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远市2022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2年3月



清远市2022年重点建设正式项目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一 基础设施工程

（一） 交通运输工程

投产

1
佛（山）清（远）从（化）
高速公路北段-清远段

高速公路43公里。
2013
-

2022
554880 482080 72800 

续建

1
二广高速公路连山至贺州支
线（粤境段）

高速公路6.487公里。
2020
-

2023
111369 33109 30000

2
广州至连州高速公路一期-清
远段

项目全长213公里，清远段203.1公里。
2017
-

2023
2990600 29656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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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3 广清城际清远至省职教城段 铁路19.737公里。
2020
-

2024
577065 164000 102800 

4
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
路（原名清远清新至佛山南
海高速公路）项目-清远段

高速公路33.2公里。
2021
-

2025
1131000 4200 81525

5
北江（乌石至三水河口）航
道扩能升级工程(清远段)

按内河Ⅲ级航道、通航1000吨级船舶标准改造
升级。航道整治全长168公里，新建船闸5座、
特大桥1座、大桥4座、中桥1座、桥梁防撞加
固8座及相关配套工程等。

2014
-

2023
544879 517440 16000 

新开工

1
国道G358线英德市英城至大
湾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一级公路53.336公里。
2022
-

2024
144761 10000 

（二） 能源保障工程

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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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1
华润清远佛冈高山风电场项
目

风力发电机组及配套设施，装机容量49.9MW。
2018
-

2022
41916 36800 5000 

2
晶科电力清远市三排镇100MW
农光互补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利用南岗村、东芒村、连水村等农业用地及未
利用地2000亩建设100MW农光互补电站。

2021
-

2022
40000 29000 6000 

3 崇象大东山风力发电项目
拟安装25台200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4.98万
千瓦。

2020
-

2022
40503 35025 5000 

续建

1 清远港华天然气利用工程 年供气量8亿立方米。
2013
-

2024
86000 6340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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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2
500千伏、220千伏输变电工
程，1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
程（清远电网工程）

建设线路1327.3千米，变电容量404.4万千伏
安。包括清远500千伏清城输变电工程、粤港
澳大湾区500千伏外环中段工程、500千伏外环
西段工程、500千伏国华清远电厂送出工程、
500千伏库湾站扩建第三台主变工程、220千伏
白庙输变电工程、220千伏滨河输变电工程、
500千伏清城站配套220千伏线路工程、110千
伏高桥输变电工程、110千伏广清输变电工程
、110千伏大沙输变电工程、110千伏飞鹅坪输
变电工程、110千伏金谷输变电工程、110千伏
文昌输变电、英德35千伏黄花输变电、220千
伏广州发展连州星子200MW农业光伏项目接入
系统工程、220千伏月亮湾站扩建第三台主变
工程、220千伏回澜站至110千伏飞水站第二回
线路工程、110千伏绿能环保发电项目接入系
统工程、110千伏广东华电清远华侨工业园分
布式能源电厂接入系统工程、110千伏华润清
远佛冈福音风电场项目接入系统工程、阳山
110千伏三峡桔子塘风电场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110千伏阳山县旗山风力发电工程接入系统
工程、连山110千伏鹿鸣站至35千伏加田站线
路工程、110千伏兴业站至35千伏横石水站线
路工程、连州35千伏西江镇光伏发电项目接入
系统工程、连州35千伏星子镇30MW农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工程及10千伏及以下配网
工程等。

2018
-

2024
682355 175144 160000 

第 5 页，共 60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3
广东华电清远华侨工业园天
然气分布式能源站项目

规划建设2套75MW等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
组，装机容量为150MW。

2021
-

2023
85995 2000 20000

4 神华国华清远发电工程 装机容量2×100万KW。
2020
-

2024
891800 203886 100000 

5
华润清远佛冈福音风电场项
目

建设风力发电机组及配套设施，装机容量
49.9MW。

2020
-

2024
35803 4500 10000 

6
中核汇能乡村振兴农光互补
光伏站（一期）

占地面积约3500亩，总装机容量200MW，配套
建设220KV升压站一座，年均发电量约21926万
千瓦。

2021
-

2023
100000 20000 60000

7
三峡清远阳山石羊楼风电场
项目

拟安装38台200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7.6万
千瓦。

2021
-

2023
63813 24030 25000 

8 中核阳山300MW农光互补项目 建设3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2021
-

2023
123900 500 15000 

新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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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1
清远市清新区1GW（一期
2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

装机容量20万KW。
2022
-

2023
100000 15000 

2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
管网“县县通工程”禾云-连
州-连山项目

新建管线约141公里。
2022
-

2023
118740 513 22400 

3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
管网清禾专线项目

新建管线52公里。
2022
-

2022
49910 200 4500 

4
华润清远清新旭阳100MW农光
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装机容量10万KW。
2022
-

2023
41000 15000 

5
华润清远清新中兴120MW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装机容量12万KW。
2022
-

2023
51200 15000 

6
华润清远清新润阳500MW渔光
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装机容量50万KW。
2022
-

2024
210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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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7 佛冈协鑫燃气分布式能源站
建设装机容量3×12万千瓦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机组，一期建设装机容量2×12万千瓦燃气-蒸
汽联合循环机组。

2022
-

2023
114400 12000

8
天然气高压管网及气源配套
工程

管道全长约10.5公里，管径为0.3米，设计压
力9.2兆帕，设置2座站场、无阀室设置。 

2022
-

2024
13219 5000 

9
阳山小江50MWp农光互补光伏
项目

建设50MWp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2022
-

2023
18000 8000 

10
清远石角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站项目

国能清远石角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拟建设
规模2×100MW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
机组，项目占地约104亩，计划总投资约12亿
元，年发电量约11亿千瓦时，年供热量约203
万GJ，计划2023年完工。

2022
-

2024
120000 10000 

（三） 生态环保工程

新开工

1
连州市城西城北城南新区污
水管网建设工程

新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1座，近期规模1.8万
立方米/天,远期2.5万立方米/天；新建d600-
d1500污水管，总长约8公里，纳污范围包括城
北、城西、城南约11平方公里。

2022
-

2023
1060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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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2
连州市城南污水处理厂建设
项目

占地面积33.6亩，新建1座污水处理厂，纳污
范围包括城北、城西、城南约11平方公里。近
期建设规模4万立方米/天，其中预处理设施土
建按远期规模9万立方米/天。

2022
-

2023
17961 5000 

（四） 水利工程

投产

1
佛冈县供水服务中心县城水
厂改扩建工程

新扩建水厂4.8万吨/天规模的给水处理工艺，
新建1.2千米、直径1.4米原水管及对水厂现状
设备维修等。

2019
-

2022
30000 17300 3000 

续建

1
潖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工
程

建设加固堤围46.4公里、改造排涝渠道2.3公
里、新建或改造撤退道路20.6公里，新建穿堤
建筑物44座，利用现有设施设置临时避洪点26
个，建设通讯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2020
-

2023
212107 136000 40000 

2
清远市东部供水管网工程项
目

沿站前路铺设直径2.2米供水管道，沿清佛公
路铺设直径1.4米供水管道，合计约8公里；沿
清晖中路、清晖南路铺设直径1.2米供水管道
至长隆项目，合计约12公里；建设8万吨/日供
水加压泵站一座。

2020
-

2024
66819 22382 4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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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3 清远市区供水设施建设工程

1.沿环城东路（伦洲大桥起点）至省职教城新
建供水管为直径0.3-1.4米，长度约27.6公里
。新建加压泵站1座，规模5万立方米/天；2.
站前路至广清大道（包括站前路、燕湖大道、
清晖中路）新建供水管为直径0.6-2.2米，长
度约13.3公里。

2020
-

2023
55089 10163 22017 

4 清远市省职教城排涝工程
治涝面积约为38平方千米，工程等别为IV等，
工程规模为小（1）型，主要建设电排站与排
涝渠两部分。

2021
-

2024
46328 2175 15000 

5
英德市东岸南片区排涝站升
级改造工程

新建泵站、水闸各1座，泵站装机4×1000千
瓦，水闸设3孔，单孔5米×4米，调蓄湖9万平
方米。

2021
-

2025
16812 1000 5000 

6
连南瑶族自治县板洞食用水
工程双主管及供水管网改造
项目

总取水规模为3万立方米/天，总供水规模为
2.7万立方米/天，建设板洞水库引水隧洞至连
南水厂的输水主管、牛塘水厂及管网改造、输
水主管从板洞水库连通隧洞接管引原水至连南
县县城上水厂及新建三排水厂1座。

2021
-

2023
23380 2000 5000 

7 连山县德建水库供水工程
输水管（渠）线总长11.4公里，扩建县城石龙
嘴水厂。

2020
-

2024
41800 15000 10000 

（五） 新型城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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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投产

1 连州市镇区改造提升工程

连州市连州镇、星子镇、东陂镇、西岸镇等11
个镇乡街区道路升级改造，老旧房屋升级改
造，停车场、农贸市场、老旧街区外立面升级
、背街小巷硬底化、排污管网等公共配套设施
升级改造。

