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渭南市简介

古老神奇，景美人和。渭南地处华山脚下、黄河西岸、

兵马俑身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字圣仓颉、酒圣

杜康、史圣司马迁、诗人白居易等名人彪炳史册，西岳华

山、唐朝皇陵、洽川湿地等旅游盛景让中外游客流连忘返。

这里，古为京畿重地，今为“一带一路的新起点”。下辖

两区两市七县和渭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渭南经济

技术开发区、卤阳湖现代产业开发区，总面积 1.3 万平方

公里，总人口 556 万。

区位优越，交通便捷。渭南位于祖国版图中心位置，

属陕西东大门，属于西安半小时经济圈。陇海、西南、大

西高铁、郑西高铁等八条铁路纵横交错，连霍、京昆、黄

渭等多条高速公路连接东西，是亚欧大陆经济带和“关中

—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区位优势使渭南成为开

拓西北、西南、中原市场的战略要地。

资源禀赋，潜力巨大。渭南素有陕西“粮仓”、“棉

库”之美誉，是陕西最大的绿色果品生产基地和全国最大

的果汁生产基地。矿藏资源富集，工业基础坚实。原煤探

明储量 50 亿吨；钼矿储量 150 万吨，产量亚洲第一；黄



金储量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三。

开放开发，商机无限。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猛，

目前已形成装备制造、节能环保、通用航空、精细化工、

有色冶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加工等八大产

业集群。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 20 个专业化产业园初具规模。“让利客商、合作共赢”

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先后荣获“浙商投资(中国)最佳城

市、粤商最佳投资城市、苏商投资中国首选城市等称号。

高才睿智，先行加盟。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实

施，渭南的朋友圈不断扩大，现有国际友城八个，国内友

城八个，渭南文化软实力和城市魅力日益绽放。发展开放

的渭南，期待您的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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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林牧项目



农林牧项目

·1·

白水县西固镇现代设施农业园区项目

一、项目名称：白水县西固镇现代设施农业园区

二、项目单位：白水县西固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为加快西固镇农业产业发展速度，

振兴乡村经济，项目依托现有 1000 余座设施大棚建

设规模，对老棚实施改造，新建现代化设施大棚 500

座，建设规划占地 150 亩的育苗基地展览区、研发区、

销售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

合作方式采用合作开发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解决四河村安置点 100 余户群众的就业创业问题，年

实现收入 2000 余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丁万平 电 话：13696329568

地 址：白水县西固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600

邮 箱：369630674@qq.com

mailto:369630674@qq.com


农林牧项目

·2·

华阴荷丰莲藕产业融合专项园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荷丰莲藕产业融合专项园区

建设项目

二、承办单位：陕西西岳华山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建设 5000 亩规模莲藕产业

融合专业园区，总建筑面积 33.7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标准化莲藕种植基地 3500 亩，河塘月

色观光区 1000 亩，饮食文化服务区 400 亩，综合服

务区 100 亩。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估算总投资

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邮 箱：hysjjfzj@163.com

地 址：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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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郭家庄农业综合产业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郭家庄农业综合产业园建设

项目

二、承办单位：澄城县庄头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6000 亩，主要建

设 4000 亩樱桃，其中大棚樱桃 2000 亩，日光棚樱桃

500 亩，非棚樱桃 1500 亩，苗木基地 1000 亩，花草

基地 1000 亩。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销售收入 7260 万元，净利润 2384 万元。投资回

收期 6.3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立 电 话：1522996412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庄头镇人民政府

邮 箱：ccxjfjglg@163.com

邮 编：715299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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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里庄生态农业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里庄生态农业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庄头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6000 亩，主

要建设大棚蔬菜 1500 亩，冬枣和樱桃各 1500 亩，药

材种植 1500 亩。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销售收入 7650 万元，净利润 2684 万元。投资回

收期 5.6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立 电 话：1522996412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庄头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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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柏门生态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柏门生态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庄头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5000 亩，总

建筑面积 65254 平方米。主要建设果蔬大棚 1300 栋，

开发项目区荒山、荒滩、荒地、荒水等约 3650 亩。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2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销售收入 12380 万元，净利润 4067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1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立 电 话：1522996412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庄头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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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蒲城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蒲城县农业局、各有关镇

三、项目内容：项目围绕蒲城乡村振兴规划，在

孙镇、桥陵镇、陈庄镇、尧山镇等建设 5 个高标准田

园综合体项目；包括千亩梨园观光休闲体验区；万亩

金银花田园综合体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新增销售收入 40000 万元以上，新增税金 8000 万元，

年均利润总额 30000 万元。项目投资回收期 7 年。同

时可提供千余个工作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带动周边运

输、餐饮、旅游等综合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1号（蒲城县人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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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国家农业科技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市华州区国家农业科技园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市华州区农业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建设集高科技生产种植、加

工包装、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并配套

餐饮设施、休闲观光设施、物流配送系统、产品检测

系统等为一体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8 亿

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或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收益约 1.2 亿元，投资回报期约 7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凯 电 话：13909138813

传 真：0913-3320116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11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6949591@qq.com

mailto:469495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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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万亩植物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市华州区万亩植物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市华州区林业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以少华山森林公园为依

托，规划占地面积 12000 亩植物园。其中：生活管理

区 2103 亩，科普展览区 5635 亩，科研培育区 2163

亩，文化体验区 2084 亩。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或独资等。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达效后，

预计年可实现收入 2.0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凯 电 话：13909138813

传 真：0913-3320116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11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6949591@qq.com

mailto:469495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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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核桃经济林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核桃经济林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面积 30 万亩，主要包括示

范基地、辅助工程及技术培训等。其中：新建核桃种植高

标准示范基地 3000 亩；新建种苗繁育区 1000 亩；新建标

准化示范基地 9.6 万亩；改造基地（补植补造）7.5 万亩；

改造基地（高接换优）1.4 万亩；改造基地（日常管护）

11.1 万地方亩。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投资 173500 万

元。合作方式采用合作开发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能有效

提高当地群众经济收入。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7%，投资回收

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 萍

电 话：15091160500 0913-3039749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行政中心 4 号楼发展和改革局

邮 编：714000

邮 件：lwqtz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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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南塬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南塬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管理委

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在渭南东西两塬半坡地

带布局山水田湖项目。项目打造六姑泉健康产业园；

半山小镇、低密度住宅区；塬顶大型游乐场、观景平

台等。项目建成后，形成以养老、农业、文化、旅游

为一体的产业融合格局。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有

效改善城市生态功能，美化优化当地人居环境，促进

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科 电 话：0913-3033895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渭蓝路 1 号

邮 编：714000

邮 箱：lwqscj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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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猕猴桃产业园（生态公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猕猴桃产业园（生态公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现代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丰原镇北雷村，规划占地 3325

亩，主要实施猕猴桃种植、加工、物流项目。包括猕猴桃

试验站、游客服务中心、生态示范及休闲观光区、猕猴桃

种植示范基地、仓储物流区、三产融合发展区及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融合观光旅游多重要素，打造多功能、多业态

农业休闲旅游综合体。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特色园区，提高当地群众

经济收入。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7%，投资回收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巧遇 电 话：0913-3039168

地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 83 号院 1 号楼一楼

邮编：714000

邮箱：8614360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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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生物中药萃取提纯加工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生物中药萃取提纯加工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00 亩，总

建筑面积 40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年加工原药材 2

万吨中药提取生产线，产品主要包括生产重楼提取

物、当归提取物、灯盏花素、金银花素、桔黄素、葡

萄籽提取物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估算投资为

1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或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每

年可实现综合收入 7500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为 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怡凤 电 话：0913-5512838

地 址：合阳县九龙大道西延段

邮 箱：hyjjjskfq@163.com

mailto:hyjjjskf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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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有机红薯种植基地产业化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有机红薯种植基地产业化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农科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位于合阳县黑池镇、新池

镇，建设内容包括建立红薯脱毒中心，发展 10 万亩

有机红薯生产基地，重点做好优良品种引进繁育，为

生产提供品质好、产量高、出粉率高品种。

四、投资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独资或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预计综合收

入约 30000 万元，年利润可达 6000 万元，投资回收

期 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宏恩 电 话：0913-5516129

地 址：合阳县南大街

邮 箱：845734611@qq.com

mailto:84573461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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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农业循环经济基地示范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农业循环经济基地示范区

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管理

委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建设农田生态循环系统

47000 亩，荆山塬农业生态循环改造与利用 2000 亩；

新建农业生态循环示范村和有机肥加工厂；新建大型

仔猪扩繁基地及废弃物处理工程。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36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预计收入 8000 万元，利税约 1500 万元，新增就业岗

位 1000 个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俊耀 电 话：13892368859

地 址：富平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sxfp@163.com

mailto:sxfp@163.com


（二）能源化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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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年产 50万吨苯乙烯工程项目

一、项目名称：年产 50 万吨苯乙烯工程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年产苯乙烯 50 万吨，新建

生产线 2 条，采用乙烯法工艺路线。建设内容包括乙

苯、苯乙烯主生产装置，中间罐区、变配电装置、地

上地下管网系统，循环水、空压站、氮气站、冷冻站、

污水处理系统等及 50 万立方米化学品罐区配套工

程。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

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预计年销售

收入 1530758 万元，实现增值税 37386 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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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年产 2万吨聚丙烯透明片材项目

一、项目名称：年产 2 万吨聚丙烯透明片材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60 亩，拟建设年

产 2 万吨聚丙烯透明片材装置生产线。配套变配电、

消防、污水处理等设施，购置生产设备及运输设备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9

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预计年收入

31262 万元，上缴税金 1607 万元，利润总额 6428 万

元，投资回收期 6.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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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年产 2万吨热塑性聚烯烃弹性体项目

一、项目名称：年产 2 万吨热塑性聚烯烃弹性体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60 亩，拟建设年

产 2 万吨热塑性聚烯烃弹性体生产线一条。新建消

防、污水处理等设施，购置相应生产及运输设备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2

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预计年收入

20320 万元，上缴税金 2670 万元，利润总额 10680

万元，投资回收期 5.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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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年产 2万吨高吸水性树脂（SAP）项目

一、项目名称：年产 2 万吨高吸水性树脂（SAP）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60 亩，拟建设年

产 2 万吨高吸水性树脂（SAP）生产线 1 条。新建消

防、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购置相应生产及运输设备

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6

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销售收入 19538 万元，上缴税金 1493 万元，利

润总额 7244 万元，投资回收期 5.8 年，并可提供 90

个工作岗位解决就业问题。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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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年产 2.4 万吨氯化聚乙烯（CPVC）项目

一、项目名称：年产 2.4 万吨氯化聚乙烯（CPVC）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72 亩，建设年产

2.4 万吨氯化聚乙烯（CPVC）装置生产线。新建消防、

污水处理等设施，购置相应生产及运输设备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29

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销售收入 18757 万元，上缴税金 1617 万元，利

润总额 6468 万元，投资回收期 6.3 年。项目将带动

周边区域相关技术产业经济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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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年产 1.5 万吨氯化聚丙烯（CPP）项目

一、项目名称：蒲城年产 1.5 万吨氯化聚丙烯（CPP）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蒲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8 亩，建设年产 1.5

万吨氯化聚丙烯（CPP）装置生产线。主要建设生产车

间、原料库房、成品库房、给排水等工程，配套垃圾回

收、罐区等附属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33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预

计产值 1.77 亿元，利税为 2370 万元。项目将带动周边

区域相关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号（蒲城县人民

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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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年产 20万吨调和油生产项目

一、项目名称：蒲城年产20万吨调和油生产项目

二、项目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30 亩，新建年产

20 万吨调和油生产线一条。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

合办公楼、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等及附属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取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值 9000 万元，利税 2370 万元，利润总额 3630

万元。项目可以带动周边区域运输、餐饮等经济发展，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传 真：0913-7261682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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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西飞铝型材加工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西飞铝型材加工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设计年产铝型材 20 万

吨、铝单层复碳幕墙板和蜂窝碳幕墙板年产能力 40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车间、研发大楼、办公用房

等，购置相关生产设备，配套水、电、路、绿化、消

防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29500 万元，净利润 845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5.9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宏武 电 话：18691351555

地 址：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传 真：0913-6736136

邮 箱：ccxjfjglg@163.com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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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西北钾肥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西北钾肥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年产 80 万吨钾肥及盐

酸副制品。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办公用房、库房、检

测中心、研发中心等，购置相关生产设备，配套水、

电、路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65000 万元，净利润 2300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韦刘勇 电 话：1804937276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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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薄膜太阳能电池用 TCO玻璃生产线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薄膜太阳能电池用 TCO 玻璃

生产线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经合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为年产 300 万平方

