 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 科创区管委会 市重

183 93 科技城创新基地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17-2021

总建筑面积约26.4万平方米，包括孵化中心大楼、技

术转移中心大楼、技术交易中心大楼，以及地下建筑

、基地内部道路、广场景观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

79800 3500
绵阳科创区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科创区管委会 市重

184 94 科技城创新中心三期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17-2021

总建筑面积19.55万平方米，数据中心、企业孵化器

及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
80000 1000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科创区管委会 市重

（二）农林牧渔22个 1147885 377640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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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 绵阳侨致农牧养殖项目 游仙区 2021-2022 新建养猪场11栋，办公楼2栋 27000 10000 绵阳侨致农牧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86 2
江西双胞胎畜牧年出栏40万
头生猪养殖产业园项目

游仙区 2021-2024

建设分娩舍、妊娠舍、后备母猪舍、隔离舍、仔猪出

猪间、淘汰猪出猪台、综合楼主体用房及集中住宿等

配套设施

40000 10000 绵阳双胞胎力通畜牧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87 3
2020年游仙区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游仙区 2021

全区18家畜禽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改造升
级，打造七里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园康丰源智能化畜禽

粪污处理中心，培育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组织

5387 5387 游仙区农业农村局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88 4
游仙区忠兴镇佛祖村循环农

业生态园项目
游仙区 2021-2022

新建生产区厂房、附属设施、环保设施、生活区、库

房
25000 10000 绵阳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189 5
东方希望绵阳安州区养殖产

业链项目
安州区 2021-2025

新建桑枣繁育场、方碑育肥场，含生活区配套设施、

人员隔离楼、保育舍、隔离舍、综合环保趋区域等
65000 30000

绵阳安州区东方希望畜牧有限

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90 6
2020年中央预算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三台县 2021 建设高标准农田2.6万亩 7800 7800 三台县农业农村局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91 7
三台县20万头生猪现代循环

产业项目
三台县 2021-2022 新建12个生猪育肥场、4个种猪场 46000 20000 三台县盛丰绿源农业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92 8
三台县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三台县 2021

完成全县28个乡镇易地扶贫搬迁道路、水利等后续产

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8430 8430 三台县各乡镇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193 9
2020年盐亭县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盐亭县 2021

格田整理，渠道建设，整治山坪塘、石河堰、提灌

站，新建蓄水池、田间道路及配套设施
5000 5000 盐亭县农业农村局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 34 —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起止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2021年预计投资 项目业主单位 责任单位 省市类别

总序 分序

194 10
梓潼县5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

项目
梓潼县 2021-2023

征地80亩，用于50万头正大生猪屠宰加工及其配套设

施建设
20000 3900 北京正大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195 11
平武县虎牙林区林下经济节

点公路
平武县 2021-2022

改建四级混凝土路面农村道路21.393公里，路基宽

6.5米、路面宽6.0米，主要工程有混凝土路面、路基

挖方、填方、路基防护、边沟排水、涵洞等工程

14476 8000 平武县涪水源国有林场 平武县人民政府 市重

196 12
50万头川藏黑猪全产业链绿

色发展项目
江油市 2019-2023

原种场、标准育肥场、“冯光德实验室”和“院士工

作站”江油分院（站）、代养厂、定点屠宰场、高端

肉食品精深加工及冷链物流配送产业园 ，年产9000吨

有机肥厂

254149 50000 四川古川藏优食谷食品 江油市人民政府 省重

197 13
新希望六和150万头生猪全产

业链基地项目
盐亭县 2020-2022

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新建年出栏150万头商品猪养
殖基地和年屠宰规模200万头现代化生猪屠宰及肉制

品加工基地

231750 92000 盐亭新好农牧有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省重

198 14 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安州区 2020-2021

土地平整3623亩，地力建设23226亩，整治山坪塘21

口，蓄水池3口，整治提灌站6处，渠道41151米，渠

系建筑物工程4103处，新建及整治道路42849米，建

设6套高效节水灌溉系统，新建护坡5602米，新建工

程碑5处，坟地搬迁20处

5000 3000 安州区农业农村局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199 15 现代渔业产业项目 江油市 2019-2022

新建钢构大棚、养殖池、苗种孵化池、培育池、加工

坊、水循环处理系统，购置循环用水水泵增氧系统和

水产深加工设备

16300 5000 四川森林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00 16
地国农业双河报恩寺万头种

