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3年自治区本级重点建设项目投资计划表
                           投资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建设起
止年限

投资来源 总投资
到2022年
底累计完

成投资

2023年计划

责任单位 
计划投资 进度目标或新增效益

总     计  （101项） 40487252 9125588 6672353 

一、重大产业项目（67项） 28610819 4407529 4086900 

（一）工业项目（57项） 26491507 4283329 3390900 

1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电池及储能集装系统示
范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100GWh的电芯生产及组装生产线
。

2022-2024
3470000 169000 200000 完成1#地块的所有单体建

设，完成4#和8#地块部分
单体建设。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470000 169000 200000

2 宁夏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50GW（G12）太阳能级
单晶硅材料智慧化工厂及相关配套产业项目 续建 购置安装3433台单晶炉及配套工艺设施。 2021-2023

900000 720000 180000
建成投产。

宁夏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900000 720000 180000

3 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蓝宝石晶体制造与加工基
地（打捆项目）

续建

包含3个子项目：（1）建设蓝宝石晶体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项目，包括厂房及其附属
建筑物，购置安装蓝宝石晶体生长炉及其
辅助配套设备等。（2）建设高端显示材料
用蓝宝石晶体产业化项目，购置安装蓝宝
石晶体生长炉及其相关的智能化控制系统
。（3）建设Micro LED显示芯片用大尺寸
蓝宝石晶体成果转化项目，包括新建厂房
及购置安装级晶体生长炉和技术改造高端
显示材料专用晶体生长炉等设施。

2022-2024

88000 33000 30000

厂房及配套单体完工，购
置安装200台（套）蓝宝石
长晶炉及辅助设备。

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银
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88000 33000 30000

4 宁夏隆基乐叶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GW单晶电池项目 续建  
建设电池车间、动力站、特气站、化学品
库、调节池、泵房及其配套设施，购置安
装11条高效单晶电池生产线。

2022-2024
110000 10132 30000

部分生产线建成投产。
宁夏隆基乐叶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10000 10132 30000

5 中钢新型材料（宁夏）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特种石墨
产能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2万吨特种石墨产能项目及其配套
设施，购置安装相关生产设备等。

2021-2024
146121 50000 30000

部分设备安装调试。
中钢新型材料（宁夏）有限公
司、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46121 5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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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红墩子矿区红二煤矿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240万吨煤碳生产线。 2020-2024
344950 70295 50000

部分建成投产。
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银
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44950 70295 50000

7 蒙牛乳业（宁夏）有限公司乳制品生产建设项目 续建
建设24条产能4500吨梦幻盖、特仑苏生产
线。

2021-2024
238000 100000 30000

部分生产线建成投产，增
加生产线及设备。

蒙牛乳业（宁夏）有限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238000 100000 30000

8 宁夏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青龙山变200MW/400MWh
新能源共享储能电站示范项目

续建
建设200MW/400MWh储能项目，建设综合
楼、配电室、二次设备室及其配套设施。
购置安装储能成套系统预制舱等设备。

2022-2024

75000 5000 50000

完成200MW/400MWh储能
项目建设。

宁夏电投集团、银川市人民政
府

银行贷款 15000 1000 10000

企业自筹 60000 4000 40000

9 宁夏鑫晶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工业蓝宝石制造加工
项目（一期）

续建
购置安装1152台蓝宝石单晶炉和切磨抛加
工等设备。

2021-2024
100000 50000 30000

完成南区576台长晶炉安装
和调试。

宁夏鑫晶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00000 50000 30000

10 宁夏华电宁东一二期及扩建风电场“以大代小”增容
更新202MW风电项目

新建
开展“以大代小”增容更新，安装31台
6.7MW风机，新建110kV升压站及配套
110kV送出工程。

2023-2024

80000 50000
安装31台6.7MW风机，新
建110kV升压站及配套
110kV送出工程。

华电宁夏新能源有限公司、银
川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62000 40000

企业自筹 18000 10000

11 银川隆基一厂单晶炉升级项目 新建

对银川隆基一厂单晶车间、机加车间进行
升级改造，新增或升级单晶炉、金刚线切
断机、单线切断机，切方机等及配套设施
设备。

2023-2024

51000 20000
完成360台单晶炉及配套设
备的安装调试。

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银
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51000 20000

12 宁夏华电灵武一期200MW/400MWh共享储能电站项
目

新建 建设200MW/400MWh共享储能项目。 2023-2024

84000 40000
建设一座200MW/400MWh
共享储能项目（储能电池
仓采购、安装、升压站建
设等）。

华电（宁夏）能源有限公司灵
武分公司、银川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67200 32000

企业自筹 16800 8000

13 宁夏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50GW（G12）太阳能级
单晶硅材料智慧工厂配套装备制造项目

续建
建设自动化配套设备的制造维修，辅助工
装夹具及产品运载设备制造的机加工厂房
、研发综合楼等配套建筑。

2022-2024
110000 8000 20000

研发综合楼完工。
宁夏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10000 8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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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银川上河堡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 新建
建设集市井民俗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亲
子研学等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旅游综合体
项目。

2023-2025
1000000 70000

主体建设。
重庆山江谣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000000 70000

15 宁夏中欣晶圆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12英寸生产车间
项目

续建
改造单晶硅生产厂房，新建12英寸单晶硅
棒生产厂房等。

2022-2024
70732 30000 20000

购置、安装10台12英寸长
晶炉，调试投产。

宁夏中欣晶圆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70732 30000 20000

16 宁夏晶体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光伏新材料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12.5万吨多晶硅项目生产线，配套
建设年产14.5万吨工业硅、钾肥制备、氢气
制备、工业硅等项目生产线。

2022-2024

1500000 110000 200000 

完成一期项目。
宁夏晶体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600000 80000

企业自筹 900000 110000 120000

17 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绿色低碳电极箔项目 新建
建设72条绿色低碳电极箔高速智能生产
线，新建高性能电极箔研发实验室、智能
制造控制中心等。

2023-2024
150000 40000

完成一期厂房建设并进行
设备安装。

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石嘴
山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50000 40000

18 宁夏金莱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绿色环保型玻璃容
器及包装材料产业化生产项目

续建
建设天然气低氮燃烧玻璃窑炉2座及天然气
低氮燃烧玻璃窑炉1座，配套建设玻璃制品
生产线8条。

2022-2024
120000 10000 30000

完成一期项目。
宁夏金莱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20000 10000 30000

19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电石技改
项目

续建
建设4台40.5MVA密闭电石炉，配套建设炉
气净化、密闭式循环水冷却、炭材烘干、2
台600t气烧石灰窑等。

2022-2024

73125 16000 20000 

完成主体建设并进行设备
安装。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21938 10000

企业自筹 51187 16000 10000

20 宁夏鹏程新材料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及锂电池新材料
产业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3万吨单氰胺、1万吨一水肌酸、
0.5万吨氨基胍碳酸盐、0.1万吨硫氰酸胍、
4万吨乙炔炭黑、9.2万吨锂电池材料等产品
生产线。

2023-2025

267700 3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鹏程新材料有限公司、石
嘴山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30000

企业自筹 237700 30000

21
宁夏冠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NMP、PBT/PBAT、
PTMEG等高分子材料、生物可降解材料及上游配套
产业链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50万吨BDO、10万吨NMP、12万
吨PBT、24万吨PTMEG、30万吨氨纶产品
生产线。

2023-2025

1468000 50000

一期首套BDO装置建成投
产。

宁夏冠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450000 30000

企业自筹 1018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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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宁夏福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87000吨硅基、纳米
材料项目

新建
一期建设77900吨硅基、纳米材料生产线；
二期建设7100吨纳米二氧化硅生产线；三
期建设2000吨纳米微孔绝热板生产线。

2023-2024

50000 10000
主体完工，部分设备购置
安装。

宁夏福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50000 10000

23 宁夏恒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
极材料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
一期建设4万吨磨粉、2万吨造粒；二期建
设6万吨磨粉，3万吨造粒。

