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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政办发〔2022〕12号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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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各部

门：

2022年省、市两级重点工程名单已经省委、省政府，市委、

市政府研究确定，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朔州市重点工程项目

总指挥部工作要求，强化服务保障，协调落实建设条件，做实

项目调度推进，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省、市重点工程项目实行

动态管理，可根据工作需要和项目实施情况，按程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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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附件：1.2022年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2.2022年市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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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3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产业领域（25 项）

（一）新材料（1 项）

1 山西恒科年产 6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 朔州市

（二）能源革命（20 项）

2 右玉 400MW/800MWh 独立储能项目 朔州市

3 朔州市金风润航:150MW/300WMh 共享储能一期 50MW 项目 朔州市

4 朔城区 100MW 光伏储能项目 朔州市

5 平朔矿区 150MW 农光储氢一体化项目 朔州市

6 平鲁多能互补西水界乡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朔州市

7 怀仁 100MW 光储一体化项目 朔州市

8 山阴 100MW 农光互补光伏储能发电项目 朔州市

9 山阴 100MW 农光储氢一体化项目 朔州市

10 应县 100MW 农光储氢一体化项目 朔州市

11 应县边耀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朔州市

12 右玉 100MW 风光互补+储能示范项目 朔州市

13 晋北采煤沉陷区大型风光基地项目(前期) 大同市、朔州市

14 华能山阴 2×100 万千瓦
“
上大压小

”
煤电项目（前期） 朔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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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15 中煤平朔安太堡 2×350MW 低热值煤发电项目 朔州市

16
国网山西电力“西电东送”通道调整系列工程项目

(含 7 个子项目)

朔州市、大同市、长治市、

晋中市、阳泉市、吕梁市

17
国网山西电力服务“碳达峰、碳中和”配套新能源汇集工程

及电厂送出工程项目(含 21 个子项目前期)

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

吕梁市、阳泉市、太原市、

晋中市、临汾市

18
国网山西电力电铁配套外部供电工程项目

(含６个子项目前期)
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

19 高铁站地热能冷热双供项目 朔州市

20 山西朔州新建民用机场 朔州市

21 山西晋北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项目(前期) 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

（三）工业技改升级（1项）

22
山西普勤 300MW 机组低热值煤热解燃烧分级利用多联产技术

改造项目
朔州市

（四）节能环保（2 项）

23 怀仁市辰海环保新建固体废物综合处置中心项目 朔州市

24 山西昌昕 50 万吨/年矿产资源及废物综合利用项目 朔州市

（五）现代农业（1 项）

25 怀仁龙首山智慧农业产业园区项目 朔州市

二、基础设施领域（9 项）

（一）新基建（2 项）

26 能源互联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试点项目 大同市、朔州市、运城市

27 右玉晋西北云计算数据中心一期项目 朔州市

（二）铁路（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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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28 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项目 忻州市、朔州市、大同市

29 山西经纬通达枢纽型内陆港综合物流园专用线工程项目 朔州市

（三）公路（3 项）

30 呼北国家高速公路朔城至神池段 朔州市、忻州市

31 国道 336 朔州市境内应县罗庄至朔城区东榆林改扩建工程 朔州市

32 阳城至永济等国网高速公路项目（含 6 个子项目前期）
晋城市、运城市、忻州市、

朔州市

（四）机场（1 项）

33 山西朔州新建民用机场 朔州市

（五）水利(1 项）

34 朔州市神头泉城市生活供水工程项目 朔州市

三、社会民生领域（3 项）

城市更新（3 项）

35 朔州经济开发区起步区及外部连接道路 PPP 项目 朔州市

36 朔州迎宾大道（含高铁站站前广场）工程 朔州市

37 朔州“太阳能＋”“煤改电”清洁取暖项目 朔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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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市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45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产业领域（27 项）

（一）新材料（9 项）

1 年产 1 万吨半导体单晶硅全产业链项目 平鲁区

2 5GW 异质结全产业链生产项目 平鲁区

3 煤矸石粉煤灰等离子资源化生产新材料项目 平鲁区

4 国普能源公司年产 2000 万 KVA/H 环保铅酸（碳）动力电池项目 平鲁区

5 20 万吨/年炭基新材料项目一期 15 万吨/年炭基新材料项目 平鲁区

6 10000 吨/年半导体级多晶硅项目 平鲁区

7 3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 平鲁区

8 中煤平朔 75 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 平鲁区

9
山西四方威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高端人造石墨一期工程

3万吨/年生产线建设项目
怀仁市

（二）新装备（2 项）

10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特种机器人朔州产业园项目 平鲁区

11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一期） 朔州经济开发区

（三）能源革命（12 项）

12 朔城区源网荷共享储能电站 朔城区

13
平鲁区 2×25MW 生物质发电项目及配套 35 万吨／年生产生物质原

料颗粒加工厂
平鲁区

14 新华电力朔州 300MW/600MWh 共享储能电站 怀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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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15 枫润怀仁一期 50MW 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 怀仁市

16 应县源网荷共享储能电站 应县

17 国家电投山西清洁能源应县 100MW 光储一体化项目 应县

18 华能应县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应县

19 华电应县风光储一体化融合发展工程 50MW 光伏发电项目 应县

20 右玉平右 400MW/800MWh 共享储能电站项目 右玉县

21 晋能清洁能源右玉小五台风电增容项目 右玉县

22 整县屋顶光伏项目 右玉县

23 国电电力右玉高家堡风电场风电增容项目 右玉县

（四）工业技改升级（1项）

24 500 万吨粉煤灰精细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朔州经济开发区

（五）现代农业（1 项）

25 光伏生态养殖循环经济产业园 怀仁市

（六）商贸物流（2 项）

26 山阴中图农旅商贸港建设项目 山阴县

27 应县诚佑冷链物流产业园 应县

二、基础设施领域（7 项）

（一）新基建（1 项）

28 怀仁市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 怀仁市

（二）公路（1 项）

29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朔州境内南山生态旅游等 17 条公路工程

平鲁区、怀仁市、

山阴县、应县、

右玉县

（三）水利（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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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30 桑干河应县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应县

（四）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3 项）

31 怀仁·雄安新区产业园 怀仁市

32 怀仁市耀佳商贸有限公司新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怀仁市

33 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基础设施建设路网工程 山阴县

（五）传统升级改造（1项）

34 山西瑞启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新建环保封闭筒仓装车线建设项目 山阴县

三、社会民生领域（11 项）

（一）卫生健康（3 项）

35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医院门诊住院综合楼改扩建工程项目 朔城区

36 怀仁市医疗集团新建怀仁市人民医院工程项目 怀仁市

37 右玉县老年服务中心 右玉县

（二）教育（1 项）

38 应县一中新校区建设项目 应县

（三）城市更新（7 项）

39 朔城区“太阳能 ”“生物质”清洁取暖项目 朔城区

40 山阴县县城集中供热扩容工程 山阴县

41 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工程 山阴县

42 山阴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新建一级管网工程 山阴县

43 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应县

44 应县城乡供水系统建设工程 应县

45 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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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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