猪养猪场
江油市 2020-2022

新建万头种猪养殖场圈舍，包含场内绿化、硬化、相

应配套附属设施；养殖区配套水果种植园建设
24500 10000 四川省江油地国农业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01 17
江油市优质生猪扩繁育肥项

目
江油市 2020-2022

新建3个5000头规模的仔猪繁育基地，1个350头规模

公猪站，72栋1400型育肥场以及配套消纳及管网
64360 30000

江油星乙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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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18
40万头生猪一体化高效集约

经营项目
三台县 2020-2024

新建饲料加工车间、种母猪标准化圈舍、育肥保育楼

、屠宰车间及附属设施
140000 25000

绵阳明兴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03 19
三台县农业产业园区建设项
目

三台县 2020-2022

松垭一号路至永明镇连接线工程、永明镇澜田坝村村

内麦冬产业道路、永明镇至麦冬小镇连接线工程，麦

冬大道，高标准农田1000亩，体验服务中心一座

27610 8000 三台县盛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04 20
盐亭县柏垭蛋种鸡制（繁）
种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盐亭县 2020-2021

总建设面积31600平方米，新建科研实验楼、饲料厂

、父母代蛋种鸡、种鸡育雏场、附属设施用房、孵化
场、附属设施用房、科普教育展示馆、体验室等，以

及道路和其他配套工程

12523 4523 盐亭农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205 21
梓潼县循环农业生态养殖园
区建设项目

梓潼县 2017-2022

新建种猪场6个、循环农业种植园区6个、年产20万吨

畜禽饲料厂1个、存栏110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150
栋，配套相应的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和资源化利用种植

园

100000 25000 梓潼金驰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206 22
梓潼县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梓潼县 2020-2021 建设高标准农田2.4万亩 7600 6600 梓潼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三）商贸27个 2792799 670899 市重

207 1 长虹金嶺一号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1-2024

总建筑面积约222554.3平方米，建设休憩绿岛、商业

、住宅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190000 10000 绵阳虹盛泰置业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08 2
长虹华丰文化创业园及桐里

华府项目
涪城区 2021-2025

总建筑面积约159543.30平方米，建设文创、商业、

住宅、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96000 18000 绵阳虹尚置业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09 3 长兴·金湖庭院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1-2024

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商业面积48190平方米，

主要修建合院、高层住宅
300000 100000

绵阳辰兴雅致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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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4 四川裕农新域商贸物流城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1-2024

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建设蔬菜批发交易中心

、临街商铺和配套服务用房，以及室外水、电、道路

、绿化等附属配套工程

51836 18000
绵阳市高水农副产品批发有限

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11 5 丰树川北国际物流园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建筑面积约53000平方米，建设4栋高标准物流仓库以

及其他配套用房
15000 10000 上海丰树管理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212 6 长虹城（一期）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总建筑面积85200平方米，建设商业、住宅、于一体

的商业综合体
81700 10000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213 7 梓潼县人民广场商业项目 梓潼县 2021-2022 人民广场改造提升、地下商业空间开发、停车库建设 30000 15000 九洲千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214 8 金悦尚城 平武县 2021-2023 商住共计5.5万平方米 28000 16000 绵阳卓诚房地产开发 平武县人民政府 市重

215 9 毅锦SOHO 涪城区 2020-2022
建设毅德商贸城F、G区，打造集餐饮休闲娱乐主题于

一体的城市特色功能板块
10000 4000 绵阳西部现代物流城开发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16 10 恒大翡翠龙庭 涪城区 2018-2022
总建筑277492.05平方米，包括住宅、商业建配套及
管理用房

198477 4000 绵阳市永合万益置业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17 11 南城悦府 涪城区 2018-2022
总建筑面积83336.67平方米，包括住宅、商业、车库

等
48335 4000 四川大胜置业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18 12 富临大都会二期 涪城区 2020-2023
占地面积5768.46平方米，机动车位122个，计容面积

30059.90平方米，拆迁还建面积6514.88平方米
30000 10000 绵阳临园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19 13 领地东原·阅城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19-2023

总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商业15万平方米，涵盖星级

酒店、餐饮等
338800 68000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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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14 嘉来·南河广场 涪城区 2017-2021
总建筑面积176886.25平方，建设集商业、住宅、餐