2023-2024

100000 10000

一期主体完工。
宁夏恒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50000 5000

企业自筹 50000 5000

24 宁夏海利科技有限公司精细化工项目（一期） 续建
建设年产4000吨甲萘威、5000吨甲基硫菌
灵及配套建设年产3万吨光气项目生产线。

2022-2024
130703 45000 40000

部分建成投产。
宁夏海利科技有限公司、吴忠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30703 45000 40000

25 宁夏元储科技有限公司新梁变100MW/200MWh新型
电化学储能电站（共享型）项目

续建 建设储电设施、配电设施、输电线路等。 2022-2023
36000 20000 16000

建成投产。
宁夏元储科技有限公司、吴忠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6000 20000 16000

26 宁夏能源铝业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铝型材生
产线建设项目

续建
新建光伏边框、建筑门窗、集装箱、电缆
桥架等型材生产线。

2022-2024

48474 5000 28000

完成部分生产线的购置安
装。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吴忠市人民
政府

银行贷款 33932 5000 20000 

企业自筹 14542 8000 

27 宁泰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3GW新能源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浙江正泰）

续建
建设高效晶硅组件组装生产厂房、逆变器
组装生产厂房、综合办公楼、公共配套基
础设施、电子材料仓库等。

2022-2024
515000 30000 60000 

完成部分生产线安装调试
。

宁泰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吴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515000 30000 60000 

28
宁夏阳光矿业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永安煤矿及240
万吨选煤厂项目

续建
建设工业场地、回风斜井、回风立井、瓦
斯抽采站、防火灌浆站、职工宿舍、装车
站、场外道路、爆破器材库等。

2022-2024
166360 80000 30000 完成6000米下组煤矿建工

程，开始三期工程首采面
施工，完成4000米上组煤
矿建工程。

宁夏阳光矿业有限公司、吴忠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66360 80000 30000 

29 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49.96万吨精细化工产品
项目

新建

建设主生产车间、变配电室、动力车间、
原料库、成品仓库、溶剂罐区、五金仓库
、机修车间、污水处理站、危废焚烧车间
、RTO等生产工程。

2023-2025

369000 40000 

土建施工。
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吴忠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69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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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宁夏牛首山抽水蓄能电站主体项目 新建
建设10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及相关辅
助工程。

2023-2028

742000 50000

完成辅助工程，开展主体
工程施工建设。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国网
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市人
民政府

银行贷款 621000 0 

企业自筹 121000 50000 

31 中石油青石峁气田开发项目 新建  勘探开发天然气井100口。 2023
50000 50000

完成勘探开发天然气井100
口。

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吴忠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50000 50000

32 宁夏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嘉泽同心县
150MW/300MWh储能电站

新建 建设150MW/300MWh储能电站。 2023-2024
60000 40000

主体完工。
宁夏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吴
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60000 40000

33 吴忠市牛首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板桥330kV变电站
200兆瓦/400兆瓦时共享储能电站项目

新建
建设锂电池储能电站、配电室一座、办公
生活用房一栋及二次设备室，购置安装储
能成套系统预制舱等设备。

2023-2024

72000 40000

主体建设。
吴忠市牛首山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吴忠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58000 32000

企业自筹 14000 8000

34 宁夏元康药业有限公司年产9000吨原料药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9000吨美洛昔康、羟苯磺酸钙等6
种原料药产品生产线。

2023-2024

140000 30000 

完成部分单体土建施工、
部分设备安装调试。

宁夏元康药业有限公司、吴忠
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100000 

企业自筹 40000 30000 

35
“宁湘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中卫300万千瓦光伏复合
项目（新基建）

续建
建设300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自建3座
330kV变电站，配套建设储能电站。

2022-2024
1500000 400000 80000 完成100万千瓦光伏电站建

设及配套变电站、储能电
站建设。

中卫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中
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500000 400000 80000 

36 中卫热电扩建4×66万千瓦煤电项目 新建
建设66万千瓦发电机组4台，配套附属设施
。

2023-2025
994000 30000 完成项目勘察设计，锅炉

汽轮发电机组等设备招
标，开工建设2台发电机组
。

国能中卫热电有限公司、中卫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994000 30000 

37 大唐中宁200MW/800MWh共享储能项目 续建
建设200MW/800MWh共享储能电站，包含
100MW/400MWh全钒液流储能和
100MW/400MWh先进压缩空气储能。

2022-2024
210000 2000 20000

完成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部
分和办公楼建设。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
公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210000 2000 20000

—5—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建设起
止年限

投资来源 总投资
到2022年
底累计完

成投资

2023年计划

责任单位 
计划投资 进度目标或新增效益

38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煤制烯
烃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26万吨乙烯、24万吨丙烯、副产
1.24万吨硫磺等产品生产线。

2020-2024

951915 766797 30000

部分建成投运。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666341 536758 21000 

企业自筹 285575 230039 9000 

39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C2-C5综
合利用制烯烃示范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50万吨聚丙烯、40万吨聚乙烯、
25万吨EVA，副产混合C4、C5-C6、C6+、
燃料油等产品生产线。

2021-2024

1023395 406230 150000

部分建成投运。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716377 284361 105000 

企业自筹 307019 121869 45000 

40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苯乙烯及EPS项目 续建
建成年产20万吨苯乙烯、20万吨 EPS，年
副产 0.3万吨混苯、0.23万吨焦油、4120万
标方氢气、704万标方解析气生产线。

2022-2024

100700 53144 30000

主体建成。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70490 37201 21000

企业自筹 30210 15943 9000

41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电池材料产业链示范项
目

续建
建设年产25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15万
吨石墨负极材料、17万吨电解液等一体化
产品生产线。

2022-2024

1353900 169600 250000

部分装置建成。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947730 118720 190000

企业自筹 406170 50880 60000

42 苏利（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精细化工产品项
目

续建
建设年产42.41万吨精细化工产品及相关衍
生产品生产线。

2020-2025

303856 90000 30000

部分装置建成。
苏利（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212699 63000 21000

企业自筹 91157 27000 9000

43
宁夏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高效农药原药及中间体
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2万吨草铵膦原药、7千吨甲基二
酯等产品生产线。

2019-2024

150000 110515 20000

部分装置建成投产。
宁夏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105000 77360 14000

企业自筹 45000 33155 6000

44 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防护用对位
芳纶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1.2万吨防护用对位芳纶产品生产

线。
2022-2024

129000 65150 20000

主体建成。
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员会

银行贷款 90300 45605 14000

企业自筹 38700 1954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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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宁夏信广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品质芳纶原料项
目

续建  
建设年产2万吨间苯二胺、2万吨对苯二胺
产品生产线。

2021-2024

100000 18000 20000

二期工程建成。
宁夏信广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员会

银行贷款 70000 12600 14000

企业自筹 30000 5400 6000

46 万华化学（宁夏）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MDI分离项
目

续建  建设年产30万吨精MDI产品生产线。 2022-2024

50000 20000 20000

主体建成。
万华化学（宁夏）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员会

银行贷款 35000 14000 14000

企业自筹 15000 6000 6000

47 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锂电材料的生产、锂电池
材料及废催化剂回收利用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46万吨锂电材料、年回收利用30
万吨锂电池材料及废催化剂生产线。

2019-2026

812815 80000 20000 

部分生产线建成投产。
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宁
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568971 56000 14000

企业自筹 243845 24000 6000

48 灵绍直流200万千瓦光伏基地项目 续建 建设200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 2022-2024

1011150 353000 250000

土建工程及光伏组件安装
。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70805 247100 200000

企业自筹 30345 105900 50000

49 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高性能纤维原料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2.5万吨BDO，10万吨PTMEG生
产装置。

2023-2027

150000 2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员会

银行贷款 105000 14000

企业自筹 45000 6000

50 泰光化纤（宁夏）有限公司10.8万吨差别化氨纶项目 新建 建设10.8万吨氨纶生产装置。 2023-2027
446800 5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泰光化纤（宁夏）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企业自筹 446800 50000 