米薄膜太阳能电池用 TCO 玻璃。主要建设生产生产车

间、库房、检测中心、研发中心等；购置相关生产设

备；配套水电路及绿化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36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销售收入 15000 万元，净利润 550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任 昭 电 话：13759632164

地 址：澄城县经合局

邮 编：715299

传 真：0913-6736136

邮 箱：ccxjfjglg@163.com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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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同州通用飞机制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同州通用飞机制造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新建通用机场 1 座。主要建

设跑道、滑行道、停机坪等站区设施；新建候机楼、

办公楼和指挥塔台、航空会所及生活用房等；新建机

库、特种车库及机务用房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概算总投资 6.8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设所需水

电路及通讯等设施完善，建成后预计年利润额 1.2 亿

元，投资回报期 5.7 年，同时可解决 1500 人就业，

提升承载装备制造业能力。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苏向阳 电 话：0913-3661588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官池镇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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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县报废汽车拆解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县报废汽车拆解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00 亩，新建拆解

车间、加工车间、办公大楼及餐厅等，年回收拆解报

废汽车约 30000 辆。主要以汽车零部件拆分拆解为基

础，发展集中产业链循环经济。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达产后，

可解决就业200人，年实现利润总额90000万元左右，

投资回收期 5 年。项目可以使废旧资源的利用合理化

和拆解效率大幅度提高，直接带动周边及下游产业链

产业发展，刺激县域经济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爱军

电 话：3818232 13991642632

地 址：潼关县代子营镇工业园区

邮 编：714399

邮 箱：tgyq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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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电动汽车装配厂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电动汽车装配厂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60 亩，新建

电动汽车装配生产线 1条。主要建设综合办公楼、生

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等以及配套附属设施、消防

等公共配套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值 11000 万元，利税为 3600 万元，利润总额

6200 万元。项目将带动周边区域运输、餐饮等经济

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编：715500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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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重型汽车零配件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重型汽车零配件产业园项目

二、项目单位: 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50 亩，建设标准化

厂房，配套园区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基础设施，

通过招商引进 20-30 家汽车零配件加工企业入驻。促进

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协作联合，实现资源共享、集约化

经营，降低了企业的创业成本。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取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均

新增销售收入为 7200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2400 万元，

投资回收期为 8年，提供就业岗位 300 个，带动包装、

原料供应及运输业的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号（蒲城县人民

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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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汽车用铝合金精密铸件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汽车用铝合金精密铸件建设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经合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年产 2000 万件汽车用

铝合金精密铸件。主要建设生产车间、检测中心、办

公楼、库房等；购置相关生产设备，配套建设辅助设

施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3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营业收入 18000 万元，净利润 4700 万元。投资回收

期 6.4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任 昭 电 话：13759632164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经合局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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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再生铝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再生铝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经合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年产 10 万吨再生铝。

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办公楼、库房等，购置德国生产

线 5 条和铝锭浇铸机、旋式炒灰机、自动打包机等设

备。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估算营业收入 8600 万元，净利润 2700 万元，投资回

收期 5.6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任 昭 电 话：13759632164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经合局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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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500 亩，建设

标准化厂房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水、电、路、通讯

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7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29560 万元，净利润 1060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6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韦刘勇 电 话：1804937276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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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重型汽车零部件加工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重型汽车零部件加工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新建重型汽车零部件加工厂

房和重型汽车零部件综合销售市场 1个。主要建设生

产车间、仓库、办公大楼，动力中心和职工宿舍，配

套水、电、路、通讯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17500 万元，净利润 520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5.8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宏武 电 话：1869135155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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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汽车轮毂生产线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汽车轮毂生产线建设

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威楠高科（集团）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主要承担渭南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其他投资项目。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规划用地 125 亩，主要

建设年产 300 万只汽车轮毂生产线。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可实现产值 45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珂 电 话: 0913-2111380

传 真: 0913-2112658

地 址: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邮 编: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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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汽车空调生产线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汽车空调生产线建设

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威楠高科（集团）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主要承担渭南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其他投资项目。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00 亩，主要建设

年产 50 万辆轿车空调生产线。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可实现产值 60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珂 电 话: 0913-2111380

传 真: 0913-2112658

地 址: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邮 编: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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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生产基地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

生产基地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威楠高科（集团）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主要承担渭南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其他投资项目。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30 亩，主要建设

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生产基地。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生产电机 30 万台，电机控制器 20 万台。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珂 电 话: 0913-2111380

传 真: 0913-2112658

地 址: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邮 编: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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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储备土地 1000 亩，现有标

准厂房 4 万平方米，员工宿舍 768 套，可满足新能源

汽车发展需求。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产新能源汽车 5000 辆，预计综合收入 30000 万元，

投资回收期 3.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怡凤 电 话：13379346381

传 真：0913-5512838

地 址：合阳县九龙大道西延段

邮 编：715399

邮 箱：hyjjjskf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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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年产 200万件汽车铝合金精密铸件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年产 200 万件汽车铝合金精

密铸件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新建年产 200 万件汽车用铝

合金精密铸件生产线，主要产品为汽车发动机缸体、

缸盖、汽车变速箱壳体、离合器壳体等铝合金精密铸

件。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达产后，年

预计销售收入 7 亿元，税后利润 2.3 亿元，投资回收

期 3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怡凤 电 话：13379346381

传 真：0913-5512838

地 址：合阳县九龙大道西延段

邮 编：715399

邮 箱：hyjjjskf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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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五金机电产业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五金机电产业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内容：主要建设五金机电配件铸造或整

机生产，具体项目包括：工业用风机、农业机械、汽

摩配、健身器材、环保设备等产业的制造生产。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每

年可实现综合收入 29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为 3-4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怡凤 电 话：13379346381

传 真：0913-5512838

地 址：合阳县九龙大道西延段

邮 编：715399

邮 箱：hyjjjskfq@163.com

mailto:hyjjjskf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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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通用航空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通用航空产业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阎产业合作园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用地约 1700 亩，主要

划分为机场飞行功能区、飞行运营服务区、通航生活

配套区、通航俱乐部博览区、通航金融商业区、无人

机生产研发及配套区等区域。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4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方式为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产值预计可达 200 亿元人民币，利税 30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丽 电 话：18992970016

传 真：0913-8203159

地 址：富阎产业合作园区

邮 编：711700

邮 箱：sxfp@163.com

mailto: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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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汽车配套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汽车配套产业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阎产业合作园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用地约 2500 亩，主要

建设新能源汽车装配，新能源电机、电池、汽车电子

研发制造，关键零部件制造和电池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年可生产新

能源汽车 10万辆、配件 30万件。预计销售收入 600

亿元，利税 14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丽 电 话：18992970016

传 真：0913-8203159

地 址：富阎产业合作园区

邮 编：711700

邮 箱：sxfp@163.com

mailto: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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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年产 5万吨果蔬复合汁生产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年产 5 万吨果蔬复合汁生产

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同州湖生态新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大荔县年产果蔬百万吨以上，深

加工潜力巨大。项目拟建设年生产 5 万吨果蔬复合汁

生产线。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预计年销售

收入 2.2 亿元，实现利税 6000 万元，投资利润率

30.08%，投资回收期 2.3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雷 磊 电 话： 0913-3262263

地 址： 陕西省大荔县西二环 81 号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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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大秦酥饼杂粮馅料生产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大秦酥饼杂粮馅料生产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哈芙秦盛食品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陕西哈芙秦盛食品有限公司是陕

西渭南市最大的现代化食品烘焙企业。项目为扩建项

目，规划占地 100 亩，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 2 栋生产车间、仓储库 4 栋、冷藏库两座以及科

研生产楼、质检计量楼、职工公寓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2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年产杂粮系

列食品 2780 吨，馅料 50000 吨，年销售额 30000 万

元，利税 5000 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宏亮

电 话：0913-3292717 13892377722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商贸大道南段

邮 编：715100

E-mail：dlzslxb@163.com

mailto:dlzslx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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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地标农产品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地标农产品深加工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农业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依托“1008”农产品标志知

名度，通过优质的黄花菜、枣、花生系列深加工产品

打造培育市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5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收益 8.5 亿元，可促进当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促进当地枣种、黄花菜、花生种植产业的发展，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占盈 电 话：0913-3261852

地址：大荔县北环路 74 号

邮编：715100

邮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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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市生物制药园区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生物制药园区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华敷医药产业园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总规控制面积 20.41 平方公

里（约 30619 亩），其中一期规划面积 3.8 平方公里

（约 5697 亩），引进中医药产业、原料医药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和医疗器械产业等相关企业入驻，配套

建设污水处理厂、医药物流中心和医药研发中心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93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该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8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话：0913-4612473

邮 箱：hysjjfzj@163.com

邮编：7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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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医药中间体项目

一、项目名称：蒲城医药中间体项目

二、项目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80 亩，新建

医药综合体。主要建设综合办公楼、生产车间、原料

库、成品库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产值 16000 万元，利税为 4200 万元，年利润总额 8300

万元，并带动周边区域运输、餐饮等经济发展，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传 真：0913-7261682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邮 箱：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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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果醋、果胶，小米、

玉米、核桃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园，配套水、电、路、

绿化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45000 万元，净利润 1380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7.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韦刘勇 电 话：1804937276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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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植物提取素及生物制剂产业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植物提取素及生物制剂产业

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年产果蔬提取素及中药

材制剂 2 万吨。主要建设综合生产车间、科研大楼，

购置相关生产设备，配套水、电、路、绿化、消防等

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7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39500 万元，净利润 1160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韦刘勇 电 话：1804937276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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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 20万头牛羊肉养殖屠宰及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 20 万头牛羊肉养殖屠宰及

深加工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集养殖、屠宰、深

加工为一体的牛羊肉基地。年养殖规模 20 万头，加

工各类牛羊肉制品 5 万吨。主要建设综合生产车间、

科研大楼，购置相关生产设备以及配套水、电、路、

绿化、消防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6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32600 万元，净利润 1021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4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韦刘勇 电 话：1804937276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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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 10000吨中药材加工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 10000 吨中药材加工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50 亩，总建

筑面积 32800 平方米，年加工中药材 10000 吨。建设

内容包括分拣车间、切片车间、化验室、原材料库、

产品库、辅助用房及公用工程。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201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8626 万元，净利润 2713 万元。投资回

收期 5.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宏武 电 话：1869135155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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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经开区食品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经开区食品产业园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经开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渭南经开区食品产业园位于开发

区中部，规划面积约 1000 亩，主要建设以现代食品

工业为主体、以食品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

智能型第三产业为支撑的集食品加工、包装、物流、

研发、信息为一体的食品产业聚集区。目前已入驻青

岛啤酒、陕富面业、中垦乳业、雨润集团等 20 余家。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园区估算总投资 12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诚招全球食品产

业、食品机械产业、食品包装产业入驻并建立合作关

系。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晓燕 电 话：18609132355

地 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大道 3 号

邮 编：714019

邮 件：727638361@qq.com

mailto:727638361@qq.com


轻纺食品医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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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酵素城核心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中国酵素城核心区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经开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中国酵素城种植示范区，规划占地 12000

亩；工业集中区规划占地 2300 亩，主要建设酵素生产企业集

聚区，通过产业集聚实现规模效应和生产配套服务公共化，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孵化培育一批国际知名酵素品牌；产业

核心区规划占地 700 亩，主要建设 “一馆一平台六中心”，

打造国人信赖的品牌酵素生产示范基地、优质酵素集散中心。

目前入驻企业 20 余家、电商 4家，伊品嘉健康产业园、天酵

酵素二期等 5个项目达成入驻意向。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亿元。合

作方式为国内外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期及投资回报：诚邀全球酵素相关产业的生

产、科研、供应等企业入驻，投资风险小，市场前景广阔。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晓燕 电 话：18609132355

地 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大道 3 号

邮 编：714019

邮 件：727638361@qq.com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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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防水材料、保温材料生产线项目

一、项目名称：蒲城防水材料、保温材料生产线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20 亩，新建防水

材料、保温材料生产线各 1 条。主要建设生产车间、

综合办公楼、原料库房、成品库房等；配套电力、供

水、消防等设施，购置生产设备。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值 13000 万元，利税为 3300 万元，年利润总

额 7600 万元。项目将带动周边区域运输、餐饮等经

济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传 真：0913-7261682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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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澄城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一、项目名称：云上澄城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政府网站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总建筑面积 70050 平方

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信息大厦、动力中心、数据中

心、双创孵化中心、辅助用房及绿化、美化工程。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512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21066 万元，净利润 683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7.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任晓刚 电 话：15091039118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政府网站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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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经开区装备建筑产学研展商示范基地