饮、娱乐健身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114700 25000 四川嘉来置业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1 15 九洲·云栖湖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19-2022

房屋193672平方米，修建配套基础设施物管用房等功

能用房
151467 90000 绵阳畅美嘉实业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2 16 蓝润·春风里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建设10栋18层高品质住宅，

涵盖餐饮、娱乐等业态
85000 25000 绵阳荣越置业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3 17 兴发御景湾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18-2022

计划用地111亩，建筑商品住宅楼20.5万平方米，商

业2200平方米
51000 9000 绵阳兴发置业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4 18 九洲·跃进路16号 涪城区 2018-2022
分两期建设公园休憩体验购物 、主题商业街、品牌

酒店等
174932 9000 绵阳市畅泰实业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5 19 玫瑰花城三期 涪城区 2019-2021
用地12424.97平方米，容积率3.0，总建筑52815.77

平方米，其中商业面积1582平方米
32000 5300 绵阳市三汇房地产开发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6 20 远大·蔚蓝海岸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4 商品房、商业，总建筑面积497757.94平方米 269600 45000 绵阳远大房地产开发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7 21 九洲·北郡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2

建筑面积11110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约84400平方

米，其中住宅约70200平方米，商业及配套约14200平

方米

64820 20000 绵阳畅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8 22
中国科技城游仙高新区北区

电子信息配套物流园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0-2022

建筑面积为212467平方米，主要包括区内物流系统建

设，以及给排水、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和园区

外部基础设施建设

109858 25000 绵阳国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229 23 中宏建材博览中心（一期）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19-2021

用地120亩，建设内容包括家居建材、五金机电、汽

摩配及汽保、电子商务、双创公寓、酒店、汽车用品

、特色商品经营、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商贸城

50000 10000
绵阳新宏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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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24 幸福汇城市生活广场 江油市 2020-2021
建设总建筑面积约为10万平米的主题特色BLOCK商业

街区
38274 28199

江油新炜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31 25 圣名国际二期综合体项目 江油市 2019-2021
新建商品房和商业综合体，其中建设12万平方米的商

业综合体
88000 47400 四川省圣名实业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32 26 皓月酒店 江油市 2020-2023 新建总建筑面积65300平方米的皓月广场配套酒店 80000 10000 江油市明月岛实业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33 27 圣桦时代广场项目 三台县 2020-2021
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建设购物中心（含影城）、风

情商业街、美食城等
65000 35000

绵阳市佳荣瑞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四）文旅17个 4777349 476100 市重

234 1
盐亭县西部写生创作基地项

目
盐亭县 2018-2022

建筑面积34.6万平方米，接待中心、写作创作中心、

青少年营地及配套设施
110000 22000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盐亭县人民政府 省重

235 2
绵阳市“两弹一星”红色旅

游项目
梓潼县 2019-2022

总建筑面积8.05万平方米，包括红色旅游研学营地，

新建包括研学区、体育馆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新

建三线博物馆、航天科技馆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等

75080 20000
绵阳两弹一星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省重

236 3 文创产业园项目 涪城区 2021-2026

医院床位约350个、服务中心、客运站、会展中心、

图书馆、科技馆、数字产业中心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

米，配套市政道路、雨污水管网、水电气管网等基础
设施约60公里

1200000 80000
粤港湾文创产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省重

237 4
“美丽花城”旅游基础配套

设施提升建设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2

罗浮山4A级旅游景区道路改造和标识标牌提升 ；白水

湖创建4A旅游景区道路和标识标牌等提升；安州区游

客集散中心标准化及旅游服务区（点）建设10处；建

设旅游标识导视系统；改扩建旅游公共厕所56座；新

建生态停车场（泊位30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0

个（快充）及其他配套设施设备等建设内容

16650 4000
绵阳市安州区旅投文化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 39 —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起止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2021年预计投资 项目业主单位 责任单位 省市类别

总序 分序

238 5 北川中华大熊猫动植物园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1-2027

建立西南地区本土珍稀动植物科研科普核心区 、大熊

猫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示范区、川北野生动物救护基地

、大熊猫志愿者交流中心北川城市核心区绿肺等相关

配套设施

71200 5000
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羌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
市重