51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套年产50万吨
煤制烯烃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25万吨EVA或部分生产低密度聚
乙烯、30万吨聚丙烯，以及丙烷、C4、C5
硫磺等副产品生产线。

2023-2025

1205772 5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844040 35000

企业自筹 361732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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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万吨
EVA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0万吨EVA产品生产线。 2023-2027

232463 2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162724 14000

企业自筹 69739 6000

53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碳酸锂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 2023-2024

241700 3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169190 21000

企业自筹 72510 9000

54 五恒化学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精细化工产品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6万吨γ丁内酯、2万吨NMP产品生
产线。

2023-2024

54000 3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五恒化学科技（宁夏）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37800 21000

企业自筹 16200 9000

55 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锂电池高性能材料一体化
一期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21.5万吨N-甲基吡咯烷酮、锂电分
散剂、乙烯化衍生品等主产品生产线。

2023-2024

524300 6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宁
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367010 42000

企业自筹 157290 18000

56 六盘山电厂2×100万千瓦扩建项目 新建
建设2×100万千瓦超临界间接空冷燃煤发电
机组，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设施。

2023-2025

800000 20000

土建工程施工。
国能宁夏电力公司、固原市人
民政府

银行贷款 640000 10000

企业自筹 160000 10000

57 电网工程（共2项） 1219576 187466 476900 

（1）宁夏电网2023年主网架升级工程 续建
建设杞乡开关站送出、杨柳、云海、庆祥
输变电、晶体新能源和宝丰供电等220千伏
及以上输变电工程。

2021-2025

835772 133180 214591 

部分建成投运。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668618 171673 

企业自筹 167154 133180 4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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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夏电网2023年配电网完善工程 续建
建设银川八一、西新、宁东黎明固原城关
等110千伏及以下输变电工程。

2021-2024

383804 54286 262309 

部分建成投运。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307043 52186 209847 

企业自筹 76761 2100 52462 

（二）重大服务业提效升级及新基建项目（4项） 1321800 105200 341000 

58 中国建材互联网产业园数据中心一期项目 续建
建设IDC机房（布设机架12000个及配套附
属设施）、2栋数据中心、1栋动力中心、1
栋综合楼、1栋变电站（预留）。

2022-2024
30000 10000 20000

完成数据中心1、动力中心
、科研楼建设。

宁夏建材集团、银川市人民政
府

企业自筹 30000 10000 20000

59 汪水塘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续建
建设铁路专用线1.206公里，装卸线4条×450
米，油品储罐122个等。建设公铁两用装卸
区、储运区、辅助作业区等配套设施。

2022-2024
64000 12000 20000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宁夏汪水塘物流有限公司、吴
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64000 12000 20000 

60 “东数西算”宁夏枢纽建设项目（共6项） 527800 82700 161000 

（1）中国广电（宁夏）数据中心项目一期（新基
建）

新建
建设数据中心机房3栋、动力楼1栋和综合
服务楼1栋，安装机柜约2604个。

2023-2024
196000 70000 

完成机房建设，开展机电
、机柜等设备安装。

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
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96000 70000 

（2）中国电信数据中心项目一期（新基建） 续建
一期建设2栋数据机房和1栋运维楼，安装
6KW机柜1976个。

2020-2023
37700 29700 8000 完成2号机房机电设备安

装，新增机柜1082个，部
署服务器。

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中卫市
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7700 29700 8000 

（3）中国移动数据中心项目二期（新基建） 续建 建设机房1栋，安装机柜2100个。 2023-2025
74100 1500 20000

完成机房建设，开展机电
、机柜等设备安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
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74100 1500 20000

（4）中国联通数据中心项目二期（新基建） 续建 建设机房1栋，安装8KW机柜2000个。 2022-2024
50000 3000 30000 

完成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安装8KW机柜2000个。

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
公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50000 3000 30000 

（5）中国联通数据中心项目三期（新基建） 续建 建设机房1栋，安装8KW机柜2000个。 2022-2024
50000 500 8000 

完成土建工程，采购安装
交付部分机电设备。

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
公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50000 500 8000 

（6）美利云数据中心项目二期（新基建） 续建 建设机房4栋，安装机柜8800个。 2021-2024
120000 48000 25000 完成1栋机房机电设备采购

和安装，部分机柜交付使
用。

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
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20000 48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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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宁夏至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新基建） 续建 建设±800千伏输变电工程。 2022-2025

700000 500 140000 

土建施工。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560000 112000 

企业自筹 140000 500 28000 

（三）现代农业提升工程（6项） 797512 19000 355000 

62 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红崖子第三奶牛场建
设项目

续建
建设牛舍、挤奶厅、干草棚、青贮平台、
固定搅拌站、机修车间及配套生产设施。

2022-2024
98533 4000 30000 完成牛舍、干草棚、青贮

平台、机修库、水泵房、
挤奶厅等建设。

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98533 4000 30000 

63 宁夏新希望塞上牧业有限公司万头奶牛标准化牧场
建设项目

续建
建设存栏10000头奶牛标准化智慧牧场一座
。

2022-2023
40000 15000 25000 

建成投产。
宁夏新希望塞上牧业有限公司
、吴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40000 15000 25000 

64
晓鸣股份父母代种业基地（三期）及青年鸡种业基
地项目

新建
建设4座父母代生态养殖小区、4座育雏育
成养殖小区。

2023
30000 30000 

建成投产。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红
寺堡分公司、吴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0000 30000 

65 农垦集团吴忠奶业有限公司孙家滩第一奶牛场（2.5
万头）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牛舍、挤奶厅、干草棚、青贮平台、
固定搅拌站、机修车间及配套生产设施。

2023-2025
107623 30000

完成5000头规模养殖。
农垦集团吴忠奶业有限公司、
吴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07623 30000

66 全区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农业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高标准农田93.7万亩，其中新建60万
亩，改造提升33.7万亩，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74万亩，重点开展土地平整、土壤改良、
灌溉与排水和高效节水、田间道路、农田
防护林、农田输配电等。

2023

190000 190000
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
田93.7万亩，发展高效节
水农业74万亩。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项目单位自筹 190000 190000

67 张骞葡萄郡（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建设项目 新建

 规划种植酿酒葡萄1.3万亩、防风林3500亩
、建设3500亩下沉式生态型葡萄酒产业示
范园、葡萄酒大数据中心、多功能服务中
心、共享智能葡萄酒酿造集成系统、特色
酒庄、民宿、酒文旅综合体等。

2023-2025

331356 50000 
完成3500亩高品质酿酒葡
萄示范基地种植，生态修
复矿坑3500亩，新建生态
防风林2500亩；建设园区
二级给水管网、污水收集
管网、强排设施等。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单位自筹 331356 50000 

二、重大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项目（21项） 7588156 3474474 160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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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骨干水利工程（8项） 1459345 553636 243789 

68 固海扩灌扬水更新改造工程 续建 建设4座调蓄水库及配套管理设施等。 2020-2024
256557 170200 50000

完成工程建设。
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自
治区水利厅

项目单位自筹 256557 170200 50000

69 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 续建
沿清水河西岸布设193公里输水管道，沿线
新（改）建9座净配水厂向各受水区供水。

2020-2023

236621 193832 42789 

完成工程建设。
宁夏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自治区水利厅

银行贷款 92291 76502 15789

项目单位自筹 144330 117330 27000

70 银川都市圈中线供水工程 续建

建设水源取水泵站1座、转换池1座、调蓄
池21座，铺设压力管道12公里、输水管道
43公里、配水管道67公里，配套各类建筑
物、机电和自动化设施设备等。

2020-2023

133098 118098 15000

完成工程建设。
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自
治区水利厅

项目单位自筹 133098 118098 15000

71 青铜峡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续建
改造唐徕渠、惠农渠、渠首、汉延渠、秦
汉渠灌域渠道和建筑物等。

2021-2024

61096 52300 6000 
完成渠首灌域（二期）、
秦汉渠灌域、贺兰金山泵
站和林场泵站建设任务以
及其他灌域的收尾工作等
。

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自
治区水利厅

项目单位自筹 61096 52300 6000 

72 固海扬水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续建
改造固海扬水干支渠、七星渠和建筑物等
。