一、项目名称：渭南经开区装备建筑产学研展商

示范基地

二、项目单位：渭南经开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通过和同济大学合作，打造

轻钢，轻木，集装箱模块化房屋，气模三维打印，混

凝土预制 PC 等多种创新建造体系的产学研展商一体

化的示范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

亿元。合作方式采用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诚邀全球相关产

业的生产、科研、供应等企业入驻，投资风险小，市

场前景广阔。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晓艳 电 话：18609132358

地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大道 3 号

邮编：714019

电子邮件：727638361@qq.com

mailto:7276383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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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里试验区新型装配式建筑建设基地项目

一、项目名称：庄里试验区新型装配式建筑建设基地项目

二、项目单位：庄里工业园区成立于 2005 年，是省政府

重点建设园区、第一批低碳经济试点园区、全省首批加工贸

易承接园区，也是富平实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引擎。2015 年

7 月庄里镇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镇级小城市综合改革试验

区，与庄里工业园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实行镇园合

一、融合发展。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约 15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 建设新型装配式建筑生产线 4 条，年生产新

型装配式建筑 120 万平方米。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6亿元。合

作方式采用独资、合资、合作或其它方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国内及国际市场对新型装配式建筑的需求与日俱增，项目建

成后年产值可达 8-10 亿元，实现税收 0.6-1.0 亿元，可解决

300 人就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卫东 电 话：13809136981

地 址：庄里试验区人民路 1号

邮 编：71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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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及示范应用基地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及示

范应用基地

二、项目单位：陕西威楠高科（集团）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主要承担渭南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其他投资项目。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用地 3000 亩，建设新

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生产及整车

组装、体验驾驶、售后维修、仓储物流为一体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园。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合作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可实现平均利润 20.6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 珂 电 话: 0913-2111380

传 真: 0913-2112658

地 址: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邮 编: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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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 3D打印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 3D 打印创新创业基

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高新区火炬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新建增材制造创新中心产业

园、3D 打印“两客”（创客、极客）空间、公共服

务平台、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人才公寓及服务

配套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07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将

形成具有渭南特色的 3D 打印产业服务平台和企业孵

化体系，增加人才聚集。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白欣亮 电 话: 0913-3031231

传 真: 0913-3031231

地 址:渭南市朝阳大街西段

邮 编: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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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新能源汽车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生产线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新能源汽车发动机核

心零部件生产线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威楠高科（集团）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主要承担渭南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其他投资项目。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用地 180 亩，主要建设

汽缸体、缸盖、连杆、气阀等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生产

线。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运营后，

预计形成年产发动机核心零部件 10 万台套的生产能

力。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 珂 电 话: 0913-2111380

传 真: 0913-2112658

地 址: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邮 编: 714000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63·

渭南高新区信息产业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信息产业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北京锐意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80 亩，新建呼叫

中心、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研究院及研发中心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6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推进高新区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白冠宇 电 话: 0913-2110007

传 真: 0913-2110007

地 址: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邮 编: 714000



（六）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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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经开区循环经济示范园区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经开区循环经济示范园区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

济促进中心大楼，完善基础设施，引进循环经济示范

企业 12 户。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2.5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奸臣过后，

预计年新增产值 3 亿元以上，利税 3500 万元，节约

运营成本 1500 万元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苏向阳 电 话：0913-3661588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官池镇

邮 编：715100

邮 箱：hxqgwh58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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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住建局

三、项目内容：在县城、科技产业园、朝邑镇、

官池镇、许庄镇等建设海绵城市 15 平方公里，修建

管廊 9 条，主要涉及建筑小区类、市政道路类、公园

湿地类、排水设施类、生态修复类、供水保障类和能

力建设类项目。同时在主城区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概算总投资 3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实施后，在

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

水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再利用和环境保

护。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带动城市投资，提高公共

服务能力，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郝 荔

电 话：0913-3222314 0913-3222860

地 址：大荔县城西环路 6 号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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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中小微食品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中小微食品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0 公顷，总建筑面积 24

万平方米。统一规划并建设标准化食品工业厂房、行政及市

场运营中心、食品仓储物流中心、能源动力中心、食品技术

研发与培训中心、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等功能区；通过“产业

培育、创业引导、企业孵化、集聚发展”，实现大荔县食品

工业的转型升级。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55 亿元。

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吸

收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 10 户、中小微食品工业企业 80 户

入驻。预计年新增产值 35 亿元，实现利税 5.5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苏向阳 电 话：0913-3661588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官池镇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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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城市综合停车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城市综合停车场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交通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约 200 亩，总建筑

面积 39920 平方米。设置停车位 2696 个，快速充电

桩 810 个，新建停车楼 39840 平方米，管理用房 800

平方米，卫生间 120 平方米，安装路灯 200 盏，场地

铺装 59000 平方米，购置设备 43 台，区间道路 5200

米。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 亿

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进

一步推动大荔电动汽车发展普及速度，提升城市功

能。项目一次性规划，分期实施，可整体投资，也可

投资子项目。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 翔 电 话：13909137878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西环路南段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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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自行车专用绿道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自行车专用绿道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住建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含现有绿道

利用和新改造自行车专用道两部分内容，建设总长度

约 70221 米（折合 344044 平方米），采用彩色铺装

工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49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主要是繁荣

景区文化，吸引游客，带动经济产业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柴海涛 电 话： 0913-3215974

地 址：大荔县城西环路 6 号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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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物流港环港路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潼关物流港环港路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物流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三、项目内容：潼关物流港在秦晋豫黄河金三角

核心区，规划面积 8平方公里。项目位于潼关物流港

规划范围内，规划占地 252 亩，全长 10.5 公里，主

要包含路基与路面工程、交叉工程及沿线设施、征地

拆迁、绿化、交通信号、综合管线及照明工程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4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取 BOT 或 BLT 方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设可以带

动沿线土地开发，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及居住环境，分

流其它干道的交通流，缓解交通拥堵，具有重要的社

会经济效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涛

电 话：0913-3971333 13772731313

地 址：中国潼关物流港管委会

邮 编：7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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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县食品工业园区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县食品工业园项目

二、项目单位：潼关县商业行业办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300-500 亩，总建

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集吃、住、行、游、

购、娱为一体的食品工业园区，同时配套建设名人雕

塑、园林景观、建筑小品、绿化及夜景工程等公共建

筑和附属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可为潼关小

吃发展提供平台，整合资源，形成品牌。预计投资回

收周期 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新定

电话：3822145 13359131983

通信地址：潼关县通关宾馆四楼

邮编：714399

邮箱：2521716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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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金银产品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金银产品深加工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黄金工业管理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占地 3000 平方米，新建专

业化加工厂房 1000 平方米，交易大厅及展销平台

2000 平方米，同时配套建设其他附属设施，购置加

工生产设备等。

四、投资总额与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投资 25000

万元人民币。合作方式采取合资或合作运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人民群众对金银饰品的消费需求量与日俱增，

估算项目保守利润将在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投资

回报期 4.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轩铭

电 话：0913-3305038 15229966399

地 址：潼关县和平路北段（黄金工业管理局）

邮 编：714300

邮 箱：hjjsck@163.com

mailto:hjjsc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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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黄河金三角工业新区土地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黄河金三角工业新区土地开发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黄河金三角工业新区

招商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计划在黄金工业园区东区与

河南省豫灵工业区交界处联合打造“黄河金三角工业

新区”。新区规划占地面积 23.5 平方公里，拟建设

若干专业园区，如：重有色金属冶炼区、皮革及其制

品区，对区域内一级土地进行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达到七通一平，确保企业顺利入驻。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投资 1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将

进一步壮大工业园区和工业产业的发展规模。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贠秦欣、周永民

电 话：13572338177 13892382252

地 址：潼关县黄河金三角工业新区招商局

邮 编：714300

邮 箱：yqzsj16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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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华山旅游轨道示范应用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华山旅游轨道示范应用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经发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建设一条贯穿郑西高铁

华山北站、一河两岸、长城路、杜峪公园、游客中心

的云轨旅游交通线，规划线路全长 7.6 公里。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

年利润可达 1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话：0913-4612473

邮 箱：hysjjfzj@163.com

地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编：7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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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市停车场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停车场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住建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在华阴市区人流密集区

建设地上地下停车位 2600 个。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8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话：0913-4612473

邮 箱：hysjjfzj@163.com

地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编：7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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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电子商务物流综合体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北电子商务物流综合体项目

二、项目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占地 120 亩，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 8大功能中心，集电子商务、蔬菜

水果、干调副食、粮油米面、水产海鲜、肉类蛋禽等交

易一体的电子物流交易园区，以及联检快检、产品展厅、

冷链仓储、物流配送齐备的配套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投资 46000 万

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

年销售收入 30000 万元，上缴税金 1600 万元，年利润

总额 6428 万元。可带动周边区域相关产业发展，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传 真：0913-7261682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一号（蒲城县人民

政府）

邮 编：715500

邮 箱：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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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公共文体服务中心

一、项目名称：蒲城县公共文体服务中心

二、项目承办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000 亩，包括一

园（体育中心）六馆（体育馆、游泳馆、文化馆、图

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博物馆）三中心（群众文

化艺术演出中心、会展中心、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建

设及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8

亿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为推动县域

内重要基础设施改善提供较大支撑。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京杰 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邮 箱：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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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经开区水系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经开区水系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经开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依托经开区东区 3.5 公里、

西区 7.2 公里现有排水干渠（水量 4.5 万吨/天），

打造经开区集排涝、防洪、湖面景观为一体的生态长

廊。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总投资估算 13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或 EPC 合作。

五、市场预期及投资回报：项目投资风险小，市

场前景广阔。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晓艳 电 话：18609132358

地 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大道 3 号

邮 编：714019

邮 箱：727638361@qq.com

mailto:7276383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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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

二、项目单位：华州区住建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在城区及杏林镇、高塘

镇、大明镇、赤水镇、瓜坡镇、下庙镇、莲花寺镇、

柳枝镇、金堆镇新建 9 个生活垃圾处理和清扫保洁体

系，提升公共卫生和环卫信息化。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1323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BOT（建设-运营-移交）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对保障人们

正常生活工作，改善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项目建成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面貌，预计 5 年收回投

资成本。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吝百荣 电 话：13572732182

传 真：0913-4711964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43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53890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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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游泳馆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游泳馆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华州区文体广电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10000

㎡。建设内容包括游泳馆 10000 ㎡，设置 50*25 标准

泳池 1 座、训练泳池 1 座；配套运动员休息室、医务

急救室、检录处、、媒体用房和设备控制室等，完善

道路、停车、绿化及供配电、给排水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2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BOT（建设-运营-移交）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达效后，

年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0.6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吝百荣 电 话：13572732182

传 真：0913-4711964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43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53890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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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美丽乡村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美丽乡村改造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市华州区委农工部（美丽办）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为 10 个镇办共 22 个行

政村的“美丽乡村”整体推进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村内道路、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垃圾收集系

统建设；文化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村镇主导产业打造

及扶持，一村一品产业扶持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BOT（建设-运营-移交）

模式。

五、市场预测集体照回报分析：项目建成达效后，

预计年可实现年销售额 1.1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吝百荣 电 话：13572732182

传 真：0913-4711964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43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53890865@qq.com

mailto:453890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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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医养一体化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医养一体化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市华州区卫计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总建筑面积 72860 ㎡，主要

包括门急诊楼、住院楼、传染病房楼、综合保障中心、

动力中心、康复训练中心、康复养老公寓、配套设施

及绿化景观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35407 万元。合作方式采取 BOT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回报机制为

使用者付费，建成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0.8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吝百荣 电 话：13572732182

传 真：0913-4711964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43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53890865@qq.com

mailto:453890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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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康复医院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市康复医院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市华州区残疾人联合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建设渭南地区唯一三级康复

机构（最高级），规划占地面积 100 亩，总建筑面积

68000㎡，主要承担全市残疾人康复训练及器械辅助

训练。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投资

30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BOT（建设-运

营-移交）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达效后，

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2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吝百荣 电 话：13572732182

传 真：0913-4711964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43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53890865@qq.com

mailto:453890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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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少华山体检中心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少华山体检中心项目

二、项目单位：华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50 亩，总建筑面

积 15 万㎡，在少华山景区北侧修建一个综合性的大

型体检疗养中心。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取 BOT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回报机制为

使用者付费，建成达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5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吝百荣 电 话：13572732182

传 真：0913-4711964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43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53890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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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东环路教育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东环路教育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渭南市华州区教育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占地 125 亩，新建初级中学

1 座，建筑面积 63620 ㎡，设置 90 个班，学生规模

4500 人。新建幼儿园 1 座，建筑面积 16666.7 ㎡，

设置 48 个班，幼儿规模 1440 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043.0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BOT（建设-运营