2020
-

2022
25000 18600 5000 

2
阳山县黎埠镇新区建设项目
（一期）

建设路基、路面、桥涵、路线交叉、交通工程
及沿线交通设施、管道、绿化及照明灯。

2019
-

2022
13000 10000 3000 

续建

1
清晖南路延伸段（现状广清
高速至森林大道）道路工程

城市道路6.7公里。
2015
-

2023
99439 30986 3000 

2
燕湖大道（广清大道至清佛
公路）

城市道路8.8公里。
2015
-

2023
256117 165900 7000 

3
平安路（广清大道至清晖南
路立交入口）道路工程

城市道路4.2公里。
2016
-

2023
39980 5773 3000 

第 11 页，共 60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4
北江四桥南北引道工程（燕
湖大道至银英公路段）南段

城市道路5.5公里。
2016
-

2023
145417 88000 7000 

5
广东清远电子信息产业园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2820亩，建设园区道路、园区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等。

2021
-

2025
158600 17620 5000 

6
广州花都（清新）产业转移
工业园集聚区基础配套设施
项目

建设10公里给水管、5公里太平污水处理厂二
期配套管网、3.5公里园区道路及产业大道等
。

2019
-

2024
31600 16300 3000 

7
中以科技产业园基础配套设
施项目

新建道路全长约13公里，宽25-45米，建设沥
青路面、雨污水工程、绿化工程、亮化工程、
截洪沟工程等。

2020
-

2024
112402 13100 10000 

8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老旧居
住区改造项目

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改造老旧居住区内道
路、绿化、排水管网、污水管网、消防设施、
停车场、建筑物修缮等，涉及2.3万户、1475
栋。

2021
-

2025
28000 3841 5000 

9
清新区中心城区老旧小区升
级改造项目

改造面积约80万平方米，改造老旧居住区内道
路、绿化、排水管网、污水管网、照明、无障
碍设施、消防设施、停车场等，涉及1万户、
325栋。

2021
-

2023
30000 411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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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10
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
合作区中南产业片区市政工
程（一期）

占地面积5462亩，建设土方平整工程、道路工
程、给水工程、雨水工程、电力工程等。

2015
-

2023
98311 43837 10000 

11
广佛（佛冈）产业园首期共
建配套设施及生态水利设施
项目

建设市政道路24条，总长约41.2公里，入园广
场、大陂溢流坝1座等。

2019
-

2035
368201 108114 20000 

12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
县民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总用地面积约3588亩，建设金光产业园、北江
产业园、廻龙产业园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

2021
-

2026
213000 5000 5000 

13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
县碧道建设项目

总建设长度约47.1公里。建设连南县7个镇城
镇型、乡野型、自然生态型碧道。

2021
-

2035
27300 5000 2500 

14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民族
特色美丽城乡改造建设项目

推进街道黑底化、排污管网、供水供电管网、
城防工程等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改造、桥梁
建设等。

2020
-

2023
22000 5000 5000 

15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
县美丽乡村及少数民族田园
综合体示范工程

建设一批示范村、特色村、生态村、美丽田园
、美丽乡村；建设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
体验、休闲旅游等集一体的田园综合体示范工
程。

2021
-

2024
300000 162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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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16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老旧小
区改造

涉及改造面积约16万平方米，涉及改造户数
1328户，主要改造县城老旧小区内约138栋的
楼房，并完善小区内道路、供排水、供电、供
气、围墙、垃圾收储等基础设施。

2021
-

2023
16000 5000 5000 

新开工

1
凤城街2021年老旧小区升级
改造及周边环境整治项目

对凤城街道辖区8平方公里内27个社区中未纳
入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的区域进行改造。

2022
-

2023
30000 15000 

2
洲心街道辖区内城边村、城
乡结合部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改造面积约0.3万亩，对洲心街道辖区内城边
村和城乡结合部进行环境综合整治。

2022
-

2023
17000 9000

3
源潭镇辖区范围内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

总建筑面积约20.3万平方米，涉及源潭镇辖区
内三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共651栋建筑、620
户。

2022
-

2023
15000 7000

4
英德市英红镇南岭国家公园
入口景观廊道坑口咀片区道
路改造工程

对英红大道、皇朝大道及坑口咀片区七条主要
道路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全长16.5公里，宽度
15至25米。

2022
-

2022
10350 10350 

5
连山老旧镇区（永和镇、福
堂镇、太保镇、小三江镇）
改造项目

对永和镇、福堂镇、太保镇、小三江镇等老旧
镇区的老旧路灯、道路、绿化、管网等基础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

2022
-

2023
13248 5000 

第 14 页，共 60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二 产业工程

投产

1
吉荣特种空调装备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项目

占地面积约76亩，拟建设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
、检测试验中心、综合楼、办公楼等。

2020
-

2022
35000 20000 15000 

2
卓芬总部和香氛化妆品产销
研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35亩，建筑总面积9.4万平方米，
建成集生产、研发和销售化妆品成品及其包装
设备、包装材料的大型生产基地。 

2021
-

2022
20000 12000 8000 

3 蓝宝制药有限公司项目
建设发酵吨位发酵工厂，包括1个发酵车间、2
个提炼车间、相应的空压、锅炉、配电、冷冻
等设施配套工程。

2019
-

2022
26800 22330 2000 

4 英德市红茶研发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建设文化会展中
心、茶文化博物馆（含红茶研发中心、检测中
心和交易中心）等，可作为临时方舱医院。

2020
-

2022
19410 13106 6304 

5
广佛（佛冈）产业园中心区
邻里中心（一期）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建设员工宿舍、商
业配套等生活性服务设施。

2021
-

2022
32700 1000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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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6
广佛（佛冈）产业园创新服
务中心建设工程

占地面积约24.6亩，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
米，拟建设2栋多层建筑和2栋高层建筑。

2019
-

2022
70800 35131 12000 

7
清远市琪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

占地面积225亩，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建
设厂房、仓库、宿舍楼、办公楼及其他配套设
施等，共建设16条牛津布、发泡PVC人造革生
产线。

2020
-

2022
50000 25000 15000 

8 广东联采活性石灰项目
年产100万吨石灰石矿，建设2座套筒窑生产系
统，年产40万吨一级活性石灰。

2021
-

2022
22000 12000 10000 

9
七拱防护卫生材料研发生产
项目

占地面积28.5亩，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机械
生产，宿舍厂房建设等。

2020
-

2022
10000 7000 3000 

续建

1
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天安
智谷3期工程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约54.9万平方米，建设产业大厦、研
发楼、总部楼、厂房、配套服务楼、人才宿舍
、幼儿园等。

2019
-

2025
220000 45000 15000 

2
清远广东忠华棉纱交易市场
建设项目

建设纺织原料现代仓储物流、电子交易平台、
便捷的交融平台、保税仓和商务办公区等凸显
现代物流多位一体的纺织原料物流中心。

2019
-

2025
136358 6000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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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3
广东宏昌胶粘科技有限公司
创意产业园项目

占地面积约157亩，建设办公大楼、厂房、宿
舍公寓、配套仓储等，打造集研发、生产于一
体的创意产业园。

2021
-

2025
100000 15000 10000 

4
清远市齐力合成革有限公司
清远创富科技信息产业园标
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170亩，建设20栋厂房和相关附属
设施，其中一期建设6栋厂房和相关附属设施
。

2021
-

2023
75000 600 20000 

5 同盛创智谷项目
占地面积约111亩，建设高标准工业厂房、员
工宿舍公寓和污水处理池等配套设施。

2021
-

2023
64400 14000 50000 

6 （清远）红润谷科技产业园
占地面积约369亩，建设9栋智慧工厂及员工宿
舍、园区食堂、商业服务网点等生活配套。

2021
-

2023
150000 24095 43000 

7 广汇国际钟表产业城
占地面积约392亩，建设标准厂房54栋，厂房
类型分为5、6层独栋厂房、7层多层厂房、16
、17层高层办公用房。

2021
-

2025
180000 41325 60000 

8 广东海辉工业园
占地面积约64亩，建设7栋厂房、1栋综合楼、
1栋设备房及仓库。

2021
-

2023
16000 6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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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9 华创智汇科技产业园
占地面积约400亩，建设48栋标准化厂房，园
区以中小型成长型企业、粤港澳湾区转移企业
为主，打造湾区创新型产业智能高地。

2021
-

2024
78000 3730 5000 

10
七千猫（清远）智能智造产
业园

占地面积约126亩，建设标准化厂房、电子商
务学院实习基地、数字化物流仓储平台、3C数
码电商平台、3C数码供应链平台、3C数码研发
基地和科技体验展厅。

2021
-

2023
45000 10000 

11
广清产业园项目配套综合体1
号地

占地面积约36亩，拟建设甲级办公楼、独栋办
公、展示中心、人才公寓等。

2019
-

2023
62038 49100 10000 

12
艾依格清远智能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119亩，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
米，规划建造四栋生产厂房、一栋办公大楼、
一栋综合大楼。

2021
-

2023
54000 18000 10000 

13
倩采（广东）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106亩，建设年产3亿支牙膏、3亿
支牙膏软管、1亿支牙刷的自动化生产基地，
设立以去渍美白为研究方向的研发中心，建立
牙博士口腔健康产业园。

2021
-

2023
45000 6000 10000 

14
长华汽车冲焊件（广清产业
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
期）

占地面积约95亩，一期建设综合型生产厂房一
栋，含生产及配套用房。

2021
-

2023
26225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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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15
清远铭科汽车（新能源）零
部件产业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27.9亩，建设厂房1栋、综合楼1栋
。