2021-2024

37473 19206 10000 完成固海（四期）同心支
干渠砌护改造、渠道防洪
工程，渠系建筑物翻建、
改造等。

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中心、自
治区水利厅

项目单位自筹 37473 19206 10000

73 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工程 新建
治理黄河中卫沙坡头至青铜峡库区末端河
段及青铜峡坝至石嘴山河段267公里。

2023-2025
217500 60000 完成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

工程24处，其中青石段12
处，卫宁段12处。

自治区水利厅
项目单位自筹 217500 60000 

74 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 新建

对贺兰山东麓导引洪、拦滞蓄、泄排洪工
程实施加固、改造、新建和完善，综合整
治“沟、渠、库、堤、路”，完善防洪减灾体
系，提升区域防洪标准、降低超标准洪水
灾害损失、促进洪水资源化利用。

2023-2025

450000 30000 
完成3座拦洪库提标改造，
治理泄洪沟、排洪沟8条，
治理长度60公里。

自治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自
治区水利厅

项目单位自筹 45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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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红寺堡扬水支干渠支泵站更新改造工程 新建
对红寺堡扬水支干渠、支泵站进行更新改
造。

2023-2025
67000 30000 完成5座泵站改造水工、土

建工程，30公里渠道及渠
系建筑物改造。

自治区水利厅

项目单位自筹 67000 30000 

（二）铁路工程（5项） 1938623 713360 290000 

76 包头至银川铁路银川至惠农段 续建
按照双线250公里/小时标准，建设高速铁路
100公里。

2019-2024
1130423 620000 150000 

路基、桥涵等工程施工。
宁夏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局银川工程建设指挥部

项目单位自筹 1130423 620000 150000 

77 包头至银川高铁包头至惠农段（宁夏境内） 续建
按照双线250公里/小时标准，建设高速铁路
17公里。

2022-2025
221800 36000 50000

路基、桥涵等工程施工。
宁夏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局银川工程建设指挥部

项目单位自筹 221800 36000 50000

78 银川至巴彦浩特支线（宁夏境内） 续建
按照单线200公里/小时标准，建设铁路34公
里。

2022-2026
278000 24000 30000

路基、桥涵等工程施工。 宁夏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单位自筹 278000 24000 30000

79 宁夏钢铁集团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项目 续建 新建线路约31.8公里。 2022-2024
159800 31000 30000 

完成路基、桥涵等工程施
工。

宁夏城新铁路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59800 31000 30000 

80 宁东铁路有限公司电气化及电力贯通线改造工程 续建
对宁东铁路244.4公里正线及支线铁路、古
窑子车站等27座车站进行电气化及电力贯
通线建设。

2022-2025
148600 2360 30000 

开展外部线路迁改、新建
电线线路等工作。

宁东铁路有限公司、宁东管委
会

企业自筹 148600 2360 30000 

（三）公路工程（5项） 3753073 2087778 926000 

81 银川至昆明高速公路太阳山开发区至彭阳（宁甘
界）段

续建 建设四车道高速公路236公里。 2020-2024

2614570 1705769 570000

完成部分路基、桥涵、隧
道、路面等工程施工。

中铁建宁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银行贷款 1328256 862569 173658

项目单位自筹 522914 341000 135142

其他资金 763400 502200 261200

82 S50海原至平川（宁甘界）公路 续建 建设四车道高速公路43.5公里。 2020-2024

408559 267904 100000 

基本建成通车。
宁夏海平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
司、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银行贷款 326847 214323 76000

项目单位自筹 81712 53581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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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乌海至玛沁公路惠农（蒙宁界）至石嘴山段 续建 新建四车道高速公路57公里。 2022-2025

564535 90105 200000 

路基桥涵施工。
宁夏乌玛北高速公路管理有限
公司、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银行贷款 287528 21105 78443

项目单位自筹 112907 19000 41557

其他资金 164100 50000 80000

84 国道338线中卫至孟家湾段公路工程 续建 建设二级公路15.4 公里。 2020-2025
117201 24000 30000 

路基桥涵施工。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

项目单位自筹 117201 24000 30000 

85 国道344头营至李旺段 新建 建设二级公路54公里。 2023-2024
48208 26000 

路基桥涵施工。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

项目单位自筹 48208 26000 

（四）市政建设（2项） 409115 119700 130000 

86 宁夏银川市一体化绿色交通建设项目 续建

购置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1400辆、新能源
保障用车16辆，建设充电桩1004个；新建
和改扩建6处公交场站；建设中心城区13条
街道公交专用道48.3公里；建设交通运行监
管服务与应急指挥中心等5个应用系统。

2020-2024

266579 76700 100000
完成第三批车辆采购工
作，完成场站建设工作及
剩余项目建设工作。

银川市交通局、银川市人民政
府

项目单位自筹 63479 26700 5000

银行贷款 203100 50000 95000

87 西气东输三线固原段 续建
建设西气东输管线122.57公里，设置站场1
处，阀室6座。穿越中型冲沟1处，河流
3处，山体隧道1处，定向钻1处。

2022-2024
142536 43000 30000

完成部分工程量。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
公司、固原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42536 43000 30000

（五）园区配套（1项） 28000 13000 

88 闽宁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道路工程、桥涵工程、给排水工程、
道路亮化工程及其他附属设施。

2023-2024
28000 13000 

完成闽宁产业园基础设施
项目北区园区建设。

银川市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自筹 28000 13000 

三、社会事业项目（5项） 4064253 1182756 892800 

（一）生态环保工程（3项） 1973403 534756 684600 

89 2022年度“三山”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续建
实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国
土综合整治等工程。

2022-2023
38363 27683 10600 

完成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项目单位自筹 38363 27683 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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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共4项） 1675525 408736 617000 

（1）银川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 续建
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热则热要
求，采用热电联产，太阳能、加热泵、燃
气等热源清洁化改造面积5954万平方米。

2022-2024
663000 106335 247000

完成部分清洁化改造项目
。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银川市人
民政府

项目单位自筹 663000 106335 247000

（2）吴忠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 续建

实施县城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农村热
源清洁化改造等54个项目；其中热源清洁
化改造项目42个，建筑能效提升项目12个
。 

2021-2023
354902 150318 200000

完成部分清洁化改造项目
。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吴忠市人
民政府

项目单位自筹 354902 150318 200000

（3）固原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 续建

建设城乡冬季取暖热源清洁化改造面积
1863万平方米，完成建筑节能改造面积216
万平方米，实施一批能源保障和基础设施
配套项目。

2022-2024

335556 66763 80000
完成部分清洁化改造项目
。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固原市人
民政府

项目单位自筹 335556 66763 80000

（4）中卫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 续建

分类分区实施15个热源清洁化改造项目、7
个建筑能效提升项目和1个能力建设类项目
。完成热源清洁替代1954万平方米，完成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152万平方米。

2022-2024
322067 85320 90000

完成部分清洁化改造项目
。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中卫市人
民政府

项目单位自筹 322067 85320 90000

91 宁夏南部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续建
人工造乔木林73.9万亩、灌木林45.2万亩，
退化林修复160万亩，人工种草15.2万亩，
草原改良4万亩。

2022-2025
259515 98337 57000 

完成部分治理项目。 自治区林业草原局

项目单位自筹 259515 98337 57000 

（二）城乡建设（2项） 2090850 648000 208200 

92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新建 改造老旧小区150个、2万户。 2023-2024
90850 53200

开工建设2万套。
各相关市县（区）人民政府、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项目单位自筹 90850 53200

93 重点小城镇建设项目 续建 建设40个重点小城镇。 2021-2025
2000000 648000 155000

基本建成20个重点小城镇
。

各相关市县（区）人民政府、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项目单位自筹 2000000 648000 155000