239 6
平武县西城门古街旅游开发

项目
平武县 2021-2023

总建筑面积22883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沿江娱乐休
闲区、美食街及创意集市、平武文化和民俗风情街、

特色民宿、民俗文化展览馆、地下停车场、道路工程

、景观工程、室外排污排水工程、室外供电安装工

程，亮化工程及电讯工程等公共设施配套工程

25586 5000 四川报恩龙城置业有限公司 平武县人民政府 市重

240 7
仙海教育旅游康养产业建设

项目
仙海区 2021-2025

总占地面积约3000亩，项目设计有学校（教育）、医

疗、养老、养生、休闲小镇、文化科普教育实践基地
420000 60000 四川东辰集团有限公司 仙海区管委会 市重

241 8
中信乌木文旅健康产业建设

项目
仙海区 2021-2025

项目总占地5817.24亩，包含建设仙海河湖公园、东

方神木广场、中信康复理疗中心、健康综合服务平台

、东方神木文化酒店、全龄段体育运动公园等

1860000 80000

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       

中信创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四

川绵阳昊星实业集团

仙海区管委会 市重

242 9
绵阳市游仙区“芙蓉花溪”
乡村振兴综合项目

游仙区 2019-2021

包含道路23.2公里（含7座桥梁）,绿道26.2公里以及

游客集散中心、乡镇雨污水管网、生态驳岸工程及水

生态治理工程

147900 22900
绵阳市游仙区交通建设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243 10 川北野生动物园 游仙区 2019-2023

总规划用地约1150亩，包括猛兽区、水禽区、萌宠互

动区、百鸟园、灵长区、食草区、表演场、儿童乐园

、水上游乐区、兽医院、服务中心、广场及游步道、

桥等

100000 15000 绵阳富乐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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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11
罗浮山温泉康养小镇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
安州区 2020-2023

建设文化街、植物园；改造提升游客中心博物馆、羌
王城景区和飞鸣禅院；以及在景区公共区域内新建景

观工程、服务设施、公共建筑等

85372 19200
四川绵阳生物礁国家地质公园

管理处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245 12
三台县潼川古城旅游综合开

发项目
三台县 2018-2022

总建筑面积11.42万平方米，包括古迹建筑、传统民

居及商铺保护性修缮和风貌提升，新建院落式风貌建

筑、文化主题酒店、停车场2.4万平方米及配套附属

设施等

72500 26000
绵阳郪海文化旅游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46 13 印象涪江美丽岛 三台县 2018-2022

总建筑物面积11.76万平方米，包括双鱼巨蛋VR科技

动漫馆、景区园林、道路、奇幻餐厅、植物迷园等游
乐景观及岛内护岸线等

200000 50000 绵阳江心岛旅游开发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47 14
梓潼县七曲山风景区创5A旅

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梓潼县 2018-2022

维修改造文化广场、景观楼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维

修改造仿古建筑、书院、素餐厅、宿舍、公共卫生间

、休息亭以及景观绿化

69061 12000 绵阳七曲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248 15 平武报恩文旅小镇 平武县 2020-2025
旅游接待中心、旅游商业、星级酒店、精品民宿、康
养社区以及生态旅游园区等项目建设

150000 20000
四川水泽田文化旅游产业有限
公司

平武县人民政府 市重

249 16
平南农旅小镇（一期、二

期）
平武县 2020-2025

总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包括民宿、民俗酒店及配

套用房、集中停车场4处（500个停车位）以及相关配

套景观、道路、娱乐设施、管网等附属工程

24000 5000
四川水泽田文化旅游产业有限

公司
平武县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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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17 七彩枫林旅养小镇建设项目 仙海区 2020-2023

总占地约1500亩，建设川北彩色植物研究中心、川北

彩色植物工厂、花领学院、七彩枫林、森林俱乐部特

色商业街区、莫兰迪花园酒店、花香旅居（二期）

150000 30000 四川胜泽源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仙海区管委会 市重

三、社会民生及生态环保75个 5390802 1064444 市重

（一）教体19个 478828 192986 市重

251 1 富乐国际小学 游仙区 2021
建设约4.8万平方米的教学楼、住宿，约6700平方室

外运动场、绿化景观
35000 35000 四川凯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252 2 绵阳市安州区调元实验小学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1-2024