2021
-

2023
30355 10000 10000 

16
鑫美鑫化妆品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

占地面积约55亩，拟投资建设生产厂房、办公
楼、仓库等，主要开展护肤品等研发、生产、
销售。

2019
-

2023
45000 20278 15000 

17 广东天星实业生产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24亩，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拟
建设办公楼、生产厂房、研发室等，主要开展
化妆品研发、生产、销售。

2021
-

2023
20000 4000 8000 

18
洁宜总部及日化用品研产销
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24.6亩，拟建设办公楼、研发中心
及生产大楼，主要生产洁宜佳洗衣液、消毒液
及餐具洗涤剂。

2021
-

2023
20000 1000 10000 

19
清远市中星·生命科技产业
园

建筑面积约41.6万平方米，集聚新药研发、医
疗器械创意设计及生产加工销售、信息互联、
精准医疗、平台仓配、教育培训等功能，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天然药物研究和生产基地。

2019
-

2024
56000 12760 6000 

20
清远市金发科技高分子新材
料产业示范基地工程

占地面积2760亩，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安装生产设备及研发
仪器。

2014
-

2025
1000000 5588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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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21 中国南部物流枢纽项目
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生
产生活商品物流中心、B型保税物流中心和国
际电商跨境物流中心等。

2017
-

2026
300000 64271 10000 

22 广清中大时尚科技城
建筑面积约83万平方米，新建厂房、办公楼等
配套设施。

2020
-

2023
260000 90000 80000 

23
赛美（广东）科技创新产业
园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150亩，建设标准厂房4.5万平方米。
开展化妆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2020
-

2026
57000 5430 8000 

24
广东省春藤实业有限公司年
产挂带8000万条、宠物用品
4480万条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59.3亩，总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
建设9栋地上建筑物。

2021
-

2023
20000 6700 10000 

25
清远海大集团华南制造基地
项目

建设动物微生物预混料生产项目、华南优质饲
料生产总部项目、畜禽动保项目、水产动保项
目、桂花鱼产业园项目、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
等。

2018
-

2025
300000 90000 30000 

26
清远敏实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生产项目

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建设注塑涂装智能工厂
、毫米波工厂、电机工厂、模检具厂、研发车
间、智能装备与设备厂等。

2017
-

2025
202000 566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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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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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投资计划

27 清远富力中以科技产城项目
建筑面积约380万平方米。建设智能制造基地
、生物医疗基地、科技孵化器等特色产业及其
相关配套设施。

2019
-

2025
200000 17086 10000 

28
清远市德拉尼家居有限公司
名雕生态家居产业园项目

占地面积90亩，建设名雕生态家居产业园，打
造环保家具生产基地、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大
家居成果展示中心。

2020
-

2023
32000 20000 10000 

29
清远广晟新材异地搬迁升级
改造项目

拟建设钽铌氧化物加工分厂，钽铌金属材料分
厂，钽铌光电晶体材料分厂，钽铌高端超合金
材料分厂、钽铌回收处理车间1栋、机动车间1
栋、办公楼1栋、成品仓库2栋、化验楼、员工
宿舍及其配套设施。

2019
-

2023
102000 36553 15000 

30
英德（东华）万洋众创城产
业集聚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86.4万平方米，新建98栋标准厂房
、6栋工业配套用房及宿舍楼。

2020
-

2024
240000 73943 20000

31 广东（英德）万洋众创城
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建设工业厂房、生产
车间、办公楼、研发车间、邻里中心等工业基
础设施。

2018
-

2025
350000 251739 20000 

32
年产6万吨动力电池材料前驱
体及1万吨（金属量）钴产品
项目

占地面积300亩，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新建
12栋生产车间、储罐区及其它基础配套设施，
改造8栋旧厂房。

2020
-

2024
210000 19976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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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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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投资计划

33
广东（英德）万洋众创城
（二期）

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建设工业厂房、研发车
间、办公楼等工业基础设施及配套。

2021
-

2023
80000 5000 20000 

34
年产600吨高纯高性能钽铌金
属新材料项目

建设厂房3栋、办公楼1栋、综合楼1栋及其它
基础配套设施。

2021
-

2023
25426 10055 10426 

35 雪松铜业英德电磁线项目
首期占地面积约108亩，建设铜基新材料生产
基地。

2020
-

2025
120000 10870 20000 

36 广东材料谷（佛冈）
总占地面积约113亩，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
米，建设工业厂房及配套用房建筑。

2020
-

2023
55000 31500 20000 

37 广东（佛冈）万洋众创城
建设工业厂房、生产车间、研发车间、宿舍、
食堂等工业基础设施。

2019
-

2025
173000 74000 20000 

38
清远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18.5万吨日用化工新材
料项目

占地面积97亩，建筑面积约12.3万平方米，建
设厂房及仓库公共配套设施。

2021
-

2023
40000 1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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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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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投资计划

39
雅迪电动车华南基地项目建
设

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车间。
2021
-

2025
44000 3741 5000 

40
高兰德(广东)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工厂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56.1亩，建筑面积约4.4万平方米，
拟建设办公楼、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等，开展
对新型管材的研究和生产。

2021
-

2023
30000 1000 5000 

41
广东联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厂项目

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新建研发、日化生
产、食品生产车间及综合楼。

2021
-

2023
12000 1500 6000

42
清远先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10万吨电子纱新建项目
（一期年产5万吨）

建设年产5万吨电子纱生产线一条，以及配套
先进的制氧站、制冷站、空压站、循环水站、
污水和废气处理站等配套附属设施，建筑面积
11.31万平方米。

2021
-

2023
65000 30000 10000 

43 连州市石材循环经济产业园
总用地面积600亩，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建
设生产区、办公区及生活配套区。

2020
-

2023
80000 2000 10000 

44
东强（连州）铜箔有限公司
年产21000吨铜箔扩建项目

新增一条年生产能力为2.1万吨的铜箔生产线
。

2021
-

2023
70000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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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投资计划

45
连南瑶族自治县茶药菌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集茶药菌栽培、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示
范、服务、肥料综合利用以及农业观光旅游和
体验的全产业链产业园。

2021
-

2023
25134 2000 12000 

46
广东中和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无人机基地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15亩，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
米，建设办公楼（包含研发中心）、员工宿舍
。

2021
-

2023
18000 7410 5000 

新开工

1 清远冷链物流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72.8亩，总建筑面积约3.9万平方
米，建设冷库、综合服务中心、中心机房，购
置冷链仓储物流设施设备等。

2022
-

2023
30000 15000 

2
年产6万吨高精密度铜合金压
延带材改扩建项目（二、三
期）

占地面积约112亩，对原有1.8万吨新型铜合金
带材项目改扩建，建成年产6万吨高精密度铜
合金压延带材。

2022
-

2025
30000 6000 

3
广东富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内外饰件生产基地和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80亩，建设生产车间、综合楼、研
发中心、配套设施等。

2022
-

2023
45408 10000 

4
荣丰（清远）线路板有限公
司项目

占地面积86.3亩，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
开展半导体（印刷线路板）、元器件专业材料
开发、生产及销售。

2022
-

2023
42000 22000 

第 24 页，共 60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5
广东江夏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总部大厦项目

占地面积18.8亩，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
建设总部大厦主楼（约11层）、四面裙楼及两
层地下停车场。建设智能软硬件研发中小企业
孵化空间、金融商业服务等配套于一体的多功
能城市综合体。

2022
-

2023
28400 9500 

6
中嘉博创金融信息服务产业
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产业大
楼、6栋总部楼和1栋宿舍楼，打造集数字科技
、5G、创业孵化、总部办公于一体的科技创新
园区。

2022
-

2024
40000 10000 

7 清远嘉福创新产业园项目
占地面积33.8亩，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
建设2.5万平方米地下车库、2栋产业楼、1栋
宿舍楼、21栋总楼。

2022
-

2024
20000 8000 

8
江西铜业（清远）有限公司
电解车间10万t/a阴极铜改扩
建工程

总占地面积242亩，其中改扩建工程占地面积
约9.7亩，建设厂房并安装设备，拟打算扩产
10万吨阴极铜生产线。

2022
-

2023
25000 10000 

9
清远市进兴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占地面积约150亩，建筑面积约25平方米。主
要引进环保类、智能制造业等企业驻场进行生
产，主要对门禁、安全应急用品等半成品进行
加工。

2022
-

2025
90878 9000 

10 清远（清新）万洋众创城
占地面积368亩，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
建设多层高标准厂房或工业大厦、办公大楼等
。

2022
-

2025
35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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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11 大湾区生命科技园项目
占地约746亩，总建筑面积为150万平方米，新
建总部经济产业集群功能区、生物医药生产制
造区、科技孵化功能区和高端服务功能区等。

2022
-

2025
400000 20000

12 清远志邦家居智能制造项目
占地面积约180亩，建筑面积26.45万平方米。
拟投资建设办公宿舍楼楼4栋、生产厂房3栋。

2022
-

2024
120000 20000

13
英德世朗普力斯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3.6万吨环保炭黑
项目

占地面积70.4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建
设预处理、核心及炭黑加工厂房、动力车间等
建筑物，配套环保和安全设备。