四、民生改善工程（8项） 224024 60829 89864

94 宁夏大学新农科人才培养与创新研究院 续建 建设实验室、科研中心等38720平方米。 2021-2023
19500 5408 10171 

基本建成。 宁夏大学、自治区教育厅
项目单位自筹 19500 5408 1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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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实验实训楼建设项目 续建 建设实验楼25055平方米等。 2021-2023
12533 5100 7433 

建成投用。 宁夏医科大学、自治区教育厅

项目单位自筹 12533 5100 7433 

96 宁夏师范学院师范生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教学实践
基地、教学科研实验实训楼建设项目

续建 建设教学科研实验实训楼28000平方米。 2021-2023
12697 5437 7260 

建成投用。 宁夏师范学院、自治区教育厅

项目单位自筹 12697 5437 7260 

97 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续建
建设教学楼、辅助用房、运动场、宿舍楼
、食堂等。

2022-2023
27000 11000 13000 

完成建设。
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自筹 27000 11000 13000 

98 宁夏广播电视传输发射基地迁建项目 续建
建设发射塔及天馈线系统、塔上机房、调
频电视、节传中心、卫星地球站机房和综
合业务用房，以及配套附属设施。

2022-2025
32995 7684 7000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宁夏广播电视台  
项目单位自筹 32995 7684 7000

99 自治区人民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项目 续建
建筑面积38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发热门诊
、PCR实验室、重症监护病房、手术中心等
。

2021-2023
34200 19200 15000

建成并投入使用。
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

项目单位自筹 34200 19200 15000

100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项目 续建
建筑面积23500平方米，主要建设业务综合
楼、实验楼等，配套建设突发公共卫生监
测预警系统等。

2021-2024
25000 7000 10000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自治区疾病控制中心、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单位自筹 25000 7000 10000

101 国家妇儿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
女儿童医院项目

新建

新建妇产综合楼67510平方米，补充建设区
域妇儿大数据科研平台、区域危重孕产妇
和新生儿救治中心管理平台、一体化医学
影像平台等信息化平台系统，购置3.0T磁共
振等医疗设备。

2023-2025

60099 20000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
童医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项目单位自筹 60099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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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年自治区本级重点预备开工项目投资计划表
                                                                                                                                                                                                    投资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及主要工作
建设起
止年限

投资来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当年工作目标 责任单位

总    计 （52项） 13928726 1972839

一、产业（37项） 9981169 1537339

1 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年产45万吨合成氨
/80万吨尿素装置异地升级改造项目

新建
建设合成氨装置主要包括蒸汽转化、CO变换、MDEA脱
碳、氨合成和氨冷冻、氢回收等单元组成，并配置开工
锅炉和烟气CO2回收装置。新建尿素装置。

2023-2025
390000 30000

建设尿素装置。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石化分公司、银川市人民
政府企业自筹 390000 30000

2 宁夏龙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80万吨
光伏支架项目

新建
购置安装4条年产20万吨智能型光伏支架生产线及其配套
设施。

2023-2024
80000 20000

完成厂房建设，光伏支架
生产线进厂安装、调试。

宁夏龙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80000 20000

3
宁夏鲜花港智慧冷链物流仓储交易中心项
目

新建
建设冷链仓储转运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分拣区、
生活配套区等。

2023-2025
80000 10000 完成一期以收购鲜花港现

有空置楼宇为主，进行改
造提升任务。

中农联控股有限公司、银川市
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80000 10000

4 中粮家佳康食品有限公司百万生猪全产业
链项目

新建
建设集饲料生产、种猪繁育、商品猪养殖、生猪屠宰、
肉制品深加工、冷链配送为一体的产业链。

2023-2024
300000 100000 建设母猪的繁殖场、商品

猪育肥场、公猪站及隔离
场和沼气站。

中粮家佳康食品有限公司、银
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00000 100000 

5 宁夏登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800万支
方硅芯及10万吨高纯硅粉项目

新建
建设改造生产物资库房、维修车间等配套建筑，购置安
装单晶炉、切割机床、磨床等专用设备。 2023-2024

66800 20000 购置厂房及配套用地，改
建、新建车间，新增160台
套单晶炉及配套设备。

宁夏登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66800 20000 

6 宁夏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光伏新能源全产
业链项目

新建
分三期建设年产10万吨高纯多晶硅、10GW拉晶切片、
10GW电池片和10GW电池组。

2023-2024
2000000 100000

完成主体建设。
宁夏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石
嘴山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2000000 100000 

7
宁夏滨河永泰化学有限公司平罗滨河年产
30万吨BDO一体化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30万吨BDO生产装置、10万吨电石乙炔发生装
置、72万吨甲醛制备装置、甲醇制氢装置以及配套公用
辅助装置。

2023-2024
328130 5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滨河永泰化学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28130 50000

8 鑫淼100MW/200MWh储能电站项目 新建 建设100MW/200MWh储能电站1座。 2023
40000 40000

新建100MW/200MWh储能
电站1座。

宁夏电力设计院、吴忠市人民
政府

企业自筹 40000 40000

—1—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及主要工作
建设起
止年限

投资来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当年工作目标 责任单位

9 贺兰山、牛首山风电场老旧风机“以大代小
”项目

新建
更新改造青铜峡市银星能源、天净风力公司贺兰山风电
场、国电电力牛首山风电场老旧风机组。

2023-2025
200000 50000

银星能源“以大代小”项目
建成投产。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贺
兰山风电场、吴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200000 50000

10 国电投、国能分散式风电项目 新建
建设国电投马长滩、卡子庙、牛首山、国能大坝峰口子
等分散式风电项目。

2023-2024
100000 50000

完成10万千瓦容量风电机
组建设。

国电投青铜峡铝业分公司、吴
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00000 50000

11 青铜峡工业园区热力岛项目 新建

南区建设3x150t/h超高压高温循环流化床锅炉+2x20MW
抽背式汽轮发电机组及其配套设施；北区建设1x150t/h和
2x300t/h高温高压煤粉锅炉+1x18MW和2x30MW抽背式
汽轮发电机组及其配套设施。

2023-2024
143000 60000

完成工程量的40%。
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吴忠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43000 60000

12
宁夏金昱元能源化学有限公司年产16万吨
离子膜烧碱、20万吨PVC树脂改造升级项
目

新建
建设离子膜烧碱生产装置配和PVC树脂生产装置，配套
建设生产车间、冷冻、循环水池等附属设施；购置安装
折流槽、电解槽、合成炉等机械设备。

2023-2024
300000 50000 完成生产车间建设，并同

步配套冷冻、循环水池、
空压制氮站等附属设施，
并订购部分设备。

宁夏金昱元能源化学有限公司
、吴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00000 50000

13 宁夏国开储同利100兆瓦/200兆瓦时共享储
能电站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一座以电池预制舱、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
及其相连的功率变换系统作为基本储能单元的电化学储
能电站。

2023-2023
42000 42000

并网投入使用。
宁夏国开储新能源有限公司、
吴忠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42000 42000

14 宁夏闽泰纺织有限公司10万锭纺纱项目 续建 建设年产10万锭纺纱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 2022-2025
36000 20000

建成生产车间。
宁夏闽泰纺织有限公司、固原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6000 20000

15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MTP工艺
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360万吨DMTO-Ⅲ装置，下游配套建设年产30万
吨低密度聚乙烯(LDPE)、10万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30万吨高密度聚乙烯（HDPE）装置。

2023-2026

117900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825300 7000 

企业自筹 353700 3000 

16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太阳能电
解制氢储能及应用示范扩建项目

新建
建设制氢规模为8万标方/小时，年产氢气6.4亿标方，年
副产氧气3.2亿标方设施。

2023-2024

141185 3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98829 21000

企业自筹 42356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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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宁夏睿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醋酸乙酯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5万吨醋酸乙酯生产线，主要建设一套醋酸乙
酯装置、科研楼、配套建设循环水、变配电室、循环水
池、DCS控制室、事故水池、污水站等公用工程设施。

2023-2025

6650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睿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46550 7000

企业自筹 19950 3000

18 宁夏永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光学材料和
特种塑料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30.7万吨光学材料及特种塑料系列产品生产线。 2023-2024