-移交）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回报机制为

可行性缺口补助，资金来源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吝百荣 电 话：13572732182

传 真：0913-4711964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43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53890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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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里试验区印刷包装产业基地项目

一、项目名称：庄里试验区印刷包装产业基地项目

二、项目单位：庄里工业园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在工业园区建设标准化

厂房，总建筑面积 184200 平方米，计划引进设计、

生产、监测、流通及循环利用等印刷包装企业入住，

形成大规模产业基地，并延伸博览、创意、体验、培

训、智造等产业链条。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和厂房租赁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进驻园区的企业

不需投资厂房，预计单个企业年可实现利润 500 万元

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卫东 电 话：13809136891

地 址：庄里试验区人民路 1 号

邮 编：711711

邮 箱：zlsyqxmb@163.com

mailto:zlsyqxm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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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人民街道草市巷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人民街道草市巷棚户区改

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人民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南临一青里、北临东风大

街、西临民主路、东临区政府围墙，规划占地面积

230 亩，涉及拆迁安置户 1033 户，征收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97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改善区域内居民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晓勇 电话：13369165621

地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街道办事处东风大街

76 号

邮编：714000

邮箱: lwqrm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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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人民街道朝阳街东段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人民街道朝阳街东段棚户

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人民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东临南塘路、西临民主路、

北临一青里、南临华山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 283 亩，

预计征收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涉及拆迁安置户

1500 户。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4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改善区域内居民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晓勇 电 话：13369165621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街道办事处东风大街

76 号

邮 编：714000

邮 箱: lwqrmb@163.com



基础设施项目

·89·

临渭区创新湖景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创新湖景区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管理委

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约 417 亩，总建筑

面积 72328㎡。建设主要包括人工湖、创客工坊、绿

化带、配套道路、广场、商业街、运动儿童乐园及停

车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2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独资或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以有效改善城市生态功能，美化完善城市功能，促进

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科 电 话：0913-3033895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渭蓝路 1 号

邮 编：714000

邮 箱：lwqscj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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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美丽乡村 PPP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美丽乡村 PPP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临渭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项目内容：建设完善 81 个贫困村及 14 个集镇

的基础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及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将其

建设成为田园综合体式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

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的美丽乡村。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000

万元。合作模式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以

改善当地群众生活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带动

区域游，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6%，投

资回收期 15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薛先雄 电 话：0913-3038721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83号院9号楼3层美丽办

邮 编：714000

邮 箱：mllwj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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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双创基地（工业集中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双创基地（工业集中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东至

园区东路、西至翠柏路、南至北新街、北至园北路，征地

拆迁总占地面积 620 亩，涉及拆迁户 1532 户，拆迁面积

44.5 万平方米。本项目建设用地约 197.44 亩，总建筑面

积 361793 ㎡，新建安置房 2042 户。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 万

元。合作方式采用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以改

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6%，投资回收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小建 电 话：18009130451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渭蓝路 1 号

邮 编：714000

邮 箱：lwqscj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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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胜利大街南片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胜利大街南片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解放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东至老货运站安置房，西

至前进路，南至西华街，北至胜利大街，占地面积

46 亩，共涉及征收居民房屋 100 余户，公产单位 4

个，集体土地产权 1 个。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以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

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保州 电 话：13609132960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解放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jfbzh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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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象山商场片区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象山商场片区棚户区改造

一期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东至爱民巷，西临北塘巷，

南至东风大街，北临人民街，涉及拆迁 618 户，拆迁

区占地 72.35 亩，拆迁面积 7.4 万平方米。本项目占

地面积 20.4 亩，总建筑面积 2.98 万平方米，新建安

置房 208 套，配套设施面积 4944 平方米。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0072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以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动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5%，投资回收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 琪 电 话：0913-3039791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83号院4号楼4楼

邮 编：714000

邮 箱：9800490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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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象山商场片区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象山商场片区棚户区改造

二期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东风大街与北塘东北角，

拆迁区占地面积 99.5 亩，共涉及拆迁户 730 户，拆

迁面积 9.5 万平方米。拆迁安置方式全部为货币安

置。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2328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以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动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5%，投资回收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 琪 电 话：0913-3039791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83号院4号楼4楼

邮 编：714000

邮 箱：9800490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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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渭南双创康复医院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渭南双创康复医院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老城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东临关中环线，西临规划路，

南邻航建厂区，北临规划路，拆迁区占地面积 100 亩。

项目新建内设住院、门诊、急诊、医技等功能综合性

医院，停车位 400 辆。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解决当地群众就医困难问题。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涛涛 电 话：15009233489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83号院9号楼2楼

邮 编：714000

邮 箱：12147794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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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文旅大厦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文旅大厦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老城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朝阳大街东段北侧，总

占地面积 26.3 亩，总建筑面积 74000㎡，新建 30 层

文旅大厦1栋，规划停车位约200个，建筑密度32.4%，

容积率 6.0。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1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发展当地旅游及相关产业，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快

速发展。项目预计年回报率 5%，投资回收期 16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涛涛 电 话：15009233489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83号院9号楼2楼

邮 编：714000

邮 箱：12147794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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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老货运站片区二期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老货运站片区二期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城投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渭南城市中心区西华街

北侧，胜利大街南侧，西临前进路，东接老货运站一

期，规划总面积 65 亩。新建商业、居住为一体的综

合商住区，主体建筑以高低错落的居住建筑为主，围

合建筑中间为绿化，形成内绿外商的空间格局。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投资总56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期

11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晓渭 电 话：13636770728

地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 83 号院 9 号楼 4 楼

邮编：714000

邮箱：67469658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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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南京大街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南京大街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解放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东临解放路，西临天斗宾

馆，南临东风大街，北临陇海中学，涉及 1040 户共

12.5 万平方米的拆迁安置及后期开发建设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6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以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

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保州 电 话：13609132960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解放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jfbzh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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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杨刘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杨刘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杜桥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位于双王街道杨刘村，东

临荣发建材市场，西临金水路，南临乐天大街，北临

金水公园，涉及 1200 户共 17.5 万平方米的拆迁安置

及后期开发建设。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8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以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

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柏 电 话：15929334538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杜桥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lwduqi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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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双王村二三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双王村二三组棚户区改造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双王街道办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双王街道双王村二三组，

占地面积 498 亩，涉及 1180 户共 17.16 万平方米的

拆迁安置及后期开发建设。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7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以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

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运动 电 话：18991657747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双王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swj207336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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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盈田村王真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盈田村王真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双王街道办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东临西三路，西临西四路，

南临红化家属院，北临西华街，涉及 1570 户共 26.55

万平方米的拆迁安置及后期开发建设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785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以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

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运动 电 话：18991657747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双王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swj2073367@126.com

mailto:swj2073367@126.com


基础设施项目

·102·

临渭区老城街西段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老城街西段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老城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老城街西段，占地面积

195 亩，涉及 1678 户共 22.83 万平方米的拆迁安置

及后期开发建设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99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涛涛 电 话：15009233489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83号院9号楼2楼

邮 编：714000

邮 箱：12147794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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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沋河西岸南段棚户区综合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沋河西岸南段棚户区综合

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站南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临渭区沋河西岸南段，

占地面积 400 亩，涉及 1300 户共 21 万平方米的拆迁

安置及后期开发建设。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84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蔡主任 电 话：13572742389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站南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zhannanb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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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槐衙社区（南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槐衙社区（南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双王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东起宣化路、西至解放路、

南起规划路车雷大街、北至规划路渭河大街，占地面

积 340 亩，涉及 358 户共 14.04 万平方米的拆迁安置

及后期开发建设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6504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运动 电 话：18991657747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双王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swj207336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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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沋西社区四五组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沋西社区四五组棚户区改

造一期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人民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东起民生街，西至宣化路，

南起规划的车雷大街，北至规划的渭河大街，占地面

积 390 亩，涉及 575 户共 18.35 万平方米的拆迁安置

及后期开发建设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68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期

17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云鹏 电 话：13992329920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9394972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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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东风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东风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人民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东临北塘路，西临民主路，

南临东风大街，北临人民街，占地面积 240 亩，涉及

1890 户共 24 万平方米的拆迁安置及后期开发建设

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89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云鹏 电 话：13992329920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4000

邮 箱：939497297@qq.com

mailto:939497297@qq.com


基础设施项目

·107·

渭南高新区东区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东区标准化厂房及配

套区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高新区东区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新建创业孵化平台 8.0 万平

方米，标准化厂房 20.0 万平方米，双创特色小镇 2.0

万平方米。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624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设对完善

高新区东区基础设施、提升营商环境、推进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用鹏 电 话: 0913-2111130

传 真: 0913-2111130

地 址: 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邮 编: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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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经济开发区产业转移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经济开发区产业转移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总建筑面积 9000 平方米，

主要新建车间 5 座，涵盖装备制造、新能源、物流等

产业的装配车间、研发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可实现综合收入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怡凤 电 话：13379346381

传 真：0913-5512838

地 址：合阳县九龙大道西延段

邮 编：715399

邮 箱：hyjjjskfq@163.com



基础设施项目

·109·

108国道合阳一级公路项目

一、项目名称：108 国道合阳一级公路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交通运输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设

计速度 80km/h，路基宽度 25.5 米，桥梁与路基同宽，

改建长度 58 公里。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6

亿元。合作方式采用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加快形成城

市环线，实现车辆快速过境县城，疏通县域出口通道，

助推合阳经济产业发展，加快县域工业、农业和轻工

业等园区提质增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 亮 电 话：0913-5518200

传 真：0913-5518219

邮 箱：272982595@qq.com

地 址：合阳县西环路中段

邮 编：7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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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沿黄观光路中段拓宽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沿黄观光路中段拓宽建设项目

二、建设单位：合阳县交通运输局

三、建设内容：项目起点于坊镇太里村（黄河魂景区），

向南布线，经夏阳村、森野村、王村和南义村，终点位于申

东村。规划路线全长 11 公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

速度 60km/h，路基宽度为 25.5m，路面为沥青路面。

四、总投资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3 亿元。合

作方式采用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进一步提

升县域道路主骨架，加快沿黄城镇带建设，逐步建成黄河中

游生态文化共同体、新型城镇特色试验区和秦晋合作示范区，

促进沿线产业发展。同时有效缓解洽川景区通行压力，提升

旅游品牌。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 亮 电 话：13220048737

地 址：合阳县西环路中段

邮 编：715300

传 真：0913-5518219

邮 箱：2729825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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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老城区提升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老城区提升改造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富平县老城区，东起频

阳大道，西至望湖路，南至环城南路，北至温泉南路，

占地面积 7400 亩。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改扩建工程、

照明绿化、给排水、强弱电、热力和天然气管网、停

车场、棚户区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实施后，有

效提升县城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增加就业岗位3000

个以上，预计商业销售 30 亿元以上，极大促进城市

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琳 电 话：18009133388

地 址：富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sxfp@163.com

mailto: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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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唐帝陵旅游公路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唐帝陵旅游公路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交通运输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起点位于渭南蒲城县坡头镇

（接蒲城 X308），途径唐中宗定陵、经唐文宗章陵、

唐代宗元陵、唐懿宗简陵，终点于富平梅家坪在建的

富耀红色旅游公路，公路按照二级公路标准设计，路

线全长 59.3 公里。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4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将有效带动

区域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年可实现旅

游及商贸收入 10000 万元，增加就业岗位 500 个，促

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 伟 电 话：13359120864

地 址：富平县交通运输局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 sxfp@163.com

mailto:箱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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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里试验区会展标牌产业基地项目

一、项目名称：庄里试验区会展标牌产业基地项目

二、项目单位：庄里工业园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新建标准化厂房，总建

筑面积 184200 平方米。通过吸引设计、印刷喷绘、

雕刻、亚克力吸塑字、雕刻字、水晶字、钛金铁皮字、

企业画册、户外喷绘、写真展板、展架条幅、车体墙

体广告等行业入驻，打造小微企业孵化基地。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 亿

元。合作方式采用厂房租赁或合作方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可以使企业

减少厂房建设成本，预计单个企业年可实现利润 500

万元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卫东 电 话：13809136981

地 址：富平庄里试验区人民路 1 号

邮 编：711711

邮 箱：zlsyqxmb@163.com

mailto:zlsyqxm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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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公共教育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公共教育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教育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内容主要包括开设大荔公共

教育网；以县电视台为主开设“大荔教育频道”；以

县图书馆为主要依托单位，建设图书交换平台；以县

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为主建设“中小学生第二课

堂”；全面整合公办及民办职业教育机构，组建大荔

县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联盟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8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主要是为了