2022
-

2023
52209 24724 

三 民生保障工程

投产

1
清远市磁浮旅游专线工程银
盏站至长隆主题公园段

正线全长8.1公里，设车站3座，预留车站1座
。

2017
-

2022
240329 216000 24300 

2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新校区建设工程（一期）

占地面积约96.2亩，建设面积约7.2万平方米
。新建5幢普通教学楼、11幢先进制造部楼房
、3幢现代服务部楼房、生活区及其他附属工
程。

2020
-

2022
34246 15000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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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3 奥园(英德)文化旅游城项目
占地面积0.3万亩，建设茶与巧克力庄园、英
德泉林水世界、印象英德商业街、东南亚湖山
度假民宿、徽派度假合院等核心项目。

2017
-

2022
383039 343123 40000 

4
佛冈县龙凤大道及体育中心
建设工程

建设体育中心一座（含体育馆、体育场及室外
游泳池，新建建筑面积0.9万平方米）及城市
道路3.1公里。

2020
-

2022
66244 30500 30000 

5
广佛（佛冈）产业园公共医
疗配套

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建设门急诊楼、发
热门诊、变配电房、污水处理站等。

2020
-

2022
18000 5100 3000 

6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第一小
学

总占地面积约51.9亩，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
米，建设1栋4层综合楼、7层教师宿舍楼、7层
学生宿舍楼、学生餐厅，3栋4层教学楼及60个
停车位。

2021
-

2022
16000 8000 8000 

7
阳山县基层公共卫生建设项
目

占地面积9亩，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其中
发热门诊0.5万平方米），拟新建乡镇卫生院
门诊住院业务用房、污水处理等相关配套设施
。

2020
-

2022
14500 8320 7500 

续建

1
清远市技师学院校园设施改
造扩建工程

修缮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
学生宿舍及运动场馆修缮，配套设施完善等。

2020
-

2023
10000 12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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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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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2
清远市人民医院公共卫生应
急医疗中心

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改造门急诊大楼
南区一层，新建一栋应急中心大楼、连廊等附
属用房以及室外工程。

2020
-

2023
37575 11339 11000 

3
清远市科技馆、青少年活动
中心

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
2018
-

2023
59665 34900 8000 

4
清远市城市馆与博物馆建设
工程

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建设清远市城市馆
与博物馆。

2018
-

2023
65811 32200 10000 

5 清远市图书馆建设工程 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
2018
-

2023
68677 32800 10000 

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清远
外国语学校

建筑面积约27万平方米，建设幼儿园、小学、
初中，规划招生规模约6000人。

2020
-

2025
150000 40000 30000 

7
清远长隆国际森林度假区森
林乐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41.7万平方米，建设七个主题游乐
区域和广场、停车场、后勤用房及酒店等配套
设施。

2016
-

2023
1000000 3561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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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预计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8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回澜中
学扩建工程

新增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新建4幢5层教
学楼及辅助用房、2幢7层宿舍楼、1幢6层食堂
、1幢7层教师公寓、1幢2层报告厅及图书馆等
。

2021
-

2023
16656 7700 7000 

9
清远市清新区教师发展中心
及陈广纪念小学扩建工程

总建筑面积约3.1万平方米，新建3幢教学综合
楼、1幢科技楼、1幢艺术楼、1幢教师发展中
心、1个体育运动场、1个地下停车库、3栋1层
门卫室以及其他配套设施。

2021
-

2023
12123 4000 7000 

10

清远市清新区吸毒病残人员
收治所及精神病院康复中心
等六合一场所（含看守所、
拘留所等监所〕建设工程项
目

占地面积97亩，总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新
建看守所、武警中队营房和精神病人康复医院
等。

2021
-

2023
44500 6000 20000 

11 小清新民宿休闲旅游项目
占地面积45亩，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建设40
间精品民宿、200亩农业公园、游客中心、研
学基地、森林幼儿园等。

2019
-

2024
30000 8000 3500 

12
清远市英德市英红农夫度假
区（扩建）项目

占地面积288.9亩，分三期建设。完善一期茶
叶种植、生产、茶旅项目，扩建二期种植茶科
所新品种，三期建设茶文化学院（本科茶学
院）、茶研究基地、酒店。

2014
-

2025
157938 15000 5000 

13 英德东华红茶小镇
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建设生态保育区、产业
核心区、特色体验区、休闲运动区、庄园核心
区等10个功能区。

2018
-

2023
170000 946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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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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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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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投资计划

14
英德仙湖温泉旅游度假区项
目

占地面积1.3万亩，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
建设温泉度假酒店群落、山顶温泉度假酒店、
湖畔温泉度假酒店、温泉SPA区、艺术村、员
工村、温泉疗养院、特色商业街、时尚户外运
动公园及配套公用辅助设施等。

2009
-

2035
300000 210000 10000 

15
英德市水边温泉度假及沿江
旅游资源开发项目

建设以沿江旅游休闲观光及温泉度假为核心的
综合旅游小城镇及配套相关旅游设备设施。

2010
-

2030
260000 95000 3000 

16
白沙观音鼎温泉度假村开发
项目“又见山居”

占地面积约0.3万亩。分三期建设，建设民宿
楼及配套道路、绿化、停车位等。

2019
-

2029
58800 28000 15000 

17 浈阳峡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

占地面积0.1万亩，总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
建设浈阳坊旅游小镇、北江游、月亮湾花海、
江口咀养心温泉度假区等，打造综合性旅游度
假目的地。

2008
-

2025
171000 99000 5000 

18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佛冈校区
建设工程

占地面积约733.3亩，总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
米，新建教学楼等设施。

2021
-

2025
160000 572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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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投资计划

19
连南县寨岗中学扩容提质项
目

新建体育馆、学生宿舍、师生食堂、综合楼、
运动场、游泳池等。

2021
-

2023
20240 3000 7000 

20
连南瑶族自治县鹿鸣稻丰谷
项目

用地面积约355亩，建设集瑶寨古镇商业街、
康养度假区、茶山观光、农耕体验五大功能板
块等多种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旗舰型重大文
旅项目。

2020
-

2023
120000 11160 6000 

21
连南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示
范带建设项目

项目为打包立项项目，主要分两部分建设。一
是对三江镇、三排镇、寨岗镇和大麦山镇的相
关22个行政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二是连南县
乡村振兴美丽风景旅游线路沿线景观进行提升
改造。

2021
-

2023
52000 6500 8000 

22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三江花
海温泉度假村

拟开发建成粤北地区具有“观、住、养、鲜、
演、展”特色的温泉旅游度假地，包括“三江
花海、温泉度假乐活园、五星级壮文化主题精
品酒店、中医养生度假村、珍惜动物森林公园
、壮文化和珍惜动植物科普展览馆”六大项目
。

2016
-

2025
80000 31450 5000 

23
阳山县传染病慢性病医院建
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8.2亩，总建筑面积约0.9万平方米
。新建一栋6层综合楼及一栋1层附属楼，床位
约83张。

2020
-

2023
12000 668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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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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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投资计划

24
阳山县疾控能力建设项目
（完善检验检测中心、完善
应急能力设备、冷链建设）

占地面积约11.6亩，总建筑面积约0.9万平方
米。拟建设办公楼、实验楼两栋层高6层综合
楼。

2020
-

2023
15000 7092 7000 

新开工

1 清远市第一中学扩建工程
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建设教学楼、学生宿
舍、图书科技楼、饭堂等功能校舍。预计可增
加学位1200个。

2022
-

2023
23000 7000 

2
清远市第五人民医院（清远
市公共卫生医学中心）一期
工程

总建筑面积为7.8万平方米，主要解决传染病
病区业务用房。

2022
-

2025
79992 7255 

3
清城区智慧初级中学一期新
建项目

占地面积约41.7亩，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
米，办学规模为18个初中班，900个初中学位
。

2022
-

2023
12000 10000 

4 “石角1953”乡村振兴项目
总占地面积1.2万亩，打造清远市首个全沉浸
、开放式农文旅剧场等主题产业集群。

2022
-

2023
10000 4000 

5
清远市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慢性病防治站、精神
卫生中心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10亩，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
建设6层检验中心大楼、7层综合业务大楼（含
慢性病防治门诊、精神卫生中心）大楼及配套
设施。

2022
-

2023
15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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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城区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

用地面积约40亩，总建设面积2.4万平方米，
建设医疗综合楼、后勤保障楼、附属用房，配
套建设地下停车场人防工程、配电房、市政道
路管线及绿化工程。

2022
-

2024
20000 4000 

7
清城区公安监管场所项目(清
远市清城区看守所及其配套
设施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建设看守所、办
案及行政管理楼建筑、武警营房、特殊病人医
院、生活保障房、附属用房（伙房）。

2022
-

2024
42000 4000

8
清远市清新区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建设工程

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022
-

2024
11800 5000 

9
清新区中南本草农业科技示
范园

总占地面积约900亩，其中建设花海与亲子游
乐园，占地面积约50亩；农耕文化研修营地，
占地面积约150亩；农业观光旅游、民宿酒店
、科技研发中心、研学中心，占地面积约700
亩。

2022
-

2024
22000 5000 

10
2021年度清远市连州市星子
镇联西村垦造水田项目

该项目涉及连州市星子镇、西岸镇、瑶安乡等
三个乡镇。建设规模约1658.61亩，建成后预
计新增水田面积约1496.15亩。主要包括土地
平整工程、土壤改良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工程。

 
2022
-

2023

12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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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东阳山黎埠镇天鹅谭新生
态康养旅居体验园区建设项
目

占地面积约1600.1亩，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
米，建设生态农庄、综合配套院楼、景区产品
展示体验中心、儿童游乐园等。

2022
-

2025
11179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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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2022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计划表
投资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2022年主要前期工作内容