6500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永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45500 7000

企业自筹 19500 3000

19 宁夏伽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BDO废液综
合利用项目

新建
建设年处理30万吨BDO废液，年产10万吨NMP、8万吨
BDO装置；副产1.5万吨碳酸钠、258万吨蒸汽、4500吨
氢气、1000吨四氢呋喃装置。

2023-2025

107000 25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伽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74900 17500 

企业自筹 32100 7500 

20 宁夏知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端锂电池新
材料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5万吨针状焦、3.3万吨负极材料等产品生产线
。

2023-2024

178000 2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知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124600 14000

企业自筹 53400 6000

21 宁夏鲲鹏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绿电制氢项目 新建 建设制氢规模为2万标方/小时设施。 2023-2024

4061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鲲鹏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28427 7000 

企业自筹 12183 3000 

22 宁夏铂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己二腈工业
化示范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万吨己二腈或1万吨己二胺、联产1245吨2-甲
基戊二胺、784吨氨水生产线。

2023-2024

35000 2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铂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24500 14000

企业自筹 105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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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新材料
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20万吨己二酸、6万吨聚甲醛、12万吨PBAT、
10万吨尼龙66等产品生产装置。

2023-2025

588410 10000

土建工程。
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411887 7000

企业自筹 176523 3000

2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清水营煤
炭储运基地项目

新建
建设静态储运能力100万吨，年周转能力1000万吨煤炭储
运基地。

2023-2024
13260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
司、宁东管委会

企业自筹 132600 10000

25 新疆广汇集团煤炭储运基地项目 新建 建设年储备能力100-200万吨煤炭储运基地。 2023-2024

25000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新疆广汇集团、宁东管委会银行贷款 175000 7000

企业自筹 75000 3000

26 苏利（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精细化
工产品废盐综合利用离子膜制碱项目

新建
建设10万吨离子膜制碱装置，年产10万吨烧碱，8万吨液
氯等产品生产装置。

2023-2024

8340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苏利（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58380 7000 

企业自筹 25020 3000 

27 宁夏英中达新材料科技公司氨纶助剂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41255吨氨纶助剂生产线。 2023-2024

8300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英中达新材料科技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58100 7000 

企业自筹 24900 3000 

28 宁夏希贝化工有限公司醇醚清洁新能源项
目

新建
建设年产11.2万吨DMMn等主要产品、12.5万吨甲醛等中
间产品、3万吨醋酸酯等副产品生产线。

2023-2024

8000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希贝化工有限公司、宁东
管委会

银行贷款 56000 7000 

企业自筹 24000 3000 

29 宁夏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精草铵膦原药
及系列制剂产品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5万吨98%精草铵膦铵盐，配套建成调配6000吨
50%精草铵膦盐母药和15万吨10%精草铵膦可溶液剂生产
线。

2022-2025

150000 15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105000 10500

企业自筹 4500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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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光电制绿氢
绿胺溶剂产业链延伸示范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20万吨绿氢合成氨产品生产装置。 2023-2024

65000 2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45500 14000 

企业自筹 19500 6000 

31 宁夏泸天化生态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
万吨高效复合肥项目

新建
建设一期年产15万吨氨酸复合肥生产线；二期年产15万
吨高塔复合肥生产线；配套5.99兆瓦分布式光伏。

2023-2024

40290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泸天化生态肥业有限责任
公司、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28203 7000 

企业自筹 12087 3000 

32 宁夏泰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抗生素、抗癌
类原料药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5吨莫匹罗星、2吨柔红霉素、0.12吨表柔比星
、0.12吨多柔比星、0.01吨伊达比星、0.05吨戊柔比星产
品生产线。

2023-2023

23167 2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泰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16217 14000 

企业自筹 6950 6000 

33 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宁东基地现代
煤化工产业区中水回用项目

新建
建设每天处置1万立方米工业污水、2万立方米污水、2.5
万立方米高盐废水装置。

2023-2024

77962 10000

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
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宁东管委会

银行贷款 54573 7000 

企业自筹 23389 3000 

34 贺兰县金山康养小镇（插旗口北片区）建
设项目

新建
规划种植1.88万亩酿酒葡萄、防风林，建设酒文旅康养综
合体、酒文化展示馆等及其配套基础设施。

2023-2026

225776 26000 建设50公里主次干道路，
敷设34公里供水管网、6公
里10KV架空供电线路，建
成2个砾石加工站点，完成
一期绿化1600亩。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单位自筹 225776 26000

35
宁夏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青龙山
200MW/400MWh新能源共享储能电站示范
项目

新建 新建储能电站一座，储能容量200兆瓦/400兆瓦时。 2023

75000 75000

建成储能容量200兆瓦/400
兆瓦时。

宁夏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吴
忠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60000 60000

企业自筹 15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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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宁夏电投热力有限公司工业余热供热项目 新建
建设余热供热首站一座、配套一次管网，余热水管网及
换热站换热系统改造，供热负荷为 170MW，项目可提供
供热面积339万平方米。

2023

26339 26339

建成投运。 宁夏电投热力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21071 21071

企业自筹 5268 5268

37 “东数西算”宁夏枢纽建设项目（共6项） 2162000 498000

（1）黄河云暨数字治水产业云项目（新基
建）

新建
规划建设规划大小为2440台服务器、420台网络设备、
320个6kw的可用机柜及配套附属设施，一期建设32个机
柜。

2023-2025
112000 40000 完成一期机柜和服务器部

署，提供互联网+城乡供水
算力、算法服务。

启迪水联网（银川）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
银川市人民政府企业自筹 112000 40000

（2）中国电信宁夏公司数据中心项目（新
基建）

新建
建设低PUE值机柜约800个、2栋机房，安装6KW机柜
1790个。

2023-2025
80000 8000

完成一期机柜和服务器部
署。

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银川滨
河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银川市人民政府企业自筹 80000 8000

（3）中国能建数据中心项目（新基建） 新建
建设宁夏中卫“东数西算”智慧零碳大数据产业园项目。
安装机柜6万个（2.5Kw）。一期建设6栋机房，安装机柜
3万个。

2023-2025
1240000 200000

开工建设大数据产业园和
新能源电力项目。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卫
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240000 200000

（4）中交集团数据中心项目一期（新基
建）

新建
建设12栋数据中心机房，新建机柜3万个，建设国家交通
大数据平台。一期建设2栋数据中心，安装机柜5000个。

2023-2025
200000 100000

机房楼土建施工。
中交机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中
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200000 100000

（5）集澜科技大数据中心项目一期（新基
建）

新建
项目总体规划20000台8Kw机柜及5000台30Kw高密机柜
（约124000台标准机架），一期建设8000台8Kw机柜和
2000台30KW高密度机柜等。

2023-2025
350000 100000

土建施工。
集澜（宁夏）科技有限公司、
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350000 100000

（6）国机中卫超算中心项目一期（新
基建）

新建
建设物理机柜6000个，其中一期建设1栋机房约 
17000 平方米，安装机柜2000个。

2023-2024
180000 50000 

机房土建施工。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卫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180000 50000 

二、基础设施（9项） 3540695 330000

38 灵武临港产业园铁路专用线（蒙牛支线） 新建 新建线路约15公里。 2023-2025
89846 10000

完成项目核准批复等前期
手续。

银川市人民政府

企业自筹 89846 10000

39 黄公铁路至石嘴山市惠农区铁路专用线 新建 新建线路约13公里。 2023-2026
129700 10000 完成项目核准批复等前期

手续，争取第三季度开工
建设。

宁夏石嘴山市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石嘴山市人民政
府企业自筹 1297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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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宁夏焜龙油品销售公司铁路专用线项目 新建 新建线路约2.7公里。 2023-2024
15641 2000 完成项目核准批复等前期

手续，争取第三季度开工
建设。

宁夏焜龙油品销售公司、宁东
管委会

企业自筹 15641 2000 

41 中卫至平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宁夏境
内）

新建 新建线路长约241公里。 2023-2026
1536400 60000

取得可研及初步设计批
复，争取年内开工建设。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项目单位自筹 1536400 60000