整合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网络共享。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薛彦荣 电 话：0913-3222165

地 址：大荔县城关街北大街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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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翼·大荔理想教育小镇项目

一、项目名称：天使之翼·大荔理想教育小镇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教育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以教育培训产业为核心，通过引进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的先进教育理念、管理理念和优质教育

资源，对大荔县洛滨幼儿园、洛滨小学和奚若中学进行整合

提升，形成涵盖从学前到高中的高品质、一站式教育服务体

系。同时配套建设教育培训街区、商业综合体、高端教育地

产、休闲文创等项目。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 亿元。合

作方式为合作建设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可新增学位 10000

个，成为“教、产、学、研、游、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

市教育综合体”，形成以基础教育及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智慧

之镇、生态之镇、宜居之镇和休闲之镇，对提升大荔教育教

学品质、打造区域特色教育品牌以及形成新的城市商圈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薛彦荣 电 话：0913-3222165

地 址：大荔县城关街北大街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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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秦晋豫养生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秦晋豫养生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民政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拟在秦晋豫三省交界处建设

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品质最好、配套最全、服务最优，

集养老、养身、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老年

人旗舰养老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

设置养老席位 3000 个。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亿元。合作方式采用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我国已成为老龄

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养老已成为社会

关注的问题，全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3 亿多，

占全国总人口的 10%以上。项目发展养老产业，条件

优越，市场潜力大，前景广阔。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童颖军

电 话：0913-3866301 13309136612

地 址：潼关县民政局

邮 编：7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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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国际主题连锁酒店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国际主题连锁酒店项目

二、项目单位：潼关县住建局

三、项目内容：随着我国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和

文化产业发展，主题酒店作为一个新的模式受到消费

群体的青睐。项目占地 1.0 万平方米，以“西方现代

建筑艺术”为主题，迎合消费者对个性和文化的双重

追求，新建管理学院、呼叫中心以及酒店体验中心。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潼关县宾馆数量

少，节假日游客接待量有限，项目符合市场需求，为

全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市场前景广阔，预计投资回

收期 3-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春生

电 话：0913-3822266 13991659271

地 址：潼关县和平路南段

邮 编：714399

邮 箱：tgzj3822266@163.com

mailto:tgzj382226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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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物流港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物流港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物流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三、项目内容：潼关物流港在秦晋豫黄河金三角核心

区，规划面积 8平方公里。项目占地 150 亩，建设集农副

产品研发、展示展销、仓储交易、冷链物流、加工配送、

检验检疫以及商务办公研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农

副产品集散中心。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 亿元。

合作方式采用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交易

农副产品 30-50 万吨，可解决当地 1000 余名劳动者就业，

实现年收入 8200 万元，纯收入 700 万元。同时能推动新

型高新技术农业发展，带动其他种植、养殖和民俗旅游等

产业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 华

电 话：0913-3971333 13892358887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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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跑马场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跑马场项目

二、项目单位：物流港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在物流园区东侧，临近

越野车赛场，主要新建马房、驯马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3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主要打造高

端休闲娱乐场所，市场前景可观，预计投资回收期

3-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 华

电 话：0913-3971333 13892358887

地 址：潼关县秦东镇十里铺村

邮 编：714399

邮 箱：wlg397133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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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一河两岸综合开发区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一河两岸综合开发区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水投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 310 省道与东岳路之间

的长涧河区段，地处华山景区和华阴城区衔接地带。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4 平方公里，主要在长涧河上游

两岸建设生态观光区、休闲娱乐区、遗址保护区、教

育产业区、新农村示范区等五大功能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3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邮 箱：hysjjfzj@163.com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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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中联重科华山工业园转型升级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中联重科华山工业园转型升

级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经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对中联重科 720 亩老旧厂房

的土地进行旅游综合开发，主要建设包括集艺术中

心、创意风情街、养生养老、旅游地产、酒店于一体

的复合型旅游综合体。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2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4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邮 箱：hysjjfzj@163.com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服务业项目

·123·

华阴西岳庙步行街综合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西岳庙步行街综合开发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大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在原有西岳庙步行街的基础

上，通过统一规划和开发建设，打造一个集岳渎灵气、

能招八方客商的投资热土；建设一个荟萃历史原味、

富含风土民俗的人文长廊；构筑一个山庙一体、承载

大华山旅游的靓丽景点。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估算总投资

2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2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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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五星级酒店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蒲城五星级酒店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00 亩。其中：酒

店用地 22000 平方米，会展中心用地 24000 平方米，

室外展场 8000 平方米，停车场面积 6000 平方米，配

套工程用地 20600 平方米。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新增销售收入 9000 万元，新增税金 1300 万元，利润

总额 7400 万元。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7 年，同时可提

供 300 个就业岗位。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传 真：0913-7261682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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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4600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82800 平方米，主要建设数字化网络管理

中心、数字化产品设计中心及电子化培训中心，配套

水、电、路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投资为38969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14989 万元，净利润 5494 万元。投资

回收期 7.1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宏武 电 话：18691351555

地 址：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传 真：0913-6736136

邮 箱：ccxjfjglg@163.com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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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冷链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冷链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20 亩，打造

现代冷链物流中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气调冷库、交

易用房、储存用房、办公大楼，调配中心等，配套水、

电、路、绿化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28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12700 万元，净利润 4667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宏武 电 话：18691351555

传 真：0913-6736136

地 址：澄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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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农产品电商物流及深加工产业园

一、项目名称：澄城农产品电商物流及深加工产

业园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主要建设电子商务区、

物流配送区、会议展览区、商务办公区、精深加工区、

餐饮娱乐区等，同时配套建设水、电、路、绿化等设

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42600 万元，净利润 1452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8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韦刘勇 电 话：18049372765

地 址：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传 真：0913-6736136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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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玉米仓储物流及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玉米仓储物流及深加工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年存储玉米 10 万

吨，加工玉米粉、玉米蛋白等 5 万吨。主要建设存储

厂房、加工车间、科研大楼，购置相关生产设备，配

套水、电、路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48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26000 万元，净利润 720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7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韦刘勇 电 话：18049372765

地 址：澄城县农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5299

传 真：0913-6736136

邮 箱：ccxjfjglg@163.com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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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经开区物流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经开区物流产业园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经开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西

部，规划面积 5 平方公里，远期规划 10 平方公里，

包含行政办公、商业服务、专业市场、生活性仓储、

生产性仓储、运输服务等 9 个功能板块。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0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诚招全国各大物

流企业入驻并建立合作关系。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晓燕 电 话：18609132355

地 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大道 3 号

邮 编：714019

邮 件：727638361@qq.com

mailto:7276383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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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集团申华国际展览中心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晨集团申华国际展览中心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申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主

要包括中央展示区以及东、西两大功能区，涵盖会议

室（可分割组合）、贵宾接待室、新闻发布厅及保险、

银行、金融等“一站式”配套业态。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6

亿元。合作方式为租赁、购买或合作办展。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为西北区域

单体面积最大的综合性展馆，渭南市首个规模化、专

业化会展运营中心，各大会展活动的首选之地，投资

风险小，市场前景广阔。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小鲁 电 话：18729279636

地 址：渭富大桥北一公里申华汽车文化产业园

邮 编：714019

邮 件：he_xiaolu@hatz.shkg.com.cn



服务业项目

·131·

陕西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项目

一、项目名称：陕西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红新城市商业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200 亩，总建筑面积

120 万平方米。其中一期占地 550 亩，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

方米，着重打造陕西省农产品、食品、副食品、冷链、进

出口食品的大型批发交易集散平台，主要由农产品交易中

心、国际食品城、会展中心、电商中心、冷链物流中心、

服务中心、商务配套中心 7 大板块构成。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亿元。

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或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诚招全球农产品

（食品）供应商、采购商，全国各省农产品采购商、供应

商、批发商入驻经营，投资风险小，市场前景广阔。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思齐 电 话：18980918783

地 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关环大道与锦绣大街十字

邮 编：714019

邮 件：12091573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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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凯泰建材城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凯泰建材城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凯泰尚庄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占地 180 亩，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是一个集建材家居、五金机电、金融

服务、电子商务、仓储物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市场。

规划入驻商家 1500 余家。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8 亿

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或租售合作方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诚征品牌建

材家居、五金机电经销商入驻，可入驻商家 1500 余

家，年交易额达到 30 亿元，年实现利税 5000 多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菊艳

电 话：0913-3038007 13759655700

地 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大道东段

邮 编：714019

邮 件：1235705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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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新城商业综合体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新城商业综合体项目

二、项目单位：华州区经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0 亩，主要参照

“万达广场”、“凯德广场”等知名商业格局广场，

建设包含超市、服装百货、游乐、电影、餐饮等休闲

生活娱乐一站式服务场所。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 亿

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达效后，

年可实现销售额 1.0 亿元，投资风险小。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凯 电 话：13909138813

传 真：0913-3320116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11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6949591@qq.com

mailto:469495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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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人才创新创业中心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人才创新创业中心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市创新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总建筑面积 12.7 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研发孵化中心、人才公寓和

标准厂房。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对推动全市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马定宇 电 话: 0913-2038568

传 真: 0913-2038568

地 址:渭南市东兴街渭南创新创业中心

邮 编: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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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商贸物流中心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商贸物流中心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交斜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临渭区特色小镇—交斜

镇古来化街道，规划建设商业街区、农产品交易、仓

储物流三大功能区，打造集货物包装运输、仓储加工、

交易贸易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商贸物流中心，

成为秦东最大的农副产品“康复路”。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形

成集农业、生态、度假、观光、体验、旅游为一体的

产业融合示范区，预计年接待 100 万人次，项目收益

率 8%，投资回收期 10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隋 欣 电 话：15319166375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交斜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4000

邮 箱：jx2655332@163.com

mailto:jx265533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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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阎硬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阎硬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阎产业合作园区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000 亩，建设包

括办公大楼、孵化大楼、交易大楼、标准化厂房、人

才公寓、运动中心等基础及配套设施，同时致构建企

业服务、企业育成、项目路演、政策扶持等市场化、

专业化、一站式的综合服务体系。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年可转化硬

科技成果 300 项，转让费近 10亿元，产品产值 10 亿

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丽 电 话：18992970016

地 址：富阎产业合作园区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sxfp@163.com

mailto: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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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现代物流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现代物流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20万平方米，

主要由货运场、加工区、仓储中心、配送中心、信息

中心、管理中心和商务服务区 7 大职能区组成，形成

集储存、配送、运输、装卸、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集

散型商贸物流园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交易额达到 6.0 亿元，税收 3000 万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索保强 电 话：13309135169

地 址：富平县商务局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 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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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00 亩，总建筑面

积 20 万平方米，主要以大型室内购物中心为核心，

建设高端写字楼、商务酒店、精品公寓、大型停车场

及其他配套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5.0 亿元以上，利税 3000 万元，

提供就业岗位 500 个，并有效拉动消费需求，促进城

市经济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琳 电 话：18009133388

地 址：富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 sxfp@163.com

mailto:箱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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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鸿鹤谷水土保持及观光旅游示范园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鸿鹤谷水土保持及观光旅游示

范园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水务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规划面积 7.24km
2
，水土流失

面积 6.57km
2
，主要建设水保科普宣传示范区，林草植被

生态恢复区，农业生态观光采摘区，苌沟溪流旅游观赏区，

观光旅游附属工程区。把园区建设成具有水保研究功能、

环境意识教育功能、生态清洁示范、水保技术展示和水保

生态景观展示功能的综合型示范园。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000 万

元。合作方式为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带动

当地旅游业发展，形成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产

业融合示范区。预计年接待 300 万人次，项目收益率 8%，

投资回收期 1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 甜 电 话：0913-3039030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 83 号院 7号楼 5 楼

邮 编：714000

邮 箱：2498643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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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

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环卫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00 亩，主要在城

东和城西分别建设两个日处理 300 吨的生活垃圾资

源化处理车间。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能

有效节约土地资源，垃圾变废为宝，残渣综合利用，

预热发电或供气。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小宝 电 话：15353439633

地 址：渭南市老城区临渭区环卫局

邮 编：714000

邮 箱：lwqhw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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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美丽办

三、项目内容：项目新建 4 个垃圾处理厂和 10

个垃圾填埋场，硬化道路 42 公里，购置垃圾转运车；

同时在老庙镇、梅家坪镇、张桥镇、刘集镇、美原镇、

流曲镇、宫里镇 7个镇新建镇区污水处理厂 1 座以及

相关配套设施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4.0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或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将

极大改善县域城镇面貌，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可

以提供就业岗位 300 个，必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 航 电 话：18191805125

地 址：富平县美丽办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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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北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北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国土局、富平县环保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对境内 14 平方公里的石灰