新征土地约34亩，新建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总面积约

14000平方米，同时建设校门、道路、运动场、绿化

、围墙等相关配套设施，购置相关教学设备

12000 3000 安州区教体局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253 3

绵阳高新区永兴镇初级中学

学生宿舍楼、综合楼（含校

门）建设工程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3
建筑面积6885.00平方米，新建一栋实验综合楼和一
栋学生宿舍

8000 2000 绵阳高新区永兴镇初级中学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254 4 绵阳博美实验高级中学 经开区 2021-2022
建筑面积31000平方米，修建办公楼、教学楼、实验
室、计算机中心、图书馆、艺术学术中心、学生公寓

和食堂

30000 20000
绵阳市博森瑞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255 5 三江实验学校项目 经开区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64432平方米，新建综合教学楼、办公楼

、食礼堂、图书馆、学生宿舍及室外运动场、地下停

车场、道路排水绿化等配套设施

39485 20000
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经开区管委会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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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6 绵阳少年儿童成长中心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21-2022

总建筑面积44024平方米，主要面向16岁以下青少儿

童，容纳在校学生2000人，新建教学综合楼、行政图

书楼、游学楼、食堂和配套设施

20000 12500
绵阳市科创区博远科技股份有

限责任公司
科创区管委会 市重

257 7

绵阳市涪城区绵实西园学校

建设项目（四川省青少年篮
球后备人才基地学校）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3

建筑总面积约130000平方米，新建教学楼、宿舍、食

堂、体育场及配套设施，分两期建设
47768 12425

绵阳今尚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教投集团 市重

258 8
绵阳二中金家林校区改扩建

工程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2

建筑面积24860.09平方米，新建综合楼一栋、学生公

寓二栋，以及室外附属工程和校园风貌打造
9645 5700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59 9 成绵路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 涪城区 2020-2022
绵阳五中整体改扩建，拆除现小教学楼和五中学生宿

舍楼、教学楼，新建教学楼14500平方米
8673 5200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60 10 青义幼儿园建设工程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1 占地10亩，新建8000平方米校舍 5300 4300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61 11
绵阳职业学校产教融合实训
中心

涪城区 2020-2022
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新建产教融合培训中心及配
套工程

9100 5400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62 12
西南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

园（一期）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18-2021

建设西南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实训大楼、现代生物农业

示范基地
9000 4000 西南科技大学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63 13 ****** ****** ****** ****** ****** ****** ****** ****** ******

264 14 富乐二中 游仙区 2020-2021
占地63.5亩，新建校舍、室外活动场、校门、围墙等

附属设施及教学设施设备
25700 1000 游仙区教体局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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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15
佳发智慧教育体验实训中心

（川北）
江油市 2019-2021

总建筑面积31807.58平方米，新建文教中心和智慧中

心
22000 8500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66 16 三台博强蜀东外国语学校 三台县 2019-2022
用地约162亩，建设一所包括学前教育、小学、初中

教育3个层次的全日制、寄宿制民办学校
66000 10000 四川博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67 17
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第一中

学项目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0-2021

建筑面积42172.76平方米，新建教学楼、综合实验楼
、学生礼堂、食堂、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风雨操场

、预留教学用房、教师周转房，以及运动场、消防道

路、蓄水池、绿化、水电管网等附属设施

14361 4761 北川羌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
市重

268 18 梓潼县全民公共运动中心 梓潼县 2020-2021
建筑面积2.32万平方米，建综合体育馆、室内游泳馆

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
30200 14200

绵阳两弹一星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269 19 绵阳科创区云泉路学校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20-2022

建筑面积约359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小学教学楼

、初中教学楼、综合楼、体育馆、食堂以及室外运动

场、室外道路排水等配套设施

19989 5000 绵阳科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科创区管委会 市重

（二）卫生17个 840526 130855 市重

270 1 绵阳三江医院项目（一期） 经开区 2021-2023

建筑面积17.92万平方米，新建门急诊、住院、医技

、行政等基本医疗及办公用房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

市政设施，地面环境景观设施等工程，新增床位1000

张

189000 25000 绵阳三江医院 经开区管委会 省重

271 2
绵阳市游仙区人民医院老年

医学中心
游仙区 2021-2022 新建老年医学中心业务用房123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 16000 6000 绵阳市游仙区人民医院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272 3
绵阳市游仙区公共卫生医疗