42 2023年度“三山”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新建
实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国土综合整治、水土
流失治理、水环境治理、国土绿化等工程，整治生态破
损问题，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2023-2024
188286 188000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各相关市县（区）人民政府、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项目单位自筹 188286 188000

43 省道103线同心至海原段 新建 建设二级公路52.5公里。 2023-2024
68551 26000

路基桥涵施工。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

项目单位自筹 68551 26000

44 宁夏贺兰山东麓水源涵养和生态治理项目 新建
天然林保护与营造林工程，包括：人工造乔木林10万亩
、灌木林4万亩，退化林修复11万亩。

2023-2025
41746 7000 种植人工造乔木林1.017万

亩、灌木林0.9万亩，退化
林修复4.822万亩。

自治区林草局

项目单位自筹 41746 7000 

45 南华山人工促进生态修复项目 新建
在南华山保护区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和人工促进生态修复5
万亩。

2023-2024
10525 7000 

完成项目前期建设方案编
制。

自治区林草局

项目单位自筹 10525 7000 

46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新建

新建一条3600米长的跑道和两条平行滑行道和航站楼，
同步扩建站坪约85万平方米，登机桥52部；新建一套独
立的进出场高架系统及停车楼，配套建设航空物流、动
力保障、航司基地等设施。

2023-2028

1460000 20000 取得国家发改委关于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争取取得
国家发改委对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
司

项目单位自筹 1460000 20000

三、社会事业与民生改善工程（6项） 406862 105500

47 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新建
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集污
管网、污水收集池等设施设备等，对已有污水处理设施
设备提标改造等。

2023-2025
105000 36500 

到2023年底，全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4%。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各县
（区）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自筹 105000 36500 

48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
置中心项目

新建

建设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理能力3万吨/年、医
废应急处置6000吨/年（微波及高温蒸煮）、物化处理0.5
万吨/年、刚性填埋场处理0.75万吨/年。建设库容为9.9万
立方米的刚性填埋场，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处理规模为2
万吨/年，库容16万立方米，残渣填埋区库容为26万方，
处理规模为1.56万吨/年。

2023-2025

157500 35000 

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及部分
土建施工。

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银川市人民政府

银行贷款 125200 2700 

企业自筹 32300 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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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及主要工作
建设起
止年限

投资来源 总投资
2023年计

划投资
当年工作目标 责任单位

49 宁夏师范学院“升大创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一期）

新建
建设学生公寓楼、学生食堂、风雨操、田径运动场、服
务基础教育信息技术应用大楼5个单体。

2023-2025
29530 16000 2023年上半年完成项目前

期及招标工作。计划于7月
开工建设。

宁夏师范学院、自治区教育厅

项目单位自筹 29530 16000

50 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宁夏医院

新建 建设永宁院区、西夏院区综合楼，新增床位1000张， 2022-2024
60000 3000

完成前期审批立项和基础
开挖等工作。

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自治
区卫健委

项目单位自筹 60000 3000

51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急危重症救治综合楼，设置床位168张。对自治区第
五人民医院现有住院部B区八层进行升级改造，配套采购
医疗设备等。

2023-2026
25000 5000

完成主体结构建和总投资
的30%。

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自治区
卫健委

项目单位自筹 25000 5000

52 固原市人民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
目

新建

建设固原市人民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危急重症综合病
区一栋，配置3.0T核磁、256排CT等医疗设备32台
（套），构建完善医院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医院信息管
理系统等信息化建设及人才队伍建设。

2023-2025
29832 10000

主体开工建设。 固原市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自筹 29832 10000

—8—



附件-3

2023年自治区本级重点前期工作项目计划表
                                                                                                                                                                                                     投资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
性质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2023年主要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总    计 （51项） 32450430 

一、产业（26项） 9537400 

1 宁夏威克特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4万
吨电子专用材料高纯石英产品项目

新建
购置高纯水、纯化、干燥等加工设备，主要生产电子专用新材料高
纯石英产品。

85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威克特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银川市人
民政府

2 宁夏化工物流产业园项目 新建 建设物流、仓储、贸易、服务等一体化平台。 206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青岛金瀚盛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银川市人民
政府

3 集中供热三期大坝电厂供热项目 新建
建设供热主管网74km、四座泵站、银川市区管网和自营换热站、周
边城镇管网和换热站、集控调度中心和抢修中心等设施。

500300 开展设计、设备、施工招标等工作。 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银川市人民政府

4 银川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 新建
建设处理150万吨的建筑垃圾复合式再生线和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的各
类生产线。

6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银川市人民政府

5
中广核灵武100万千瓦新能源离网制氢项
目

新建
新建100万千瓦光伏电站，年发电量约16亿度。配套建设 167
台1000标方/小时电解制氢槽，年产氢气约 2.4万吨。

186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中广核新能源灵武有限公司、银川市人民
政府

6 宁夏润阳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光伏材料及电
池产业科技园项目(二期) 新建

建设年产10万吨高纯多晶硅（红崖子园）；30GW拉晶、30GW切片
及5GW高效电池（太西园）生产装置。二期建设15GW拉晶、15GW
切片、5GW高效太阳能电池生产装置。

30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润阳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石嘴山市人民
政府

7 国家电投青铜峡铝业绿电替代示范项目 新建 建设20万千瓦左右光伏电站，含升压站、输电线路等设施。 6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国电投宁夏绿电能源有限公司、吴忠市人民政
府

8 牛首山抽水蓄能电站二期项目 新建 建设1座容量为1400MW抽水蓄能电站。 810000 开展项目核准、专题报告编制及报审工作。 吴忠市人民政府

9 国能宁夏大坝发电有限公司火电机组等容替
代项目

新建 改造大坝电厂4*33万千瓦火电机组，等容改造为2*66万千瓦。 40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国能宁夏大坝发电有限公司、吴忠市人民政府

10 宁夏中鑫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万吨/年共
聚甲醛（POM)项目

新建
建设甲醇制甲醛装置、三聚甲醛装置、二氧五环和三聚甲醛聚合等
装置；配套建设化验、中控、库房、罐区等设施。

22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中鑫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吴忠市人民
政府

1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GTL润滑油
基础油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5万吨GTL润滑油基础油产品生产装置。 105000 推进完成投资决策。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1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二期聚
甲醛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6万吨聚甲醛装置及其辅助工程。 152000 推进完成投资决策。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宁东管
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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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
性质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2023年主要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3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年醋
酸乙烯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0万吨醋酸乙烯生产装置。 38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14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双氧水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5万吨浓度为35%的双氧水设施。 307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15 苏利（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精细化工
产品改扩建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6.15万吨间/对苯二甲胺、7.87万吨氨水等副产品设施。 349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苏利（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宁东管委
会

16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甲醛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9万吨聚甲醛设施。 207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17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电子新材料一
体化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电子级碳酸酯、DMC等产品39万吨，年产电子级碳酸酯、
乙醇等60万吨设施。

325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18 晓星氨纶（宁夏）有限公司年产36万吨氨纶
及其原料配套项目三期工程

新建 建设年产30万吨氨纶及其配套原料设施。 300000 推进完成投资决策。 晓星氨纶（宁夏）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19 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功能性氨纶智能
制造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8万吨氨纶设施。 165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20
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绿色智能化
对位芳纶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3万吨对位芳纶设施。 272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宁东管委会

21 宁夏信广和新材料有限公司DMAC及硫酸项
目

新建 建设年产2万吨DMAC及硫酸设施。 32000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并推进完成
项目备案工作。

宁夏信广和新材料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22 宁夏睿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物可降解高分
子材料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10万吨PBAT、20万吨PBAT设施。 226300 开展工艺包比选工作，并推进其他各项前期
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睿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23 宁夏睿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聚甲醛项目 新建
建设年产6万吨聚甲醛项目，主要建设聚甲醛装置、二氧五环装置、
三聚甲醛装置、聚甲醛装置等，配套建设其他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
。