岩开掘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综合治理、植被修复

和山地集雨等工程，打造历史人文景观，开发立体生

态农业、山地休闲养生旅游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2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收益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消除采矿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

二是实现旅游及农业等收入 1 亿元以上，三是提供就

业岗位 1000 个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展 峰 电 话：13892538166

地 址：富平县政府大楼六楼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sxfp@163.com

mailto:箱：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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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石川河国家生态公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石川河国家生态公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水务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对石川河城区段 2.5km 及卧

龙桥至教场 4.5km 河道进行治理。新修河堤 14km ，

新建环堤公路 14 公里，并对沿河两岸塬坡进行治理，

对原有植被进行提升改造，沿河两岸打造完美经济林

带，栽植柿子等各类经济杂果 1 万亩。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4.5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实施后，可

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旅游经济收入 5000 万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 旺 电 话：13379446318

地 址：富平县水务局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 sxfp@163.com

mailto:箱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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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黄河滩区风光电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黄河滩区风光电一体化清洁能源

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赵渡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充分利用大荔县黄河滩区风力、

太阳能资源，建设风光电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实现风、

光互补，提高上网电力质量。项目规划建设太阳能光伏电

站 50MW（占地面积约 3000 亩），储能式风力发电站 100MW

（配备储能式风力发电机组 200 台），建设输变（场）站

6 处，年预计发电量 3.2 亿 KWh。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24 亿

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可发电 3.2 亿 KWh，总产值约 1.25 亿元，上缴税收 1800

万元，年实现利润 48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中虎 电 话：0913-3253028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城关街道府门前 12 号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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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房车营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白水房车营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白水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37 亩，主要建设

蔡伦造字广场、汽车影院、房车营地及商业综合区。

野宿房车营地可安放房车 39 个，停车场规划停车位

209 个。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总额

1.04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预计年收入为

1890.6 万元，回收期为 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乔伦伦 电 话：15229530758

地 址：白水县东风路双创中心 15 楼

邮 编：715600

邮 箱：254179470@qq.com

mailto:25417947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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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西固镇风情步行街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白水西固镇风情步行街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白水县西固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50 亩，主要建设

关中民居风格步行街、民俗小吃、民俗文化、特色手

工品、非物质遗产展示等为一体的特色步行风情街

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3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可促进西固

镇发展，提升城镇品味，加大旅游收入。建成后可实

现年旅游 1000 万人次、民建租赁 100 间，年均收入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丁万平 电 话：13196329568

地 址：白水县西固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600

邮 箱：36963067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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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杜康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白水杜康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白水县杜康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225 公顷，总建

设规模 134533 ㎡，主要建设东、西入口游客服务中

心，停车场 2 个，杜康酒生产区、酒文化交流中心、

造酒体验馆、杜康酒品展示中心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26343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

五、市场预期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促进白水县

文化旅游的发展，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增加当地人民

的经济收入。项目建成后年均利润总额为 41377.3 万

元,所得税税率为 25%。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 刚 电 话：13809133663

地 址：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杜康镇

邮 编：715600

邮 箱：494046629@qq.com

mailto:49404662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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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雷牙镇豆腐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雷牙镇豆腐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白水县雷牙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有机种植

区、民居民宿区、豆腐文化展示区、民俗餐饮区、配

套景观区及配套设施。

四、总投资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44478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期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将成为雷牙

镇新的旅游景观建筑群，可提供 2000 个就业岗位，

带动村民脱贫。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 磊 电 话：15229732558

地 址：白水县雷牙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600

邮 箱：318484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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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仓颉故里传统文化旅游项目

一、项目名称：白水县仓颉故里传统文化旅游项目

二、项目单位：白水县北塬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仓颉造字遗迹

保护开发工程；杨武村古文化村落恢复保护工程和民

俗开发工程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6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乡

村文化旅游吸纳劳动就业人数 200 人以上，间接带动

1000 人，预计年均收入 3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6.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小妹 电 话：15191308403

地 址：白水县北塬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600

邮 箱：80119801@qq.com

mailto:801198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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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山地跑马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白水山地跑马场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白水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04.92 亩，主要由综

合服务区、国际赛马竞赛区、马文化展示区及儿童牧场娱

乐区四部分组成，规划综合服务区面积 6023㎡；竞赛区

内马场跑道 9152㎡，黄沙铺地 6688㎡，马术训练场 956

㎡，公建面积 2500㎡；马文化展示区内景石 1492㎡；儿

童牧场娱乐区内景观小品 12095 ㎡；旱喷面积 1670㎡，

人行铺装 9130㎡，植物绿化 89607㎡。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12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收入 2237.5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 5.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乔伦伦 电 话：15229530758

地 址：白水县东风路双创中心 15 楼

邮 编：715600

邮 箱：254179470@qq.com

mailto:25417947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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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同州湖景区旅游开发及景区升级配套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同州湖景区旅游开发及景区升级配

套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同州湖生态新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面积约 7.6 平方公里，一期以

同州湖为核心，主要建设东府水乡·同州里、同州湖迎宾馆

等 10 个项目和十大景观节点，绿地面积 2.68 平方公里。二

期规划建设“一河两岸、七大板块”，主要包括乾坤湾主题

景区、关中乡愁、观音阁、生态园林酒店、同州沙雕园、般

若寺、大荔洛河影视文化基地、陶艺文化产业基地、大荔猿

人博物馆、滨河疗养院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35 亿元。

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扩大影响力，带动周边文化娱乐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实现吃

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为争创国家 5A 级景区奠定基础。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亮 电 话： 0913-3262263

地 址：大荔县同州湖生态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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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丰图义仓 4A级景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丰图义仓4A级景区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依托著名的天下第一仓

“丰图义仓”，结合朝邑古镇建设，建设国家粮食博

物馆，完善提升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在 3A 级景区的

基础上打造 4A 级旅游景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2.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深层次开发

旅游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完成产业发展

规划，基础设施基本完善。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岳志军 电 话：0913-3226578

地 址：大荔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府门前 12 号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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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朝邑湖水泊平罗田园综合体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朝邑湖水泊平罗田园综合体

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朝邑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以“农牧+文旅+居住+湿地”

为主要模式，依托 2 万亩朝邑湖湿地公园及沿黄公路

全线贯通契机，打造沿黄公路独具一格的田园综合

体。主要建设有机种植区、生态牧场区、田园居住区、

文化休闲区、配套设施区等主要区域。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具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预计建成后旅游 10 万人次，年旅游综合

收入 2000 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 亮 电 话：0913-3412348

地 址：大荔县朝邑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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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黄龙湾湿地产业融合二期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黄龙湾湿地产业融合二期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交通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建设万亩芦苇荡、千亩

彩荷池、黄河湿地七彩水稻种植示范区、“守望苍生”

雕塑群等。主要包括占地 500 亩的巨型芦苇“福”字

景观；占地 50 亩集沙滩排球、日光浴、踩泥为主的

沙滩休闲区；建设陕西首家水上高尔夫练习场、亚洲

第一水幕电影、水上别墅以及千米福文化长廊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7.8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将

进一步整合和促进县域内黄河旅游产业，促进三产融

合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侯军锋 电 话：13325332733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西环路南段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文化旅游项目

·157·

大荔朝邑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朝邑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林业局

三、项目内容：黄河湿地公园保护区规划面积 2000

公顷，建成区面积 300 公顷。本项目主要建设黄河湿地芦

苇海、万亩莲塘、候鸟观赏保护区、生态渔业养殖区，包

括黄河古渡景观区、黄河漂流及亲水文化体验区、游客服

务中心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4.5 亿元。

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有效

保护黄河湿地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黄河湿地资源，大

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与休闲观光旅游业，促进经济社会与

环境协调发展。预计年可接待旅游观光 10 万人次，实现

旅游服务收入 2500 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 彤 电 话：0913-3222431

地 址：大荔县南大街 1 号南侧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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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朝邑古镇建设及黄河文化旅游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朝邑古镇建设及黄河文化旅

游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恢复重建朝邑古城一条

街、闫敬铭纪念馆、建设金龙寺、东岳庙、天下第一

仓和长春宫景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2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区是大荔县

规划中的生态休闲度假区，与黄河湿地旅游区、朝邑

文化旅游区、三河湿地保护区和沙苑生态休闲旅游区

一起，构成旅游发展轴带。预计 2025 年，大荔县年

接待游客量将在 100 万人次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岳志军 电 话：0913-3226578

地 址：大荔县东大街中段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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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朝坂风情”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朝坂风情”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朝邑镇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以省级文化旅游古镇—朝邑镇历

史文化遗存为背景，依托“丰图义仓”、“岱祠岑楼”、

“金龙宝塔”等文化古迹，深度挖掘千年朝坂文化底蕴。

按照国家“5A 级”景区建设游客接待中心、“朝坂古道”

仿古一条街、历史文化揽胜区、黄河湿地休闲生态游览区

及产业提升拓展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3 亿元。

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以古镇游览为载

体，以中高端休闲市场为主导，为游客提供多维休闲、体

验、观赏平台，满足消费者古镇观光、生态休闲、民俗风

情体验等多样化需求。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 亮 电 话：0913-3412348

地 址：大荔县朝邑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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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沙苑文化旅游观光度假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沙苑文化旅游观光度假区建设

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皇家沙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依托沙苑独有的旅游资源优势，按

照国家 5A 级景区打造国际化沙漠生态休闲度假和体育

运动健身目的地。项目占地 7000 亩，建设内容由迎宾

大道、陕商故里、塞外长城、马术俱乐部、汽摩俱乐部、

沙湖沙海、大型滑沙场、全国汽车自驾营地、沙苑客栈、

温泉酒店等 10 大板块构成。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6.8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

年接待游客 500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10 亿元，增加

就业岗位 1000 多个，并与大化山景区相得益彰，相辅

相成。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红玲 电 话：13228037020

地 址：大荔县下寨镇清池村沙苑景区大道 1号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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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沙苑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沙苑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沙苑生态休闲旅游景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5.8 平方公里，核心区

面积 2.2 平方公里，主要建设沙苑生态休闲养生区(综合

服务区、自驾游营地及拓展训练基地、马术俱乐部、汽摩

活动区、沙地及水上娱乐区）；陕商故里文化展示区（陕

商会馆、陕商大院、大兴国寺、仿古戏楼、民俗特色商业

街等）；美丽社区建设（清池村风貌改造及新村建设）；

现代产业拓展区（文化创意休闲产业集聚区、养生休闲度

假中心和现代农业示范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5.0 亿

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延伸旅游产业链，

将体育竞技与沙苑旅游结合开发，保持对游客的持续吸引

力。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祖孝 邮 编：715100

电 话：0913-3269991 13892575686

地 址：大荔县城关街道府门前 12 号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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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国家沙漠文旅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国家沙漠文旅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沙苑生态休闲旅游景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3000 亩，主要建设国

际研学中心（国际青年营地论坛永久会址、一带一路国际

营地文化交流中心、漠上餐厅、明德广场、明德文化观、

素养课堂、兴趣部落、千年大荔）和科普区（农耕科教园、

植物大观、鸟语林、昆虫馆）以及民俗街区、沙地保育区、

宣教展示区、沙漠体验区等功能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8.0 亿元。

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可实现营业收入 1.8 亿元，增加游学 300 万人次，增加就

业 2000 人，极大的改善区域环境，提高学生素质和城市

知名度。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祖孝

电 话：0913-3269991 13892575686

地 址：大荔县城关街道府门前 12 号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文化旅游项目

·163·

大荔国际沙苑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国际沙苑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沙苑生态休闲旅游景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24 万亩。主要以沙

漠汽车越野赛车场为主要功能区，周边围绕游客服务、沙

地运动场、沙地马场、拓展训练、科普教育、沙漠娱乐场、

保育区、沙地观光农业园、空中体验基地、帐篷野外露营

地、沙漠烧烤、汽车露营地、汽车电影院等多个次要功能

区进行规划建设。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4.92 亿

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可实现营业收入 2.0 亿元，投资回收期 9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祖孝

电 话：0913-3269991 13892575686

地 址：大荔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府门前 12 号

邮 编： 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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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乾坤湾爱情岛主题景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乾坤湾爱情岛主题景区建设

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同州湖生态新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同州湖景区内，依托洛

河自然形成的乾坤湾地貌，规划以地中海风格为主，

建设薰衣草观赏区、香草风车、布鲁斯广场、观景平

台、草坪婚礼广场、藤蔓跨湖隧道、欧式婚礼亭台、

婚礼主体酒店等，打造集婚庆策划、旅游度假、观光

摄影灯为一体的复合型景点。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2.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综合收入 3800 万元，上缴利税 180 万元，投资