中心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1-2022

新建公共卫生医疗中心综合业务及辅助用房 12000平

方米，采购CT机、呼吸机等设施设备
6000 3400

绵阳市游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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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4
江油市第二住院大楼及科教

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江油市 2021-2022

新建规模60000平方米的住院大楼和科教综合楼，其

中第二住院大楼12000平方米；科教综合大楼48000平

方米

22000 10000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74 5
江油市人民医院新建外产科

大楼
江油市 2021-2023

新建总建筑面积36520平方米的外产科大楼，同步建

设相关附属设施
24756 8000 江油市人民医院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75 6 妇幼保健院二期项目 三台县 2021-2022

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新建住院妇科病区、产科病

区、ICU、新生儿病区、产房、手术室、检验、放射

科及地下停车等业务功能用房

6200 3700
三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76 7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内

儿科大楼项目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21-2022 新建16000平方米，配套设施设备 7155 4855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
市重

277 8
绵阳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
涪城区 2021-2026

总建筑面积124200平方米，新建急诊部、门诊部、住
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行政管理、院内生活用

房及地下停车场

120000 5000 四川省绵阳四〇四医院 市卫健委 市重

278 9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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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10 绵阳市中心血站迁建项目 涪城区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15704.66平方米，含血液检测综合楼（含

实验室）、采供血业务综合楼、后勤保障楼、门卫室

、污水处理站、垃圾房及地下室；购买采供血专用医

疗设备及其他设施设备一批

18100 4500 绵阳市中心血站 市卫健委 市重

280 11
四川省绵阳市中医医院中医
药传承与创新工程建设项目

经开区 2019-2022

新建绵阳市中医医院经开区分院医疗业务用房 52405

平方米，改造绵阳市中医医院本部业务用房 5000平方

米，以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等

30177 8000 绵阳市中医医院 市卫健委 市重

281 12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医

学综合楼建设项目
游仙区 2020-2023

总建筑面积33000平方米，新建精神卫生中心综合楼1

幢及相应的高低压供配电、消防、绿化、道路等附属

设施设备

26000 4500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市卫健委 市重

282 13

绵阳市游仙区妇女儿童医院
（绵阳市游仙区妇幼保健

院）第二院区业务综合楼

游仙区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新建业务综合楼及相关配

套设施
18000 10000

绵阳市游仙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283 14
绵阳市三台县人民医院门急

诊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
三台县 2019-2021 新建门急诊住院综合楼4.98万平方米及附属配套设施 38800 28300 三台县人民医院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84 15
盐亭中医医院门诊住院医技
综合楼项目

盐亭县 2019-2021
新建门诊住院医技综合楼16488平方米，道路硬化、
绿化等附属配套工程

7138 2000 盐亭县中医医院 盐亭县人民政府 市重

285 16 梓潼县中医医养结合项目 梓潼县 2019-2021

建设约10000平方米医疗、康复、养老建筑用房及配

置相关医疗设备，建设肿瘤综合诊疗、治未病（健康

管理）、区域影像平台、医养结合康复颐养中心

11000 1200 梓潼佳士医养管理有限公司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286 17 第三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 北川羌族自治县 2019-2021 新建业务综合楼16000平方米，配置配套设施设备 8200 1400 北川羌族自治县第三人民医院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
市重

（三）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3个 1958515 256100 市重

287 1
中国（绵阳）国际康养小镇

项目
涪城区 2019-2023

建筑面积约120.0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涪乐田园综合

区、文化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康养度假区
700000 28800 四川蓝城桃李春风旅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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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2 科虹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21-2022

总建筑面积19558平方米，新建科虹社区公共服务中

心项目主体及室外附属配套设施
8515 5300 绵阳科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科创区管委会 市重

289 3
九华府项目（高端人才住房

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1-2024

为中物院高端人才建设高品质住房 5000余套，总建筑

面积约175万平方米
1250000 222000

绵阳市嘉远瑞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绵投集团 市重

（四）保障性住房28个 1733118 354003 市重

290 1

涪城区御营坝危旧房棚户区

改造项目（二期）基础配套

设施工程

涪城区 2021-2023
修建供电线路、挡墙、道路、排洪渠、雨污水管道、

供水供气管网及配套小区幼儿园
43443 3500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91 2
中物院公租房及小学建设项