一 基础设施工程

（一） 交通运输工程

1
广州经清远至永州高铁项目（清远
段）

线路全长约404公里，其中广东段242公里，清远境
内225公里。

41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 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北延清远项目 线路全长约50公里，清远境内31公里。 930000 进行前期工作。

3
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境清远佛冈至广州
太和段改扩建项目-清远段

高速公路改扩建20.237公里。 335500 进行前期工作。

4 清远港石角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项目
建设4个1000吨级集装箱泊位和2个1000吨级件杂货
泊位。

154400 进行前期工作。

5 清远港新港公共物流码头项目
规划岸线长约1.6公里，拟建设15个2000吨多级用
途泊位。

2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6
清远市职教一路（凤翔北路至环城东
路）道路工程

道路全长3公里，宽为45米。 1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7 清远市职教二路道路工程 道路全长4.4公里，宽为36米。 66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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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2022年主要前期工作内容

8
清远市奥体中心返还农民实业用地道
路配套工程

道路全长1.3公里,含蟠龙围路及文角街两条市政道
路。

11409 进行前期工作。

9
广东省职教城三期先行组团主干道道
路工程

道路全长6.1公里，包含清晖北路延伸段、春园路
和黄腾峡大道延伸段。

1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0
清远市旅游大道（飞来路至井坑塘
路）道路工程

道路全长约9.1公里，规划红线宽度为45米。 91900 进行前期工作。

11
清远市海逸路（附城大道至凤翔北
路）道路工程

工程全长约903米，道路红线宽45米。 13869 进行前期工作。

12
清远市职教一路西延线[规划名：沙
田路]（凤翔北路至飞来北路）道路
工程

路线全长2.8千米，道路红线宽45米。 46866 进行前期工作。

13
清远市长埔路（附城大道至环城北
路）道路工程

路线全长约2.3千米，规划红线宽度为45米。 34498 进行前期工作。

14
清远市附城大道（明霞大道至凤翔北
路）改造提升工程

道路全长约3.5公里。 57300 进行前期工作。

15
清远市清晖南路和银英公路交叉口工
程

在银英公路与清晖南路交叉口建设一座不完全互通
立交桥，银英公路下穿清晖南路，其中渐变段约
474米，下穿段约495米，宽21.5米至50.9米；清晖
南路上跨银英公路，长约110米，宽约45米。

20648 进行前期工作。

16
清远市环城东路（清远大道至乐广高
速）道路工程

全长约17.8公里。 333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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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2022年主要前期工作内容

17
清远市凤翔南路（创兴东路至燕河北
路）道路工程

全线长度约1.2千米，宽度为50米。 27005 进行前期工作。

18
长隆大道西道路工程（原立项名称:
南环路及南环路延伸段工程）

城市主干道，长约4.8公里，宽36-60米。 48645 进行前期工作。

19
清远市东城大道东（凤翔北路至东环
路）道路工程

全长2.9公里，道路红线宽45米。 48853 进行前期工作。

20
清远市清远大道（凤翔南路至站前东
路）道路工程

长约6.5公里，宽70米。 147600 进行前期工作。

21
清远市新城路（广清大道至沥头路）
道路工程

全线长度约5.6公里，其中广清大道至铁塔路段道
路宽45米，双向6车道；铁塔路至沥头路段道路宽
36米，双向4车道。

61008 进行前期工作。

22
国道G358线阳山杜步梅迳至太平路陂
桥段改建工程

改建国道二级公路约23.9公里。 42869 进行前期工作。

23
国道G323线阳山沙坪至岭背段改建工
程

改建国道二级公路约36.5公里。 67979 进行前期工作。

24
国道G234线连州茅结岭至三村段改建
工程

改建国道二级公路约13.1公里。 24700 进行前期工作。

25 清远太石路与花都红棉大道对接工程
路线全长约为9.4公里，路基宽度60米，双向8车道
。

11742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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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2022年主要前期工作内容

26 广清大道南延线扩建工程

项目总长约8公里。第一段为原银盏收费站至古钱
岭互通段，长4.1公里，双向八车道；第二段为清
远古钱岭互通至广州花都交界段，长3公里，双向
四车道；第三段为原银盏收费站至古钱岭互通段范
围内接美林湖片区跨京广铁路立交段，长0.9公
里，双向六车道。

65327 进行前期工作。

27
国道G107线清新龙颈军营至清新太和
迳口段扩建工程项目

项目路线全长约16公里，路基宽度扩至24.5米。 1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8
国道G358线望埠石脚下至望埠下塘段
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路线全程约6.5公里，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沥
青混凝土路面。

21457 进行前期工作。

29
国道G106线佛冈县城至龙山段改建工
程

一级公路21.183公里。 155300 进行前期工作。

30
汕湛高速龙山出口至国道106线龙山
路段公路改建工程

路线全长4.6公里。 17640 进行前期工作。

31
国道G323线连州半岭至元村段改建工
程

一级公路15.78公里。 66500 进行前期工作。

32
连州市大东山乡村振兴配套工程项目
（县道X392线广连高速龙坪出口至大
东山段改建工程）项目

全长约10.6公里，二级公路，双向二车道，路面采
用水泥混凝土路面。

31116 进行前期工作。

33
省道261线连南大麦山至连山上帅段
公路新建工程

二级公路58.85公里。 189200 进行前期工作。

34 国道G234线福堂镇过境段改建工程 国道改建约3.5公里。 24978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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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2022年主要前期工作内容

35 国道G234线小三江镇过境段改建工程 二级公路改建约3.4公里。 21718 进行前期工作。

36
S260线阳山县文塔大桥至水口大桥段
改建工程

二级公路改建11.8公里。 11735 进行前期工作。

37
国道G358线阳山青莲至五爱段扩建工
程

一级公路改扩建8.3公里。 22014 进行前期工作。

（二） 能源保障工程

1
清远高新区燃气分布式能源项目（一
期）

建设2台6F级（75MW级）燃气分布式能源站。 1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 清远下坪抽水蓄能电站 装机容量240万千瓦。 12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3
广东清远清新华阳60MW复合光伏发电
项目

光伏组件及配套设施，装机容量60MW。 24200 进行前期工作。

4 清远天堂抽水蓄能电站 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8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5 中盛佛冈天然气调峰发电项目
规划建设4×650MW级（9H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调峰发电机组。

8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6 华润清远佛冈福鑫扩建项目 建设风力发电机组及配套设施，装机容量49.9MW。 39273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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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2022年主要前期工作内容

7 清远天湖抽水蓄能电站 装机容量240万千瓦。 8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8 华润清远连州福山风电场扩建项目 在星子镇、龙坪镇投资兴建100MW风电项目。 75497 进行前期工作。

9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散风电项目 装机容量100MW。 7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0 清远水晶背抽水蓄能电站 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8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1
阳山县七拱镇岩口村50MWp农光互补
发电项目

占地面积约2005.7亩，建筑面积0.5万平方米，建
设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2
阳山阳光黎埠4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

占地面积1603.5亩，建筑面积0.4万平方米，建设
4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25000 进行前期工作。

13
阳山阳光江英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

占地面积1995亩，建筑面积0.5万平方米，建设
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4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120MW农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占地约121.34万平方米，拟建设120兆瓦农光
互补光伏电站及3000平方米管理用房。

53500 进行前期工作。

15
广东华电清远英德刁屋30MW“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

规划装机容量40MWp，占地面积约800亩，光伏场区
选用450Wp单晶硅电池组件，每个光伏发电单元经
35kV电缆汇集至新建110kV升压站，就近接入电网
。

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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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2022年主要前期工作内容

16
广东华电清远英德仙桥二期40MW“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规划建设容量40MWp,用地面积约占600亩，光伏场
区选用540Wp单晶硅电池组件，每个光伏发电单元
经35KV电缆汇集至新建110KV升压站，再根据电网
接入条件就进接入清远电网。

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7
广东华电清远英德水边锣鼓滩70MW“
农光、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规划装机容量70MW，占地面积约1500亩，采用“农
光、渔光互补”建设模式，计划在下方栽培木 薯
、中药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约600亩。项目将选
用540Wp双面双玻单晶硅电池组件，新建一座110kV
光伏升压站，就近接入电网。

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8
清远市佛冈县中核汇能乡村振兴农光
互补光伏电站（二期）

装机容量200MW，拟选用太阳能组件、逆变器、汇
流箱及附属农业设施，计划在支架下方栽培主粮、
水果、中草药等农作物。

9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9
清远市佛冈县中核汇能乡村振兴农光
互补光伏电站（三期）

装机容量200MW，拟选用太阳能组件、逆变器、汇
流箱及附属农业设施，计划在支架下方栽培主粮、
水果、中草药等农作物。

9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0
500千伏、220千伏输变电工程，110
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程

新建一批500千伏、220千伏输变电工程，110千伏
及以下配电网工程。

148200 进行前期工作。

清远35千伏黄花输变电工程
新建35千伏变电站，其中主变规模为2台10兆伏
安,35千伏出线1回，10千伏出线8回。

2500 子项目。

清远35千伏清远英德白石窑光伏发电
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新建双回架空线路长度2×0.84公里。35千伏白石
窑光伏开关站侧出线新建电缆线路2×0.07公里，
110千伏桥头站侧出线新建电缆线路2×0.06公里。