164000 
开展工艺包比选工作，并推进其他各项前期
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睿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24 宁东基地煤化工百万吨级CCUS示范项目 新建 建设宁东至长庆油田二氧化碳输送管道及配套工程。 280000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并推进其他
各项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宁东管委会

25 宁夏电网主网优化完善工程 新建 建设输电线路1461公里，新增主变容量2790万千伏安。 1084100 开展规划及系统接入方案研究等工作。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26 “东数西算”宁夏枢纽建设项目（共5项） 2980000 

（1）中国移动数据中心及配套龙源电力智慧
光伏项目（新基建）

拟建 建设2GW光储一体化智慧电站及自主可控融合超算中心。 200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宁夏有限公司、中电算力科技应用（宁夏）有
限公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2）龙芯中科信创产业园区（新基建） 拟建 引进龙芯产业生态，打造自主可控软硬件生产基地。 50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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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
性质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2023年主要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3）西部瑶光数字科技大数据中心项目（新
基建）

拟建
规划8栋数据中心机楼、配套动力中心楼及110kV变电站等，新建机
柜19000个（15000个6KW机柜，4000个8KW机柜）。分三期建设完
成。一期建设4栋数据中心及配套设施，安装机柜8000个。

20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上海蜂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4）低轨多模遥感探测卫星系统项目（新基
建）

拟建
研制发射39颗低轨卫星，建设一套7.3米口径的卫星地面接收站，建
设一个可容纳1000机柜的卫星数据中心，研发一套卫星大数据运营
平台，开展遥感探测大数据应用服务。

20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金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卫市人民政府

（5）西部云基地数字示范区（中卫数字经济
小镇）基础设施项目（新基建）

拟建
建设园区道路、供排水管网、电力和网络管廊、供热管网、生态绿
化，建设研发中心及孵化基地等基础设施。

8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中关村产业园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中卫市
人民政府

二、基础设施（17项） 22674400 

27 银川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新建 建设城市轨道交通141.9公里。 7000000 
开展项目线网规划修编及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

银川市人民政府

28 银川水厂、贺兰山水厂改扩建及配套管网工
程

新建
银川水厂新增扩建规模25万方/日，扩建后总规模达到75万方/日；贺
兰山水厂通过改造使总规模达到20万方/日；结合供水格局新建配套
输配水管网。

126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银川市人民政府

29 兴庆区东部片区生态经济引领发展项目
（EOD）

新建

包含2个子项目：（1）银川市东部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新
建自控闸（堰）1座以及再生水提升泵站1个及大新渠清淤疏浚、基
底净化，建设生态跌水梗、蓄水梗等；整治工程河湖水系、通燕鸽
湖生态治理、章子湖生态治理等。（2）银川市东部片区大健康产业
项目，建设生产厂房、研发楼等。

300000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 银川市人民政府

30 银川至太原高铁 新建 新建铁路约151公里（宁夏境内）。 1640000 开展前期研究工作，争取纳入国家中长期规
划。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31 S20线灵吴青公路 新建 建设四车道高速公路33.5公里，设黄河特大桥1座。 482000 开展项目PPP“两评一案”报批等工作。 自治区公路水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2 S35线石空至恩和段公路 新建 建设四车道高速公路19.4公里，设黄河特大桥1座。 376000 开展项目PPP“两评一案”报批等工作。 自治区公路水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3 S50寨科（宁甘界）至海兴公路 新建 建设四车道高速公路40.6公里。 637900 推进项目用地预审、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等工作。

自治区公路水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4 乌海至银川国家高速公路银川南绕城段 新建 建设六车道高速公路33.5公里。 725500 推进项目用地预审、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等工作。

自治区公路水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5 乌海至玛沁国家高速镇北堡至黄羊滩段 新建 建设四车道高速公路34.5公里。 482000 推进项目用地预审、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等工作。

自治区公路水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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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银川至昆明国家高速银川过境段 新建 建设四车道高速公路59公里。 870000 推进项目用地预审、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等工作。

自治区公路水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7 自治区新（改）建国道项目（共4个）
新（改）

建

包含国道338线红寺堡至恩和段、国道312线苋麻湾至杨庄段、国道
109线兴仁段改线工程、国道699红寺堡至泾川（宁夏境）4个项目，
建设二级公路约100公里。

200000 推进项目用地预审、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等工作。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8 自治区新（改）建普通省道项目（共10个）
新（改）

建

包含省道205线中卫至下小河段、省道311线三营至李俊段、省道305
线银川黄河桥改扩建段、省道303线滨河大道至沙湖段、省道308线
白马至新堡段、省道311线下窑村至黑窑洞段、省道204线李旺至史
店段、省道310线下马关至同心段、省道202线预旺至王洼段、平罗
高仁黄河桥10个项目,建设二级公路约300公里。

700000 推进项目用地预审、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等工作。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9 黄河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 新建

建设黄河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协调黄河水沙关系、防凌（防洪）
、供水、发电，改善流域和区域生态环境。水库正常蓄水位
1380米，总库容114亿立方米，长期调节库容67亿立方米，电站总装
机200万千瓦。

4800000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要件编制工作。 自治区水利厅

40 陕甘宁革命老区供水工程 新建  
工程供水范围涉及宁夏、陕西、甘肃3省（区）4市14县，受益人口
318.5万人，供水对象包括受水区域城乡生活用水、规模化养殖用水
和工业产业用水。工程规划供水总量4.66亿立方米。

4050000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项目建议书编制
工作。

自治区水利厅

41 七星渠节水改造工程 新建
在七星渠罐区实施节水改造，砌护渠道、改造建筑物等，提升灌溉
保证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打造现代化生态罐区。

75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自治区水利厅

42 中卫沙坡头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新建

新建1.4万平米航站楼（一层半，含5部登机桥）、6个机位、1条垂直
联络道、掉头坪；新建机务、场务、特种车库等保障用房；新建
35KV变电站、天然气锅炉、汽车加油站等相关配套保障附属设施；
更新跑道助航灯光灯具等；新增地空通信设备、导航集中监控系统
等空管设备等。

100000

完成立项代可研批复、航站区详勘、土地预
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专项报告编制报批
等前期要件的准备工作。

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

43 固原六盘山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 新建

新建1.4万平米航站楼（一层半，含5部登机桥）、6个机位、1条垂直
联络道；新建机务、场务、特种车库等保障用房；新建35KV变电站
、天然气锅炉、汽车加油站等相关配套保障附属设施；更新跑道助
航灯光灯具等；新增导航集中监控系统等空管设备等。

110000 

完成立项代可研批复、航站区详勘、土地预
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专项报告编制报批
等前期要件的准备工作。

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

三、社会事业与民生改善工程（8项） 23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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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宁夏教育考试基地项目 新建
建设括命题和试卷保密区、生活区、武警安防区3大功能区和附属配
套设施。

196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自治区教育厅、银川市人民政府

45 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包括长城文化展示馆、长城非遗
文化集市、配套辅助用房等，配套建设停车场等相关服务设施。

22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

46 自治区人民医院西夏分院临床技能培训实践
基地暨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新建 建设临床技能培训实践基地、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地下车库等。 16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卫健委

47 
国家眼科区域医疗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同仁医院宁夏医院

新建
建设500张床位规模的国家眼耳鼻喉科区域医疗中心。设置门急诊、
病房楼、医技检查科室、手术部等。

6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卫健委

48 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国家中医疫病
防治基地

新建
建设中医疫病防治综合楼、基地培训中心、中医疫病防治基地物资
储备中心、后勤保障用房、中医疫病防治基地物资储备等。

33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自治区卫健委

49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项目

新建 建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综合楼、发热门诊等。 4503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卫健委

50 宁夏贺兰山冬季运动项目训练基地项目 新建 建设冰上运动馆、运动员宿舍和餐厅等及其配套设施。 23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自治区体育局

51 宁夏盲人按摩医院 新建
建设Ⅱ规模等级盲人按摩医院，设置床位200张，门诊、医技等主体
建筑，配建地下人防工程、景观绿化等相关附属设施。

20000 开展项目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自治区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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