目配套道路工程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游

仙区）
2021-2022

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70150平方米，共计7条道路，总

长约3184.32米
19000 9000

绵阳惠东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292 3
江油市城南片区棚户区改造

安置房建设项目
江油市 2021-2023

新建建筑面积约15.9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其中地上

12.4万平方米、地下3.5万平方米
54700 25000 江油市城乡建设发展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293 4
三台县梓州产城新区北坝片

区安置房项目
三台县 2021-2022

新建建筑面积约117410平方米，新建26栋住宅楼、4

栋配套楼,同步建设安置小区道路13500平方米，绿化

2345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24285平方米，室外给水、

雨污水管网3500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42323 15000 四川发达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294 5
磨家镇茅针寺统建房（二

期）建设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1-2022

总建设面积约71800平方米，新建二期安置房

24000.12平方米及综合配套设施
24000 10000 绵阳新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295 6
仙海区徐家桥安置小区（二

期）建设项目
仙海区 2021-2022

建设规模：113栋，437户，1栋活动中心及其附属设

施，建筑面积：113598.61平方米
25000 10000

绵阳仙海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仙海区管委会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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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7
绵阳市朝阳厂片区国有工矿

棚户区改造项目
游仙区 2020-2022

对朝阳厂棚户区1813户进行改造，含配套建设小区道

路、管网等
87429 3500

绵阳科发天达投资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科发集团 市重

297 8
御营坝片区危旧房棚户区改

造项目
涪城区 2018-2023

改造约92亩，拆迁2091户，新建安置房约14.2万平方

米
115000 20000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98 9
青义老场镇危旧房棚户区改

造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涪

城区）
2020-2025

改造房屋260190平方米，修建配套基础设施及社区管

理用房、物管用房等功能用房
116000 10000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299 10
滨江天越（涪城路1-11号改

造项目）
涪城区 2018-2021 改造地块15.8亩，拆迁252户，新建建筑9万平方米 76000 10000 四川陆建吉泰置业有限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300 11 金桥商场旧城改造项目 涪城区 2018-2022
改造地块33.4亩，拆迁430户，新建建筑面积17万平

方米
130600 10000

四川新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301 12
烟厂老厂区及家属区改造项

目
涪城区 2018-2023

改造地块66.7亩，涉及拆迁524户，新建建筑面积约

19万平方米
110000 20000 涪城区住建局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302 13
圣水六组城中村改造项目

（福星·上江城）
涪城区 2018-2022

改造地块约57亩，新建建筑面积268760平方米，还建

566套
78000 5000

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303 14 ****** ****** ****** ****** ****** ****** ****** ****** ******

304 15
江油市城东棚户区改造安置
房建设项目

江油市 2020-2022 建设安置房60000平方米 24000 11000
江油鸿飞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305 16
江油市“字巷子·岳家桥”

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
江油市 2020-2022

用地面积38194.42平方米，修建住宅、商业用房、地

下停车场、配套服务用房等及附属配套工程和道路一

条

78707 42000 江油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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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17
江油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

设项目（一期）
江油市 2020-2023

规划总建筑面积87055.06平方米，其中，地上安置房

建筑、商业用房、物管用房、地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

设备

36495 15000 江油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307 18

江油市涪江东南片区两区同

建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安置

房及便民设施项目

江油市 2020-2021
总建筑面积为92237.98平方米，修建2栋22层住宅、2

栋21层住宅和1栋20层的商业加住宅综合楼
45603 18603 江油市城乡建设发展 江油市人民政府 市重

308 19 北泉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三台县 2020-2022

新建安置房76450平方米，配套雨污管网、给水、燃

气、强（弱）电管网、照明、安防、垃圾场收集等基

础设施

26140 8000 三台县工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309 20
五里梁潼川片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
三台县 2019-2022

新建（配建、回购）安置房20万平方米，同步建设安

置小区护坡、给排水、燃气、强（弱）电管网、道路

、广场、绿化、照明等配套基础设施以及车位（库）

、社区管网用房、幼儿园、物管用房等配套功能用房

及与小区相关的红线外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79000 22000 三台县工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310 21