600 子项目。

清远35千伏连州市龙坪镇分散式风力
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110千伏慧光站扩建1个35千伏出线间隔；新建一回
长约1×5.4公里的35千伏单回架空线路至110千伏
慧光站。

700 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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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2022年主要前期工作内容

清远110kV广东华电清远华侨工业园
分布式能源站接入系统工程

220千伏月亮湾变电站和110千伏桥头变电站分布扩
建一个110千伏间隔；新建能源站至220千伏月亮湾
站110千伏单回线路长约5.5公里；新建能源站至
110千伏桥头站110千伏单回线路长约6.5公里。

2500 子项目。

清远110kV韶能集团清远生物质发电
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新建导线4.2公里至项目升压站、架空长3公里。 17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阳山阳光江英50MW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新建110千伏升压站至110kV青莲站1回110kV线路新
建线路长度11公里、扩建1个110kV间隔。

12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阳山县七拱镇岩口村50
兆瓦农光互补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解口110千伏旗山风电场升压站至110千伏杜步站线
路，新建本项目升压站至解口点2回110千伏线路，
本项目将和阳山崇象清远阳山旗山风电场项目共用
110千伏线路送出。

1100 子项目。

清远晶科电力清远市三排镇100MW农
光互补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接入系统工
程

新建1回110千伏线路接入110千伏明珠站。 15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广州发展英德大站100MW
渔光互补复合型光伏项目接入系统工
程

新建1回110千伏线路接入110千伏河东站。 12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清远阳山太平农业光伏
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110千伏清农光伏升压站至七拱站线路解口入110千
伏太平光伏升压站，新建架空长约6.4公里，其中
新建双回架空线路长约2×5.9公里，新建单回架空
线路长约1×0.5公里。

14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清农电商阳山养殖基地
光伏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110千伏七拱站扩建110千伏出线间隔1个。自清农
光伏升压站至110千伏七拱站，新建110千伏架空线
路长约26公里，其中新建双回架空线路长2×3.3公
里，新建单回架空线路长约1×22.7公里。

3300 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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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220千伏华润清远连州福山风电
场扩建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新建1回220kV福山风电扩建项目升压站至广发星子
光伏升压站线路。广发星子光伏项目与福山风电扩
建项目，利用广发星子光伏升压站至220千伏连州
站线路送出。

2100 子项目。

清远220千伏阳山站至110千伏七拱站
线路工程

220千伏线路工程。 2100 子项目。

清远220kV高联站扩建第三台主变工
程

扩建第三台主变。 1600 子项目。

清远220kV清远站主变扩容工程 主变扩容。 3500 子项目。

清远220kV东坑输变电工程 新建220万输变电工程。 16100 子项目。

清远220kV朗新站至英德站线路改造
工程

线路改造。 1500 子项目。

清远220kV阳山站主变扩容工程 主变扩容。 3500 子项目。

清远220kV辉鸿站扩建第三台主变工
程

扩建第三台主变。 1600 子项目。

清远220kV朗新站扩建设第三台主变
工程

扩建设第三台主变。 1600 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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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35千伏新村输变电工程 新建35千伏输变电工程。 22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职教输变电工程
新建110千伏变电站一座及其配套线路工程，首期2
台63兆伏安主变，终期3台63兆伏安主变，110千伏
长度约10公里。

82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平湾站扩建第三台主变
工程

扩建第三台主变。 10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小市站扩建第三台主变
工程

扩建第三台主变。 2600 子项目。

清远110千伏华鸿#1输变电工程
新建110千伏变电站一座及其配套线路工程，首期2
台63兆伏安主变，终期3台63兆伏安主变，110千伏
长度约17公里。

6400 子项目。

清远35kV连州市星子镇30MW农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110千伏岭山站启用1个35千伏出线间隔；自35千伏
星子镇光伏站至110kV岭山站，新建单回35千伏输
电线路总长约1×5.04公里，其中架空线路长约
1×4.95公里，电缆线路长约1×0.09公里。

700 子项目。

清远35千伏连州市西江镇光伏发电项
目接入系统工程

35千伏西江站扩建1个35千伏出线间隔；自35千伏
西江光伏升压站至35千伏西江变电站，新建35千伏
输电线路长约1×8.0公里，其中新建单回架空线路
长约7.9公里，新建单回电缆线路长约0.1公里。

1300 子项目。

清远英德110kV（青塘）兴业至35kV
横石水站线路工程

变电工程：35千伏横石水站扩建35千伏出线间隔1
个；110千伏兴业（青塘）站至35千伏横石水站，
新建架空线路总长约1×24.5公里，110千伏兴业
（青塘）站侧出线新建电缆线路1×0.09公里，35
千伏横石水站侧出线新建电缆线路1×0.10公里。

2300 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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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110千伏大唐连州星子镇40MW农
光互补项目接入系统工程

清远110kV大唐连州星子镇40MW农光互补项目、项
目本期及终期规模约为40MW、所发电力全部送入连
州市电网。目前、连州市电网无清远110kV大唐连
州星子镇40MW农光互补项目的电力外送通道。

600 子项目。

500千伏国华清远电厂送出工程
新建国华清远电厂至库湾变双回 500kV 线路工
程，新建线路长度约 2×90公里。

71600 子项目。

（三） 生态环保工程

1
清远市市区建筑垃圾无害化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项目

建筑垃圾项目服务范围包括清城区和清新区。项目
的建筑垃圾处理规模设计为3000吨/天，年处理建
筑垃圾100万吨，年产再生骨料80万吨，配套填埋
库区库容300万立方米和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300
吨/天。

22076 进行前期工作。

2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城污水管网配
套建设、老旧管改造项目

对连山县城范围污水管网配套建设、老旧管进行改
造。

13000 进行前期工作。

3 阳山县县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开展县城长度约6.4公里雨污水管网改造、五条河
涌截污工程、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四） 水利工程

1 江南水厂二期
新建取水泵站设备设施、净水厂、深度处理工艺设
施、市区水厂及管网的信息化中心。

57015 进行前期工作。

2 英德市石门台河水库工程
新建一座石门台河水库，正常库容为3062万立方
米，兴利库容为296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总坝长
203米。 

1147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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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城乡一体化供水
工程

在现有7个镇区供水工程的基础上，新增水源、更
换输水管、安装过滤消毒设备、敷设供水管网。

24700 进行前期工作。

（五） 新型城镇化工程

1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旧圩、秦皇圩老
旧居住区改造项目

老旧居住区内道路、绿化、排水管网、污水管网、
照明、无障碍设施等。

31150 进行前期工作。

2
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山塘旧圩、回兰
旧圩老旧居住区改造项目

山塘旧圩、回兰旧圩老旧居住区内道路、绿化、排
水管网、污水管网、照明、无障碍设施、三鸟市场
改造等。

24100 进行前期工作。

3
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镇区、陂头圩老
旧居住区改造项目

老旧居住区内道路、绿化、排水管网、消防设施、
停车场、健身公园、建筑物修缮等。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4
清远市清新区龙颈镇龙颈圩、石坎、
南冲、石马、珠坑圩片区老旧居住区
改造项目

老旧居住区内道路、绿化、排水管网、消防设施、
停车场、健身公园、建筑物修缮等。

31600 进行前期工作。

5
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镇区、新洲圩、
沙河圩、鱼坝圩、鱼咀圩片区老旧居
住区改造项目

改造老旧居住区内道路、绿化、排水管网、污水管
网、停车场、健身公园、建筑物修缮等。

42353 进行前期工作。

6
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街道社区、白湾
社区老旧居住区改造项目

改造老旧居住区内道路、绿化、排水管网、污水管
网、停车场、健身公园、建筑物修缮等。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7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城北片
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建设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规划布置现代物流组
团及公交站场、综合服务等配套组团。

180000 进行前期工作。

8
阳山县（七拱）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占地面积约225亩，主要建设园区基础设施、道路
铺设、山边护坡挡土墙工程及与周边村庄的护堤、
护坡、水利设施等。

10800 进行前期工作。

二 产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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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远市船舶装备制造业产业园项目
占地面积约1048亩，建设一个集聚游艇、货运船、
旅游客船等完整船舶装备制造的产业链条的制造基
地。

1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
广东精美特种型材有限公司铝合金新
材建设项目

形成4.5万吨工业铝型材生产能力。 57700 进行前期工作。

3 清远世腾智能高端环保包装项目
建设瓦楞纸板生产线，预印、彩印包装箱生产线等
。

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4
东电协•湾区（清远）高端电子信息
产业智造科技园

占地面积约1000亩，建筑总面积约166.7万平方米
。建设满足电子信息产业全链需求的高标厂房、研
发创新产业大厦、配套综合楼、厂区商业、生活宿
舍公寓等专业物业。

5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5
清远市铭普光磁通信光电子产业基地
项目

建设通信（5G）光电子产业基地，主要研发产销通
信光电部件、通信磁性元器件、通信能源供电系统
设备。

5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6 豪美新材扩产提能项目
建设生产厂房、配套综合楼、办公楼、生活配套区
、宿舍、公寓等。

219800 进行前期工作。

7 清远奕盛产业园
占地面积291亩，分五期开发，建设多层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标准厂房、行政办公和生活配套设施等
。

1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8 清远梦享谷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建设旅游观光、环球
美食、精品购物、健康食品、文化创意、精致度假
等。

10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9
清远市帕卡电子有限公司LED智能照
明配套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办公楼、研发楼、厂房、仓库及配套生产设施
等。