回收期 6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雷 磊 电 话：0913-3262263

地 址：大荔县同州湖生态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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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关中风情文化创意体验区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关中风情文化创意体验区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0公顷，总建

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主要在同州湖北侧建设“关中风

情文化创意体验区”，挖掘具有关中民俗特色的文化创

意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中进行展示、展览、

商业推介。结合洛河北岸生态建设规划，建设集人文、

生态、体验、创意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区，提升同州湖文

化品味，为游人提供高层次休闲娱乐服务。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7.5 亿

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促进第三产业和旅

游业发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岳志军 电 话：0913-3226578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东大街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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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人”遗址公园旅游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人”遗址公园旅游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占地 800 亩，核心区 150 亩，

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集科学研究、科

普教育、旅游功能于一体遗址公园，包括大荔猿人遗

址博物馆。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4.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一方面对古

文化遗产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仿真参

与进行考古体验等，成为一个大型的科普教育基地。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岳志军 电 话： 0913-3226578

地 址：大荔县城关街道东大街

邮 编：715100

邮 箱：dljfjzhg@126.com

mailto: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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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水上乐园运动休闲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水上主题乐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同州湖生态新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300 亩，位于

同州湖北路东段南侧，依托项目区内独特的水资源环

境和天然生态优势，主要建设集气垫船、水上娱乐、

水上极限挑战、人造沙滩、大型水上设备为一体的水

上游乐运动休闲主题公园。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年利税 1800 万元，投资回

收期 3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雷磊 电 话：0913-3262263

地 址：大荔县同州湖生态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5100

邮 箱：dlspgy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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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黄河泥塑文化旅游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黄河泥塑文化旅游开发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建设集黄河泥塑工艺制

作、文化交流、科学研究、生态观光、休闲旅游、陶

艺展览为一体的黄河泥塑文化旅游中心，打造泥塑手

艺体验区与泥塑手艺培训基地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 亿

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可为每位客

户量身打造个性化商品，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将泥塑

发展成为一个有地域特色的民俗产业，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岳志军 电 话：0913-3226578

地 址：大荔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府门前 12 号

邮 编：715100

邮 箱：dlspgyq@163.com

mailto:dlspgy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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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黄河沿岸农业标准化示范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黄河沿岸农业标准化示范园

（万亩莲菜生态观光基地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赵渡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东西长 8km,南北宽 1.5km，

总面积约 1200 公顷（18000 亩）。本项目拟利用优

越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依照农业标准化示范园规

划建设莲菜种植、荷花鱼塘、垂钓中心、农家乐以及

旅游度假山庄为一体的现代观光农业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82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目前万亩莲菜生

态观光基地正在建设，外围开发正在有序进行，项目

建成后有利于开发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市场前景广

阔，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青海 电 话：0913-3453020

地 址：大荔县赵渡镇政府

邮 编：715112

邮 箱：dljfjzh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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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神泉康养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大荔神泉康养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大荔县水务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区总占地面积 6 平方公

里，建设用地约 100 公顷，主要建设矿泉水水源地保

护工程，年产 30 万吨高端矿泉水生产基地建设和矿

泉休闲养生城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主要建设以

矿泉水文化为主题的休闲健康文化区及大型生产基

地，预计年营业收入 3.2 亿元，年利税可达 4800 万

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岳永红 电 话：0913-3256216

地 址：陕西省大荔县南环路西段

邮 编：715100

邮 箱：dlzslx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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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疗养生中心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山医疗养生中心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742 亩（其中

一期占地面积 550 亩），总建筑面积 88300 平方米，

主要建设中央绿岛区、运动养生区、休闲养生区、道

教养生区、医疗养生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

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或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预计接待游客约 60 万人次，综合收入约 2.2 亿元。

项目投资回收期为9.4年，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2.4%。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孟鑫源 电 话：17868882601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华山集灵路中段

邮 编：714200

传 真：0913-4366652

邮 箱：hljtzl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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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十二连城遗址公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十二连城遗址公园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拟开发十二连城景区，

恢复性开发三座烽火台供游客参观，修建景区内供排

水设施、车行道与观光步行道，修建生态停车场、展

示服务区、旅游服务设施及进行绿化隔离区建设等。

其余烽火台进行抢救性保护。

四、总投资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预计营业额 6000 万，利润 2700 万元，投资回报期

4.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学祎 传 真：0913-3822449

电 话：0913-3822449 18009136055

地 址：潼关县政府四楼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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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古城潼河商业街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古城潼河商业街开发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位于闻名遐迩的潼关古

城南大街西侧及潼河西岸，依据古城保护规划确定的

“核心复兴”原则，按照老城街道、河道空间格局，

修建具有传统特色的商业街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或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结

合古城东山景区及潼河水体景观，必将成为人文生态

和现代特色兼顾的服务区及周边旅游人群的综合性

商业街区。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学祎 传 真：0913-3822449

电 话：0913-3822449 18009136055

地 址：潼关县政府四楼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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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佛崖寺景区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佛崖寺景区开发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主要对山门、进山道路、

寺院、巨石石刻等进行回复、修复或重建，深度开发

建设如黑龙潭、黄龙潭、千手千眼观音像等旅游景点。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或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地理位置优

越，环境优雅，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建成后与西岳

华山等景点连成一线，成为秦东一日游的热门景点，

预计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学祎 传 真：0913-3822449

电 话：0913-3822449 18009136055

地 址：潼关县政府四楼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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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县黄河文化主题公园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县黄河文化主题公园开发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709 亩，主要

以黄河为依托，深度开发黄河文化，打造休闲旅游、

黄河垂钓、自驾车宿营地、野餐聚会、滑翔机观光为

一体的黄河文化主题公园。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东

可辐射三门峡、洛阳，西可辐射西安、咸阳，还可沿

黄河而上辐射合阳、韩城、宜川等，把豫、晋、陕三

省旅游业有机联系在一起。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学祎 传 真：0913-3822449

电 话：0913-3822449 18009136055

地 址：潼关县政府四楼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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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古战场影视基地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古战场影视基地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古潼关城北邻黄河，南依秦

岭，中有禁沟阻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代发生

过左右国家命运的战争上百次，古战场遗址众多，项

目拟在禁沟建设古战场影视基地。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4

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或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预计 3 年整

体建设完成并实现创收，运营后后 5 年收回成本。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学祎 传 真：0913-3822449

电 话：0913-3822449 18009136055

地 址：潼关县政府四楼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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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汉城遗址保护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汉城遗址保护开发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50 公顷，总

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新建道路 8000 米。主要以

展示汉代城池格局为特色，以历史文化、关隘文化展

示为切入点，打造具有汉代风格的潼关城。包括对现

存汉城城墙进行保护修复，并按照汉代城池格局进行

建设，引入商业开发，体验秦汉文化，恢复汉代官道

及关卡。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 亿

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将

进一步完善潼关古城风貌，丰富古城景区景点内容。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学祎 传 真：0913-3822449

电 话：0913-3822449 18009136055

地 址：潼关县政府四楼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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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潼关》大型演艺项目

一、项目名称：《又见潼关》大型演艺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00 亩，主要

以三黄三古文化为主题，建设露天演艺广场，利用声、

光、电控制技术，再现潼关自古多战争的厚重人文历

史，展现恢弘大气战争场景，诉说潼关古今名人轶事，

宣传潼关风土人情，提高潼关的知名度。

四、投资总额和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以秦岭、潼

关古城、岳渎公园、黄渭交汇为背景，利用声、光、

电控制技术，打造大型实景文艺演出，必将吸引大批

游客前来观赏。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学祎 传 真：0913-3822449

电 话：0913-3822449 18009136055

地 址：潼关县政府四楼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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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抗日战争战壕保护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抗日战争战壕保护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建设内容：按照《潼关抗日战壕遗址规

划》，项目分为实地模拟体验区、抗战生活再现区、

军事活动拓展区。新建占地指挥所、抗战群雕碑墙、

4D 体验馆、蒋纬国驻地旧址等 12 个分项目，打造中

国首个实景战役体验村寨。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或合资开发。

五、市场预测与投资回报分析：项目按照目前运

营的栈道客游量 20 万人次进行估算，预计 3-5 年回

收投资。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学祎 传 真：0913-3822449

电 话：0913-3822449 18009136055

地 址：潼关县政府四楼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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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物流港自驾汽车营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物流港自驾汽车营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潼关物流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三、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600 亩，

建设国际标准化汽车营地、帐篷区、综合商务服务区、

休闲运动娱乐区。项目区内有露营区、帐篷露营地、

自驾车营地、房车营地等多种类型，并配有加油站点、

取水处和医疗室等配套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2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建设。

五、市场预测与投资回报分析：全国自驾旅游发

展迅猛，数千家自驾车俱乐部、多家户外运动俱乐部

在国内出现。休闲旅游的不断发展，将会对露营服务

场所产生强烈的需求，因此本项目具有广泛的社会效

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华

电 话：0913-3971333 13892358887

邮 编：714300

邮 箱：tgwwly@163.com

mailto:tgww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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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黄金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潼关黄金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潼关矿山公园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面积 85 亩，主要依据欧

洲产业小镇的先进理念，以总部工坊、智能产业大厦、

产业服务中心、设计研发中心、商务公馆等为核心，集

研发加工、展销贸易、创意作坊与商业体验、工业旅游、

文化体验于一体，并融合金融服务的创新模式，构筑全

国首个黄金珠宝产业全生态链特色产业小镇。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构筑全国首个

黄金珠宝产业全生态链特色产业小镇，将产业和生态结

合起来，最大程度发挥矿产和旅游资源优势，前进广阔。

预计回收期 5-8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霍渭明 电 话：13909138365

地 址：潼关县安乐镇镇区

邮 编：714300

邮 箱：tgksgygwh@163.com

mailto:tgksgygw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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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水镇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山水镇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水投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以“生态旅游、改善民生”

为方向，依托华山丰富的旅游资源，打造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生态旅游发展示范区。项目以华阴南山支流蓄

滞洪区为依托，以城乡统筹为核心，以生态旅游为主

导，建设集生态农业、水上观光旅游、新农村建设（五

星级农家乐）、生态湿地为一体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估算总投资

4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4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箱：hysjjfzj@163.com

邮 编：7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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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故里文旅综合体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老腔故里文旅综合体建设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大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536 亩，总建筑面

积 20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老腔文化展示区 15000 平

方米，精品酒店集群区 130000 平方米和休闲文化体

验区 55000 平方米。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估算总投资

6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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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三仙湖水利景区开发

一、项目名称：华阴三仙湖水利景区开发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水务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6525 亩(其中：水

系面积 3300 亩，景观绿化 3225 亩)，主要打造一个

集休闲、住宿、餐饮、商务、接待、温泉疗养为一体

的旅游度假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6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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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太华湖景区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太华湖景区开发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水务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在现有长涧河分洪区东部继

续开挖 1600 亩，形成 2200 亩水面；同时对分洪区高

水平规划建设，综合开发周边土地资源，打造关中东

部最大的水上乐园。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8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3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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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玉泉院道教文化中心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玉泉院道教文化中心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经合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修缮陈抟老祖修炼仙洞，

新雕刻老子石像和建设道教文化长廊，配套建设辅助

设施（景区道路、停车场、餐饮服务区）等，全方位

打造集观光、养生、休闲、度假、会议、娱乐、购物

等于一体的现代旅游度假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2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2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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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温泉小镇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温泉小镇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经合局

三、项目内容：华阴地热资源总量 1.65 亿立方

米，地热流体可开采量 2.42 亿立方米，可布温泉井

22 眼，水温 105℃，单井出水量每小时 248 立方米,

可自喷 60 米，同时境内华山御温泉是全国五大温泉

品牌之一。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48.6 万平方米（726

亩），总建筑面积 32.8 万平方米，开发建设以温泉、

住宿、运动、餐饮、观光、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平台。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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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市司家古寨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司家古寨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文旅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00 亩，通过还原

古建民居再现清明节秋千古会盛景。主要建设秋千风

情园、戏曲、杂耍民俗娱乐区、特色餐饮区、特色民

宿区、农产品特色物流区等功能区，打造以秋千民俗、

美丽乡村为核心的乡村旅游景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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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市中国武侠欢乐主题公园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中国武侠欢乐主题公园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文旅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700 亩，主要以金

庸十四部武侠小说为蓝本，建设“华山论剑”武侠影

视基地、传奇岛（侠客岛、桃花岛、神龙岛等）、金

庸文化艺术馆、武侠剧场、武侠主题活动（华山论剑、

比武招亲、擂台比武、争夺武林盟主等），形成人文

景观、自然风光、绿色生态休闲为一体的旅游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2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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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景区后山环线