三台县城北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凤凰山片区潼

川镇危旧房改造项目

三台县 2019-2021

建筑面积48751.69平方米，新建住宅540套，同步建

设给排水、燃气、强（弱）电管网、道路、广场、绿
化、照明等配套基础设施和车位、社区管网用房、物

管用房等配套功能用房

18000 13000 三台县盛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311 22
三台县地毯厂棚户区改造项
目

三台县 2020-2022

改造棚户区190户，新建（配建、回购）安置房，同

步建设安置小区给排水、燃气、强（弱）电管网、道

路、广场、绿化、照明等配套基础设施以及车位

（库）、社区管网用房、物管用房等配套功能用房及

与小区相关的红线外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9500 3000 聚鼎鸿顺市政公司 三台县人民政府 市重

312 23
梓潼县文昌镇棚户区改造项

目
梓潼县 2019-2022 征收危旧房棚户区1214户，拆除房屋32万平方米 100000 10000 梓潼县文昌镇人民政府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313 24
梓潼县文昌镇棚户区（城中

村）第二批改造项目
梓潼县 2019-2022

安置总户数约821户，项目实施地块占地面积约

546亩，总改造面积约89372平方米
70000 11000 梓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 49 —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起止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2021年预计投资 项目业主单位 责任单位 省市类别

总序 分序

314 25
梓潼县长卿镇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
梓潼县 2019-2022

安置总户数约320户，项目实施地块占地面积约

226亩，总改造面积约70400平方米
30000 3000 梓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梓潼县人民政府 市重

315 26 高新区双碑九组统建房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18-2021

规划总建筑面积128789.00平方米，包括住宅、综合

市场及部分其他配套
35000 3000 绵阳新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316 27
玉龙院片区统建安置房及配

套路网建设

绵阳科技城新区（高

新区）
2020-2022

新建安置房面积约11.83万平方米，道路6公里及管网

、绿化、路灯等城市公共配套设施等
119300 32000 绵阳新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 市重

317 28 兴隆社区统建房二期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科

创区）
2020-2022

项目房屋总建筑面积40997.74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住宅及附属配套设施
14878 6400

绵阳科创区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科创区管委会 市重

（五）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8个 379815 130500 市重

318 1
游仙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二期）

游仙区 2021-2022 二期建筑面积为1.2万m3/d 15000 4500 绵阳富乐投资有限公司 游仙区人民政府 市重

319 2
安州区城乡垃圾分类收转运

体系建设项目
安州区 2021-2022

花荄镇等10个乡镇新建垃圾分类收集点1500处，配备

垃圾分类桶20000只，全区每个村民小组至少达到

1处；花荄镇等10个乡镇配套垃圾分类转运三轮车160

辆，全区每个村基本达到2辆三轮车

25500 20000 安州区工业开发公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320 3 七星坝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游仙区 2021-2023 新建每天6.5万方污水处理构（建）筑物及相应设备 53000 2000 水务集团 水务集团 市重

321 4
绵阳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处

置项目
盐亭县 2020-2022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年再利用2万吨废活性炭生

产线和年再利用100万只废包装桶生产线，配套焚烧

系统、污水处理车间、废气处理系统、事故应急池、

循环水池、各类原料成品仓库、危废暂存间等

44334 20000 四川格润中天环保科技 盐亭县人民政府 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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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5
木龙河“一河两岸”水环境

整治工程
经开区 2020-2022

整治金广段沿线区域，清理水体沿线垃圾和生物残体
、漂浮物，关停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户，畜禽养殖

粪污综合利用

82416 40000 绵阳经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经开区管委会 省重

323 6
绵阳科技城新区生态功能区

项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市

本级）
2020-2022

改造提升现有的林地品质和景观；建设分类运动主题

公园；完善内部道路、管理用房、公厕、无障碍设施

、康养步道等，建设大型公共停车场和应急避难场所

60000 20000 绵阳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科发集团 市重

324 7 绵阳工业固废处置中心 涪城区 2020-2021 建筑面积19428.51平方米，建填埋场和焚烧车间 39000 14000 绵阳东江环保科技公司 涪城区人民政府 市重

325 8

利用法国开发署贷款绵阳市

安州区河东新区复合生态项

目

绵阳科技城新区（安

州区）
2020-2022

包括安昌河东岸近岸区域生态修复及海绵城市示范工

程、新区生态水务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能力提升工程

和新建智慧水务信息系统

60565 10000
绵阳安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安州区人民政府 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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