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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政办发〔2020〕15号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0 年重点工程项目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

单位：

朔州市2020年市级重点工程项目已经市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

研究确定。2020年，省、市两级涉及我市重点工程项目共有102

项，其中建设项目88项，前期项目14项，涵盖新兴产业、传统产

业升级和基础设施三大类。现将项目名单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

工作要求，请认真抓好落实。

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各县（市、区）、朔州经济开发

区、市直各部门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省委、市委经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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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精神，坚持“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

的总体思路，落实市委、市政府“三个一百”具体工作部署，强

化领导包联、推进项目建设，把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作为转型引领

的重要抓手，进一步细化六项常态化工作机制，高水平服务、高

强度推进、高标准建设，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二、充分发挥重点工程的引领性和导向性。要采取有力扶持

措施，切实抓好实施，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补短板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发展的活力和后劲，统筹推进省、市两级

重点工程项目。

三、加快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各前期项目要加快办理各项手

续，尽快落实开工条件；各建设项目要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存在问

题，尽快落实开复工条件，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建成，发挥

投资效益。各项目单位要切实规范项目建设，健全管理制度，强

化安全监管，保证工程质量。

四、积极营造优良建设环境。要狠抓“三对”“六最”营商

环境打造，加强对重点工程推进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健全服

务机制，优化服务流程，落实帮扶责任，优先保障土地、资金、

人才等需求，落实水、电、气、热等配套条件，积极破解拆迁难

题，不断提高服务企业的水平。

五、切实加强重点工程督查考核。要强化担当意识，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综合调度，提高项目信息化管理水平。要运用好

“13710”督办机制，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准确掌握推进情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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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科学考核，坚持质量和数量并重，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

风向标和助力器作用，确保重点工程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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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朔州市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一、建设项目（共8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新兴产业项目（53项）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市 直

2 ▲朔城区第一中学校改扩建项目 朔城区

3
▲山阴县联胜新能源有限公司新建山阴县偏岭三期15万千瓦风力发

电项目
山阴县

4 ▲右玉城市会客厅建设项目 右玉县

5 ▲国家级青少年夏季足球训练基地项目 右玉县

6 朔州市大医院建设项目 市 直

7 朔州市一中新校区建设PPP项目 市 直

8 朔州市安泰中学等五所中小学建设PPP项目 市 直

9 朔州市和丽中学等四所中小学建设PPP项目 市 直

10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市分公司2020年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市 直

11 同煤朔州热电厂余热供热管网替代燃煤锅炉项目 朔城区

12 朔城区人民医院改造工程 朔城区

13 朔州山地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 朔城区

14 山西神头二期50MW光伏发电项目 朔城区

15
朔州市海立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朔城区神头镇和李家窑分散式风

电项目
朔城区

16
朔州市平鲁区巽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建设平鲁区大南沟、担子山、

莺房沟、前沙、雄沟梁分散式风电项目
平鲁区

17 平朔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平鲁区平朔矿区100MW风电项目 平鲁区

18
朔州市太重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建设平鲁区掌柜窑7万千瓦风力发电

项目
平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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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19
晋能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平鲁大河堡5万千瓦风电

项目
平鲁区

20 山西华电朔州平鲁东平太风电项目 平鲁区

21 西易能源平鲁区10万千瓦风电项目 平鲁区

22
朔州市新建洁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平鲁区300万吨/年低阶煤分

级分质综合利用项目
平鲁区

2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朔州有限公司扩建山煤集团大峪口千万吨级煤炭

储配运物流园区项目
怀仁市

24 山西盛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建大美鲁沟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 怀仁市

25 怀仁市龙首山农林牧专业合作社新建龙首山千亩葡萄园项目 怀仁市

26 怀仁市农产品展示中心项目 怀仁市

27 怀仁土火陶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建标准化瓷泥生产线建设项目 怀仁市

28 山西壬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新建金沙滩生态旅游观光区建设项目 怀仁市

29 晋能洁净能源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怀仁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怀仁市

30 山西天润瑞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建设怀仁西山100MW风电项目 怀仁市

31 山西鸿狮腾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 怀仁市

32 山西松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2×40万吨/年丙烯酸项目 山阴县

33
山西昌晟兴业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山阴分公司新建10万亩良种沙棘种

植及年产1500吨沙棘茶叶加工项目
山阴县

34
山阴县锦晔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新建100万吨/年低阶煤分质利用示范

项目
山阴县

35
山西汇和玄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0MW沼气发电及5万吨有机肥生产

线项目
山阴县

36 山西超牌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新建20万吨/年煅烧高岭土生产线项目 山阴县

37
新建2×600吨/d瑞士麦尔兹双膛竖窑和1×600吨/d回转窑活性石灰

项目
山阴县

38 山西华电朔州应县梨树坪风电项目 应 县

39 朔州市海装久众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应县长城沟风力发电项目 应 县

40 国新能源应县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 应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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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41 右玉巽丰威远镇50MW风电项目 右玉县

