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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政办发〔2021〕32号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1年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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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2021 年省、市重点工程项目名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按照有关要求，强化服务保障，协调落实建设条件，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附件：1.2021年省级重点工程（第一批）项目名单（共1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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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市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共 64 项）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7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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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省级重点工程（第一批）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领域 行业

合计：17项

1 能源互联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大同市、朔州市、运城市 新基建 信息基础设施

2 智能化矿山建设项目
朔州经济开发区麻家梁

循环经济园区
新基建 智慧矿山

3 北方北斗智能制导精密制造车间及空间信息数据服务中心新建项目 朔州经济开发区 新技术 中试基地

4 山西德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建年产6万吨聚丙烯酰胺系列产品项目 怀仁市 新材料 生物基新材料

5 山西蕴宏环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新建绿色矿山胶凝材料生产线项目 怀仁市 新材料 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

6 山西恒登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煤矿机械设备制造项目 山阴县 新装备 整机装备

7 中信重工开诚特种机器人朔州产业园项目 平鲁区 新产品 工业产品

8 县级疾控能力提升项目 全省 新型城镇化 卫生健康

9 朔州市市政路网畅通工程(市区道路及排水管网改造工程) 朔州市 新型城镇化 市政路网畅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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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领域 行业

10 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高速铁路★

忻州市（原平市、代县）、

朔州市（朔城区、山阴县、

应县、怀仁市）、大同市

（新荣区、云州区、平城

区、云冈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铁路

11 呼北国家高速公路山西省朔城至神池段 朔州市、忻州市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12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建设项目

繁峙县、神池县、原平市、

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

右玉县、应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13 朔州新建民用机场项目★ 朔城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机场

14 朔州市神头泉城市生活供水工程（山阴、怀仁、应县）
朔城区、山阴县、应县、

怀仁市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水利

15 朔州市七里河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二期工程 朔州市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水利

16 山西省电力公司山西特高压扩建及“西电东送”通道调整系列工程★
朔州、晋中、吕梁、阳泉、

长治、大同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能源

17
山西中电神头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上大压小”2×100万千瓦扩

建项目
平鲁区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备注：项目名称后标★为省定省管项目，其余为省定市（省直部门）管项目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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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市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领域 行业

合计：64项

一、建设项目（52项）

1 山西右玉晋西北云计算数据中心 右玉县 新基建 信息基础设施

2 山西超牌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0万吨功能型高岭土生产线项目 山阴县 新材料 碳基新材料

3 山阴智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生产新型玻璃 山阴县 新材料 纤维新材料

4 莫来石陶瓷纤维制品深加工 应县 新材料 纤维新材料

5 山西鑫四方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8500万平方米涂覆玻纤网格布生产线项目 朔州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 纤维新材料

6 山西昌能风电制造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风电塔筒制造项目 朔州经济开发区 新装备 零部件装备

7
山西安瑞药业有限公司年产200吨[（2R,3S)-3-苯酰氧基-4,4-二氟-5-氧代四氢呋喃-2-

基]苯甲酸酯、500吨二氟溴乙酸乙酯生产线建设项目
怀仁市 新产品 医药产品

8 怀仁市辰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固体废物综合处置中心建设项目 怀仁市 新产品 医药产品

9 年加工15000吨中药饮片项目 右玉县 新产品 医药产品

10 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 朔城区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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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领域 行业

11 300万吨/年低阶煤分级分质多联产项目 平鲁区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12 山西永昌集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0亿块（折标）煤矸石烧结多孔砖及余热利用项目 右玉县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13 朔州明代城墙-东城墙、北城墙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朔城区 新业态 文旅康养

14 山西昌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50万吨/年矿产资源及废物综合利用项目 平鲁区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15 怀仁100吨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怀仁市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16 怀仁市生活垃圾分选项目 怀仁市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17 国新能源应县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 应县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18 新源热力有限公司供热搬迁项目 朔州经济开发区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19 朔城区第一中学校改扩建项目 朔城区 新型城镇化 教育

20 朔州市大医院建设及设备采购项目 市直 新型城镇化 卫生健康

21 朔城区2020年城边村煤改气工程 朔城区 新型城镇化 城市环境整治工程

22 老旧片区（小区）集中供热改造建设工程 平鲁区 新型城镇化 城市环境整治工程

23 山阴开发区东炜泰投资有限公司东区基础设施建设路网及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工程项目 山阴县 新型城镇化 城市环境整治工程

24 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装备制造业基地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山阴县 新型城镇化 标准化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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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领域 行业

25 应县一中新校区建设项目 应县 新型城镇化 教育

26 右玉县城供水系统改造及管网工程 右玉县 新型城镇化 城市环境整治工程

27 中小制造业产业集聚园一期工程 朔州经济开发区 新型城镇化 标准化厂房

28 G241阳方口至朔州段和G336朔州至平鲁段公路改扩建工程 朔城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29 G336朔州市境内应县罗庄至朔城区东榆林段改扩建工程 朔城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30
山西普勤清洁能源有限公司300MW机组低热值煤的热解燃烧分级利用多联产技术改造

项目
平鲁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31 中煤平朔安太堡2x350MW低热值煤热电新建项目 平鲁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32 桑干河山阴县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山阴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

33 应县水务一体化建设PPP项目 应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

34 桑干河应县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应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

35 古长城旅游路主线 右玉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36 朔州经济开发区起步区及外部连接道路PPP项目 朔州经济开发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37 朔州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含高铁站站前广场）工程项目 朔州经济开发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38 朔城区一级流域-黄水河下游段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朔城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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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领域 行业

39 山西速达工业机械有限公司经营租赁及后市场服务项目 怀仁市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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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水利

41 山西瑞启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山阴县东榆林发煤站新建环保全封闭筒仓装车线建设项目 山阴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42 山阴县锦晔清洁能源有限公司100万吨/年低阶煤分质利用示范项目 山阴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43 南河湾生态系统提质工程 右玉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

44 大同煤矿集团铁峰煤业有限公司增子坊煤矿辅助运输系统改造及新增回风立井项目 右玉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45 20万吨粉煤灰供热项目热源厂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 朔州经济开发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46 朔州恒大华府建设项目 朔城区 社会民生 房地产

47 朔州诚信名府小区建设项目 朔城区 社会民生 房地产

48 怀仁市第三实验小学校及附属幼儿园项目 怀仁市 社会民生 教育

49 国瑞﹒悦府建设项目 应县 社会民生 房地产

50 平朔矿区100MW风力发电项目 平鲁区 产业类 新能源

51 山西华电朔州应县梨树坪50MW风电项目 应县 产业类 新能源

52 朔州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 各县（市、区）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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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领域 行业

二、前期项目（12项）

53 山西经纬通达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枢纽型内陆港综合物流园铁路专用线项目 应县 新业态 商贸物流

54 应县生活垃圾生物资源化处理项目 应县 新业态 资源循环利用

55 马世界主题公园项目 右玉县 新业态 文旅康养

56 新建朔州市殡仪馆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市直 新型城镇化 社会民生

57 山西工学院搬迁项目 市直 新型城镇化 教育

58 建设北京电子城·京城港小学工程建设项目 朔城区 新型城镇化 教育

59 新建怀仁市人民医院项目 怀仁市 新型城镇化 卫生健康

60 国道208线怀仁王家堡至山阴薛圐圙段改扩建工程 朔城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61 省道大忻线固废工业园至朔州机场至化庄段改线工程项目 朔城区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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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

63 右玉县通用机场项目 右玉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机场

64 右玉400MW/800MWh共享储能电站 右玉县 重大传统基础设施 传统工业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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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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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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