90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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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东爱音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高端音
响项目

占地面积42亩，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数字智能音
响、智能教育设备、广播影视器材。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11 广东建乐电器项目
占地面积约34.6亩，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高端电
器部件、金属标准件、智能电子产品。

25000 进行前期工作。

12
清远聚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装
备产业园项目

主要研发、生产新能源锂电池系列制造设备。 12000 进行前期工作。

13
广东聚航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超轻
高强聚合物复合材料项目

主要从事超轻高强聚合物复合材料生产、研发。 1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4
清远市泰鼎科技有限公司超轻高强材
料项目

主要从事超轻高强聚合物复合材料生产、研发。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15
广东三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科技园建
设项目

占地面积63.7亩，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建设以
科技服务、大数据信息等为主的科技园。

3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6 清远高新区创新谷项目
占地面积约90亩，建设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总部孵化
器、共享空间等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广东省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

26700 进行前期工作。

17
清远市科建门窗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高
端节能系统门窗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扩建8条节能系统门窗加工生产线，购置先进水平
设备及相关配套辅助设备。

16000 进行前期工作。

18 广东桂鑫钢铁有限公司技改二期项目 建设生产车间及配套附属设施、4栋综合楼。 35000 进行前期工作。

19
清远爱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四期厂房
扩建工程

扩建焊接生产线四期厂房，开展生产线智能化升级
。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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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益（清远）织染整有限公司改造项
目

占地面积60亩，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拟建设
新益时尚产业园。

85000 进行前期工作。

21 清远市沪清市政配套产业园项目
占地面积50亩，新增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改造
旧厂房以达到市政配套产业高效能的发展规模。

12000 进行前期工作。

22 森宇铁皮石斛项目 首期占地面积36.8亩，建设研发、销售生产基地。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23 杜汉智能骑行装备（清远）产业园

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计划建设1栋厂房、办公楼
、宿舍楼，主要生产智能机车骑行服与安全气囊背
心；二期计划扩建两栋厂房，生产骑行护具等配套
产品。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24
广东站胜（清远）运动科技智造产业
园项目

规划占地面积191亩，建设高端制造、智能制造、
创新科技体系完善、富有智慧制造产业特色的主题
型工业科技园区，形成集中、集聚、集群发展的重
大空间载体。

37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5 广东站胜（清远）3D打印模具项目
项目将承载东莞站胜集团高端智能装备产业、金属
3D打印技术、智慧工厂等运动科技全产业链企业的
集群进驻。

3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6 广东站胜（清远）智能制造项目
建设高端运动科技全产业链“上市总部+智能制造
基地”。

3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7 第三代半导体芯片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规划占地面积74亩，开展集成电路芯片研发、设计
、封装测试，半导体元器件生产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等。

44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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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清远莲湖声光电产业园项目（演艺装
备）

引进电子音响、舞台灯光、显示屏、舞台机械与特
效设备等项目。

5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9 广东美谷研产销总部基地 
总占地面积约17.3亩，拟建设办公楼、生产大楼、
综合楼、研发中心等。 

16500 进行前期工作。

30 广东正奥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22.6亩，拟新建办公楼、生产车间、生
产配套用房、综合楼等，将建成集研产销一体的化
妆品集团总部。

10000 进行前期工作。

31 清远市华宝生物研产销基地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23亩，建筑面积约6.1万平方米，拟建
设办公楼、生产厂房、生产配套用房等。

12000 进行前期工作。

32 广东九科研产销项目
占地面积约22亩，拟建设办公楼、生产厂房、生产
配套用房等。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33 广东越上化妆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21.26亩，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拟建设
办公楼、生产厂房等。

10000 进行前期工作。

34 盛时国际家居项目
占地面积约41亩，建设办公楼、生产厂房、仓库和
配套设施。

18000 进行前期工作。

35 广东帝鼎智能设备生产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28亩，新建厂房及辅助用房约4.2万平
方米。拟购置生产设备53套，包括定梁龙门加工中
心、激光机、剪板机等设备务。

12000 进行前期工作。

36 加杰总部及涂装设备研产销基地
占地面积约35亩，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拟建
设办公楼、生产厂房、研发中心、仓库和配套设施
。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37
长华汽车冲焊件（广清产业园）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二期）

拟购置安装自动焊接生产线、底盘总成件自动装配
及检测线、半自动阴极电泳生产线等设备。

23775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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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清远铭科汽车（新能源）零部件产业
基地项目（二期）

占地面积约17.6亩，建设厂房1栋，拟购置安装
600T、400T、200T冲压机及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39
广东雅乔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
目

占地面积约17.3亩，拟新建生产车间、综合楼等，
将建成集研产销一体的新材料生产基地。

25000 进行前期工作。

40 广东丽高塑料广清园科技产业园
占地面积约26亩,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拟建设
办公、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集团总部大楼。主
营塑料包装制品。

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41 优的派环保装备产研销项目 
占地面积约17.2亩，建设生产车间2栋，建成集研
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研发项目总部。

13000 进行前期工作。

42 清远城市矿产智慧制造中心项目
占地面积约140亩,拟建设生产车间及办公楼，购置
废钢破碎生产线、门式剪切机、金属打包机、有色
金属分选系统等设备。

49130 进行前期工作。

43 楼邦建材生产项目 
占地面积约20亩，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建设
楼邦建材生产项目，包含1栋3层厂房及1栋5层综合
楼项目。

11000 进行前期工作。

44
广东（清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总部
经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8.8万平方米。建设总部大楼项目，含
管理员工办公，研发中心等。

54400 进行前期工作。

45 建筑工业化智能科技园

以建筑工业核心技术+智慧智造，打造建筑产业一
体化智慧科技园起步区，远期拓展提升打造大湾区
建筑工业智慧产业集群。建设地下空间装配式等智
慧智造基地，省绿建、建筑工业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

202000 进行前期工作。

46
清远华清循环经济绿色科技创业园项
目

引进200家以循环经济为主题、绿色科技为基础的
中小微企业入驻。

5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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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普洛斯清远先进制造产业园项目
建筑面积63.4万平方米，建筑类型包括厂房、仓储
和分拨中心、办公楼和食堂等。

4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48 大湾区现代家禽产业园
建设精深加工、生鲜交易、文旅科创三大功能区，
年加工量3亿只家禽。

3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49
清远市钛美铝业有限公司二期工程项
目

占地面积约17.9亩，厂房规划总建筑计容面积约
4.2万平方米。建设成集生产车间、综合办公楼、
宿舍楼为一体的围绕加工生产汽车零部件、电子电
器等铝制品工业材的厂房及其配套建筑。

10000 进行前期工作。

50
忠信（清远)光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项目

占地面积约27亩，建设新增年产8000吨PVB胶片
（聚乙烯醇缩丁醛膜）生产线。

21000 进行前期工作。

51
清远润捷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日用塑料
泵36000万支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5.9万平方米，建设生产厂房、研发
中心、综合办公楼、仓库等配套设施。

21000 进行前期工作。

52
东莞市德诚精密拉链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2亿条拉链及上下游周边产业链项
目

建设5栋厂房，3栋宿舍楼。生产制造尼龙拉链、金
属拉链、塑胶拉链及上下游周边产业链。

25000 进行前期工作。

53 熙霖环保设备研发生产项目一期
占地面积约64.7亩，总建筑面积约8.8万平方米，
开展环保设备研发、生产、废活性炭年10万吨回收
、处理及销售。

21000 进行前期工作。

54
九融汇金融产业集群创新服务基地建
设项目

在清远互联网+创新产业园投资九融汇金融产业集
群创新基地，通过引入金融及金融科技创新及服务
企业 ，推动清远金融产业创新集聚。

27000 进行前期工作。

55
广东嘉晟金服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
园

占地面积约43亩，总建筑面积约9.1万平方米，建
设办公楼、宿舍楼、地下停车库等。

344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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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清远南方建材卫浴有限公司新中源跨
境电商物流产业园新建项目

总占地面积约991.4亩，总建筑面积约75.2万平方
米，建设仓储物流园区、仓库、分拨中心、综合楼
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4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57 广东得凯士运动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占地面积约62亩，建设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办公
楼及宿舍楼，并配备建设供电、供排水、消防等设
施。

18000 进行前期工作。

58
清远市科建门窗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项
目

建设熔铸车间、挤压车间、喷涂车间、氧化车间、
精加工车间、门窗车间、幕墙车间及配套设施。

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59
广东洪盛利五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

占地面积为98.4亩，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新
建生产车间、原材料库、研发中心、办公楼、住宿
楼等，购置拉丝机等设备，并配备建设供电、给排
水、消防等设施。

30140 进行前期工作。

60 城际清远源潭综合物流产业园项目
一期建设5栋物流仓库及配套的动力中心、宿舍、
门卫室等。

53000 进行前期工作。

61 清城区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建项目
由24个子项目组成，产业园总产值达78.9亿元，带
动产业园清远麻鸡标准化养殖率达到60%，肉鸡出
栏量达0.4亿羽以上。

42000 进行前期工作。

62
广东清新水泥有限公司二期日产5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

建设1条日产5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1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63
海达公司禽肉产品产业化养殖加工项
目

占地面积约90亩，配套一定规模的养殖用地。 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64
万洋集团“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北
进-粤北区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产业
集聚区项目