42 天景李达窑5万千瓦风电项目 右玉县

43 大唐丁家窑二期（二）5万千瓦风电项目 右玉县

44 大唐右玉丁家窑风电二期工程项目 右玉县

45
山西同煤杀虎口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右玉县杀虎口文化旅游区一

期建设项目
右玉县

46 国家电投右玉高家堡10万千瓦风电项目 右玉县

47 年产10亿块（折标）煤矸石烧结多孔砖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右玉县

48
山西罗克森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建设朔州经济开发区年产300台

大型发动机及新能源多联供机组生产线项目
开发区

49 耐火材料、铝酸钙粉、高精细碳素项目 开发区

50 PC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及新型节能铝型材加工项目 开发区

51 节能环保新型建材项目 开发区

52 新兴产业园区平朔粉煤灰供热工程改造项目 开发区

53 年产40万吨生活用纸生产基地项目 开发区

（二）传统产业升级项目（4项）

54
▲山西仁昊气体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医用气体〔氧（液体）〕液氧、

液氮、液氩空分及深冷装备制造建设项目
怀仁市

55 山西中电神头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1000MW机组工程项目 平鲁区

56 山西朔州山阴金海洋水泉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建设项目 山阴县

57 山西朔州山阴兰花朱和咀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 山阴县

（三）基础设施项目（31项）

58 ▲新建集大原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项目 跨市域

59 ▲朔城区至神池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跨市域

60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建设右玉县平右220千伏汇集站项目 跨市域

61 ▲山西朔州新建民用机场项目 市 直

62 ▲G336朔州境内应县罗庄至朔城区东榆林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 市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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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63 ▲G241阳方口至朔州段和G336朔州至平鲁段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 市 直

64 ▲桑干河山阴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山阴县

65 ▲朔州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含高铁站站前广场）工程项目 开发区

66 ▲朔州经济开发区起步区及外部连接道路PPP项目 开发区

67 ▲朔州经济开发区中小制造业产业集聚园项目 开发区

68 朔州至山阴联络线铁路建设项目 市 直

69 雁门关至阳方口旅游公路建设项目 市 直

70 七里河六座桥梁连接线PPP项目 市 直

71 平朔宜居城市双修提升规划工程项目 市 直

72 朔州诚信名府小区建设项目 朔城区

73 朔州市恒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朔城区朔州恒大华府项目 朔城区

74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朔州市平鲁区响水营-金家窑，双碾-下乃河建设

项目
平鲁区

75 朔州市洪涛山生态恢复工程平鲁项区建设项目 平鲁区

76 平鲁区堡子沟城中村一期改造项目 平鲁区

77 朔州市平鲁区古城小区棚户区改造工程一期项目 平鲁区

78 山阴县县城跨线立交桥项目 山阴县

79 东区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山阴县

80 应县水务一体化建设PPP项目 应 县

81 山西国瑞民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应县学府新区建设项目 应 县

82 朔州市桑干河应县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应 县

83
应县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应县宝坻阁东区普通商品房及棚

户区改造项目
应 县

84 右玉县古长城旅游公路建设项目 右玉县

85 南河湾生态系统提质工程项目 右玉县

86
朔州市慧源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建设朔州经济开发区慧源双创科技

园项目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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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87
朔州市东方房地产开区有限责任公司建设朔州经济开发区“丰泽园

住宅小区”项目
开发区

88 朔州市鸿雁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建设朔州经济开发区华瑞首府一期项目 开发区

二、前期项目（共14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新兴产业项目（10项）

1
▲中融正和（怀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山西怀仁市煤矸石综合

处理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怀仁市

2 ▲怀仁市辰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静脉环保产业园 怀仁市

3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平鲁区下面高乡风电项目 平鲁区

4 中国风电集团怀仁100万千瓦风电项目 怀仁市

5 晋北新能源调配加工、仓储物流中转集散基地项目 开发区

6
山西鹏骋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新建中国·怀仁国际艺术儿童乐园

项目
怀仁市

7 新建年出栏7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朔城区

8 朔州·新耘农贸城项目 朔城区

9 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阴年出栏60万头生猪养殖项 山阴县

10 年产活性炭10万吨、高岭土20万吨万达洁净能源加工项目 应 县

（二）基础设施项目（4项）

11 ▲怀仁经济技术开发区陶瓷园区标准化工业厂房产业培育园建设项目 怀仁市

12 G208怀仁市王家堡至山阴县薛圐圙段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 市 直

13 国道241右玉县城、杀虎口景区改线工程（旅游扶贫公路） 右玉县

14 朔州市丽豪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新建丽豪酒店建设项目 怀仁市

注：▲为省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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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