一期总建筑面积约167万平米，建设厂房、宿舍及
配套设施。

15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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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新动力智造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建设生产车间、综合
楼、技术中心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

2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66
华辉天锋新建材（广东）有限公司碳
酸钙开采及深加工项目

占地面积230亩，分二期开发。一期工程占地面积
85亩，二期工程占地面积145亩。

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67
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注塑机项目

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分二期建设，共5年。 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68 连州市骏马皮革制品有限公司项目
生产牛津布、牛津布染色和PVC贴合、PU涂层布，
产品主要用于箱包、手袋、帐蓬及户外用品。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69 连州市天正皮革厂项目
建设生产车间、仓库、办公楼、宿舍及其他配套设
施等，计划建设3条生产线。

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70 连州市宏图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 主要生产、销售人造革。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71 广东酷彩塑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占地面积50亩，生产销售PVC色饼、色纱、塑料制
品、颜料。

10000 进行前期工作。

72 清远市万屿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占地面积96亩，生产皮革及皮革制品。 19200 进行前期工作。

73 连州市南港石业有限公司项目
占地面积约98.2亩，建设人造石及原材料生产、加
工、销售。

19600 进行前期工作。

74 广东连州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占地面积约70.1亩，开展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及绿
色收集储存。

11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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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连南瑶族自治县天农牧业有限公司原
种猪场项目

建设后备舍、公猪舍、配怀舍、分娩舍及污水处理
及相关的配套设备等。

15000 进行前期工作。

76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建设包括园区土地征地、土地平整、市政道路、雨
污管网、绿化工程、水电工程、照明工程等。

30000 进行前期工作。

77 英德市八宝铅锌多金属矿开发项目

铅锌多金属选矿500吨/日，配套建设厂房、坑道布
置、办公楼、化验室、职工宿舍等建筑，总建筑面
积3.5万平方米。配套设备：破碎机、球磨机、浮
选机等大型设备。

42000 进行前期工作。

三 民生保障工程

1
清远市新建市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项
目

占地面积400至500亩，建设各种功能校舍约20万平
方米，配套建设运动场、校道等设施，可满足在校
生1000人规模的办学需求。

1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 清远市第四中学建设工程
占地面积约150亩，建设各种功能校舍约9万平方
米，配套建设运动场、校道等设施。

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3 清远市公安监管场所
占地面积约102亩，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建设
拘留所、戒毒所、病残医院、停车场、附属办公区
和备勤用房。

40000 进行前期工作。

4 清远市技师学院学生宿舍新建工程
占地面积约8.1亩，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新建
2栋学生宿舍，包括建筑土建工程、安装工程、配
套工程以及设施设备购置。

10000 进行前期工作。

5
清远市北江旅游码头综合开发（一
期）项目

拟建6处旅游码头，水域建设23个300吨级游船泊
位，2个600吨级游船泊位；陆域建设游客服务中心
、清远鸡国际美食中心。

303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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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远旅游客运码头建设项目
建设北江南岸主码头、13个专用泊位及商业配套设
施。

26000 进行前期工作。

7
清远市中医院分院区及中医药产学研
基地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69.2亩，总建筑面积约11.1万平方米，
拟建7栋建筑大楼，包括住院楼、门诊楼、医技楼
等，设置床位数600张。

1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8 清远市消防培训基地项目

建设培训基地综合楼1栋5层0.6万平方米，战勤保
障消防站及水上消防站综合楼1栋3层0.4万平方
米，体能训练馆1栋1层0.1万平方米，综合训练楼
（训练塔）1栋12层0.2万平方米，训练设施用地
5.3万平方米。

15300 进行前期工作。

9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清远校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32万平方米，建设教学实训楼、图书
馆综合楼、行政办公楼、学生宿舍、教师公寓、食
堂、学生活动用房等。

24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0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清远校区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建设公共课教室、实训用
房及场所、教师行政用房、学生宿舍、教师宿舍、
食堂、后勤及附属用房等。

2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1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建设
项目（首期工程）

建设教学实训楼、图书行政楼、文体中心、师生活
动用房、学生宿舍、食堂、教师公寓、后勤附属用
房等。建筑面积16.62万平方米。

121000 进行前期工作。

1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建设
建筑面积25.83万平方米。建设教室、学生宿舍、
食堂、实训室、图书馆、体育馆、人防地下室、教
师公寓、后勤及附属用房及其他配套工程等。

205500 进行前期工作。

13 广州体育学院清远新校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34.4万平方米，建设教学大楼、综合体
育训练馆、行政办公楼、院系教研楼、学生宿舍、
食堂等。

2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14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清远校区建
设工程项目

占地面积501亩，总建筑面积26.9万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25.4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5万
平方米（人防工程占100%）。

2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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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远启天高级中学有限公司项目 办学规模为2400人。 57000 进行前期工作。

16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清远高新学校
占地面积约46.5亩，总建筑面积约2.7万平方米，
配套建设地下车库、各类教室、舞蹈室、档案室、
打印室、实验室等。

39000 进行前期工作。

17
清远市清城区粮食储备库新库建设项
目（一期）

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6万吨平房
仓，1万吨成品粮仓，配套储备油库、物资仓库、
业务用房及生活服务设施等。

35000 进行前期工作。

18 清城区富强中路小学建设项目

项目选址于清远市清城区E24号区富强路西侧(清远
市消防指挥中心及消防站西侧)，项目总用地面积
约3.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约0.3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为48个班，2160个
学位。

19800 进行前期工作。

19 中共清远市清城区委党校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3.1万平方米。建设党校综合楼、老
干部大学综合大楼、阶梯式报告厅、学员餐厅宿舍
楼以及校内道路、室外广场绿化等附属设施。

21201 进行前期工作。

20 天子山旅游度假区
总占地面积1.2万亩，建设用地面积601亩的生态旅
游度假村。

52000 进行前期工作。

21 清城区社会福利中心建设项目 计容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建筑密度35%。 32000 进行前期工作。

22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卫生院新院建设
项目

占地面积约20.2亩，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
新建综合楼，后勤楼，医技楼，垃圾站和污水处理
站等。

128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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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异地新建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卫生院
总占地面积约30亩，总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
迁建太平镇卫生院，按“二甲”综合医院规模建
设，含医疗设备购置。

3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4
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清远校区
建设项目

首期项目用地面积396亩，总建筑面积33.2万平方
米。首期建设教学楼、实训楼、行政楼、教师公寓
等。

2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5 清新鸟鸣谷文化体育旅游综合体
占地面积556亩，以研学体验为主线，建设无动力
乐园、户外营地、小动物之家、国学学堂等。

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6 清远市珠珠峡生态旅游度假区
占地面积约2450.6亩，总建筑面积约6.8万平方
米，建设峡谷瀑布温泉，峡谷漂流、康疗民宿等配
套设施。

25000 进行前期工作。

27 清远仙鹿湖综合文化旅游项目
建设集旅游度假、文化娱乐、体育公园、休闲观光
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文旅生态度假项目。

500000 进行前期工作。

28
英德市皇城山御泉康养旅游度假区项
目

占地面积约50亩，建设温泉设施设备、游客服务中
心、旅游酒店、园林绿化配套、茶园建设、度假区
内道路管网。

26000 进行前期工作。

29 佛冈县职业技术学校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6.4万平方米，建设教学楼、实训楼
、综合楼、体育馆、学生宿舍、设备用房及相关基
础配套设施等。

35000 进行前期工作。

30 汤塘原生态旅游度假区田园综合体
规划占地约1200亩。分五期建设，建设美食街、土
特产商业街、农耕研学教育基地、酒店区、高端颐
养中心、体检美疗中心等。

6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31 禾田温泉二期
建设面积约6.5万平方米，建设酒店大堂群楼配套
、康养别墅、人才公寓等。

50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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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连州市新建海阳中学工程
规划占地面积83亩，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建
设48个教学班，2400个学位。

41176 进行前期工作。

33 连州市云溪小学
占地面积75亩，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建设48个
班，学位2160个。

23353 进行前期工作。

34
连州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
目

总规划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新建6栋大楼，改造4
栋大楼，建设约500间隔离病房。

11000 进行前期工作。

35 连州市医疗总院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0.9亩，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建设1栋后
勤楼，开展医疗系统信息化、中药代煎中心建设及
配套医疗设备采购。

22800 进行前期工作。

36 连南县县域医共体建设项目
建设连南县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县域医共体人
才公寓和移动中医院。

11000 进行前期工作。

37 新建石泉中学
拟建教学楼、综合楼、办公楼、辅助用房、体育设
施、室外工程等。

26400 进行前期工作。

38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金坑狮
颈茶园

总建筑面积约0.8万平方米，建设茶叶采摘体验区
500亩、观光茶园5000亩、旅游公路20公里、茶园
特色桥以及相关茶园基础配套设施等。

10000 进行前期工作。

39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粮油和
物资储备中心库项目

按三类库标准建设，占地面积约80亩。主要建设稻
谷储备仓库6座，总仓容3万吨。

20000 进行前期工作。

4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文化艺术中心建
设项目

占地面积约90亩，总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建
设县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首层架空平台、
充电桩等。

180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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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广东南岭国家公园清远片区入口社区
提升工程

建设英明村风情古街、秤架林场科普馆等基础设
施，公路桥瑶族元素整改、圩镇中心区及瑶乡新村
道路外立面改造，对国道G323线鸡公坪村到秤架林
场的道路进行拓宽和整治。

18500 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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