一、项目名称：华山景区后山环线

二、承办单位：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主要围绕华山及相关峪道，规划

建设全长57公里的后山环线。其中后山环路26公里，

杜峪道路 15.9 公里，东线索道下线 5 公里，后山南

路 5.1 公里，赛华山路 5.1 公里。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3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1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3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文化旅游项目

·191·

华阴市华西生态农业观光区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华西生态农业观光区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华西镇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华阴市华西镇，规划占

地 5000 余亩，建设内容包括规模化种植、高效设施

农业、现代农业旅游观光、拓展训练、养老养生为主

体的农业观光综合休闲体验区。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1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文化旅游项目

· 192·

华阴市西岳庙古柏行恢复重建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西岳庙古柏行恢复重建项

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文旅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西岳庙与华山景区之间，

主要以恢复原有古柏行景观为基础，开发建设关帝

庙、东岳庙、太华山门、民俗文化中心、古柏行--

朝圣之旅段，打造一条华山至西岳庙景区的旅游休闲

观光通道。同时实施点亮工程，打造城市夜景。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1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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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大型实景演绎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大型实景演绎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大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处于长涧河综合开发区域，

位于一河两岸项目核心区域，与西岳华山紧临。项目

规划占地 300 亩，主要建设一条步行带、两个中心区

（实景演绎广场 170 亩，假日广场 80 亩）、综合服

务区、游客接待中心、休闲会所、生态停车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2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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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大秦岭观光栈道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大秦岭观光栈道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经合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通过三个游客中心分别

进入观光栈道，观光栈道沿秦岭山脊修建，栈道宽

1.6 米，规划长度 10km。在观光栈道上分别建设老爷

岭站、源头站、刘家沟站、赛华山站四个站点，给游

客提供休息、住宿、餐饮等综合服务。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1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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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市杨氏故里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杨氏故里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华山镇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000 亩，借助杨

氏文化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和西岳华山的名山效应，

在长涧河西岸建设先贤故里-杨氏文化大观园项目。

项目主要由魏长城遗址公园、杨氏文化展示区、杨氏

名人蜡像馆、杨氏宗祠、廉政教育基地和沿线按照全

域旅游打造的 7 个民宿新村等功能区组成。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mailto: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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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经合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华山游客中心以东，杜

峪河南段，310 国道以南，原电机厂和黄河厂厂区。

规划占地面积2000亩，按照国家5A级景区标准规划，

建设内容包括工业博物馆、动漫创意区、休闲娱乐区、

杜峪河景区段的综合治理。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的建成将有

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旅游产业核心竞争能力，

带动地方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预计年利润可达

20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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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华阳川景区综合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华阳川景区综合开发项目

二、承办单位：华阴市经合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区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山清

水秀，空气清新，森林覆盖率达 87.5%。主要建设金

岩沟自然风景区、赛华山森林公园、华阳古镇、刘家

沟高山滑雪场等功能区域。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6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利润可达 17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高菲 电 话：0913-4612473

地 址：陕西省华阴市人民政府院内

邮 编：714200

邮 箱：hysjjfz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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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渭北大型游乐城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北大型游乐城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蒲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3000 亩，主要建

设探险体验区 900 亩，水上乐园区 600 亩，游乐设施

区 1200 亩，公用工程及服务设施区 300 亩。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概算总投资

3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值 100000 万元，利税为 7370 万元，年利润总

额 33630 万元，同时带动周边区域运输、餐饮等经济

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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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五陵综合开发项目

一、项目名称：蒲城县五陵综合开发项目

二、项目单位：蒲城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开发建设五陵风景区核

心景区，大唐影视城及综合旅游服务接待中心，西山

村农耕文化旅游村，高力士墓景区及唐景陵摄影基地

及绿色生态建设，唐帝陵缩景园。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值 150000 万元，利税为 7370 万元，年利润总

额 41360 万元，同时带动周边区域运输、餐饮等经济

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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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山西堡民俗文化街修复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蒲城县山西堡民俗文化街修复建设

二、项目单位：蒲城县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包括古城堡修复，高力

士墓区绿化，王家祠堂的扩建，三观庙、明清民居、

古城河、古城门楼及碉堡等修复，重建乡规民约碑，

打造民俗一条街。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21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可实现就业

岗位约 2200 余个，同时增加村民收入。预测投资回

收期 6.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利 电 话：0913-7261864

地 址：蒲城县城关街道办正街 1 号（蒲城县人

民政府）

邮 编：715500

传 真：0913-7261682

邮 箱：20577631@qq.com

mailto:20577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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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太平堡影视文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太平堡影视文化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安里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影视文化基地、影

视街区、商业中心，配套给排水、供配电、道路、通

讯等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

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营业收入 4.2 亿元，净利润 1.4 亿元。投资回收

期 7.1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路伟 电 话：13909136967

地 址：澄城县安里镇人民政府

传 真：0913-6736136

邮 编：715299

邮 箱：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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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庄头镇黄土峰林休闲景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澄城庄头镇黄土峰林休闲景区建

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澄城县庄头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建设内容：根据澄城县庄头黄土峰林景

区规划，项目总建筑面积 12000 平方米，改造道路

22580 米，铺设给排水管网 23200 米，新建停车场

20000 平方米。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23864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估

算营业收入 11600 万元，利润 2800 万元，回报周期

为 8.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立 电 话：15229964125

地 址：澄城县庄头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299

传 真：0913-6736136

邮 箱：ccxjfjglg@163.com

mailto:ccxjfjg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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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阳湖乐活谷主题乐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卤阳湖乐活谷主题乐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卤阳湖开发区经合局

三、项目条件：项目规划占地 2000 亩，建造具

有奇趣色彩的轻体量特色建筑，满足周边居民游玩需

求，在打造景观的同时，形成“1拖 N”效益，增加

消费粘性及游客滞留时间。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4

亿。合作方式为企业自筹或合股经营等方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儿童游乐市场具

备一次性投资、投资回报率高、风险低、管理成本低、

经营无季节性、可永续性经营的特点。预计营业收入

毛利润达 30%-40%。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军杰 电 话：18829831678

地 址：卤阳湖管委会创业大楼 407

邮 件：286142773@qq.com

mailto:2861427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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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阳湖青少年飞行俱乐部项目

一、项目名称：卤阳湖青少年飞行俱乐部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卤阳湖开发区经合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500 亩，建设集声

光电、多媒体特效于一体的飞行体验中心。其中航空

爱好者梦幻家园由航空创意工厂、飞行广场、航空主

题商业中心构成。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亿元。合作方式为校企合作、政企合作、合资或承包

开发等。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收入主要通

过门票、会员费、广告、赞助费、商品销售及特许经

营、会议承接、活动场地费用、VIP 聚会、资讯服务

等方面构成。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军杰 电 话：18829831678

地 址：卤阳湖管委会创业大楼 407

邮 件：2861427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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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阳湖湿地精品民宿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卤阳湖湿地精品民宿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卤阳湖开发区经合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500 亩。主要以滨

湖生态资源为依托，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发掘独特

的地域文化，打造以休闲度假为核心，以休闲文化为

内涵，集体育运动、滨水娱乐、旅游观光为一体的高

端人居典范。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

亿元。合作方式采用政企合作、合资、租赁等。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可统筹推进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改

革等，增加当地农民经济收益，同时加快卤阳湖水系

生态修复工程。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军杰 电 话：18829831678

地 址：卤阳湖管委会创业大楼 407

邮 件：286142773@qq.com

mailto:2861427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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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阳湖水岸酒吧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卤阳湖水岸酒吧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卤阳湖开发区经合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420 亩，主要形成

集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具有生态景观特征的滨

水文化生活圈，整体提升人文、生态及景观价值，打

造独具特色的城市休闲商业带和宜居宜业的创新活

力区，提升区域的居住价值。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2

亿元。合作方式采用集中经营、企业自筹、合作、引

进等。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回报方式为

经营收益变现，进行资本运作。项目建成后，可增加

周边群众脱贫致富，带动当地农民返乡置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军杰 电 话：18829831678

地 址：卤阳湖管委会创业大楼 407

邮 件：286142773@qq.com

mailto:2861427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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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经开区白居易文化旅游特色小镇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经开区白居易文化旅游特色

小镇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经开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以白居易特色小镇为核

心打造全域旅游，同时沿渭河北岸打造宜人生态景观

带，修缮白世祖茔、白居易文化博物馆、居易酒坊及

周边商业开发，与华山的“山”形成资源互补，加大

游客互引，形成旅游环线。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0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或 EPC 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可实现营业收入 2 亿元，利润 1.2 亿元，投资回收期

7.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晓艳 电 话 18609132358

地 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大道 3 号

邮 编：714019

邮 件：7276383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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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经开区饮食文化特色小镇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经开区饮食文化特色小镇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经开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800 亩，主要建

设商业饮食文化街区、辛市民俗文化区、养生食疗休

闲度假区、原生态种养园、养生健康食品加工区及景

观园林及水系等，并配套环境卫生治理、道路绿化亮

化、给排水、供热、游客服务中心及停车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总投资估算 10

亿元。合作方式为为招商引资或 EPC 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可实现营业收入 3.8 亿元，利润 2.65 亿元，投资回

收期 5.6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晓艳 电 话：18609132358

地 址：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大道 3 号

邮 编：714019

邮 件：7276383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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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非遗传习馆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非遗传习馆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市华州区文体广电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60 亩，总建筑面

积 55000㎡，主要建设皮影文化展示、皮影历史展示、

皮影制作工艺展示、皮影节目演艺、非遗传承学院等，

配套园林及室外景观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采用 PPP 模式 TOT+BOT（改建-建设-

运营-移交）。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达效后，

预计可实现年销售额 2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吝百荣 电 话：13572732182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 430

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53890865@qq.com

mailto:453890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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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矿山公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矿山公园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市华州区金堆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7300 亩，采用生

态治理的方式，将原矿坑打造成矿山公园，发展工业

生态旅游和避暑养生健身体验游，拓展文化创意、旅

游业、农业、高端智能养老等产业集群。同时深化钼

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发展钼化工产品和 3D

打印材料等钼金属产品，完善产业配套体系。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 10 年左右可收回建设成本。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凯 电 话：13909138813

地 址：渭南市华州区子仪大街区政务中心110室

邮 编：714100

邮 箱：469495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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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桥南镇航天特色小镇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桥南镇航天特色小镇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发展和改革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桥南镇天留山，主要建

设中心商业游憩区、休闲娱乐区、大型养老社区、航

天博物馆、天留山旅游景区。配套建设环保、道路、

电力、环卫设施、照明系统、通信及网络信息系统、

景观亮化工程、广播系统、安全监控系统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21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接待游客 500 余万人次，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7%，

投资回收期 1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萍

电 话：15091160500 0913-3039749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行政中心 4 号楼

邮 编：714000

邮 件：lwqtzg@163.com

mailto:lwqtz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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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葡萄产业园城堡酒庄项目

一、项目名称：葡萄产业园城堡酒庄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渭南葡萄产业园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渭南葡萄产业园内，规

划占地面积 14850 平米，主要建设集葡萄酒生产、酒

文化展示、红酒品鉴、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酒堡，年产

量 1000 吨，总贮酒能力 1500 吨。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6000

万元 。合作方式为合作、合资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预计年接待

游客 50 万人次，年营业总额 10000 万元，年利润实

现 6000 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立锋 电 话：18049137888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渭南葡萄产业园

邮 编：714000

邮 件：wbptcy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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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孝义镇旅游古镇修复保护项目

一、项目名称：孝义镇旅游古镇修复保护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孝义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孝义镇，拟建设具有明

清风格、旅游观光及现代农业为主的旅游古镇，主要

包括仿古一条街，古涝池维修保护、青石街恢复、古

树保护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集中种植、养殖为一体

的循环生态观光农业及基础配套设施。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23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或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形

成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特色商业为一体的产业融

合示范区，预计年接待 300 万人次，项目收益率 8%，

投资回收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 欢

电 话：0913-2656301 18292305425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孝义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4000

邮 箱：4946457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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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秦东乡韵民俗文化生态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秦东乡韵民俗文化生态园建

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文物旅游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园东

路，主要建设包括：民俗博物馆、美术馆、民俗文化遗

产石刻石雕展览、艺苑坊、康养公寓、民宿客房、住宅、

生态餐厅、度假公寓、生态酒店、生态农业种植体验、

运动休闲、农产品工坊、家庭农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6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形成

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特色商业为一体的产业融合示

范区，预计年接待 300 万人次，项目收益率 8%，投资

回收期 1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晓亮 电 话：13909131226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 83 号院 4号楼 3楼

邮 编：714000

邮 箱：lwqwwly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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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创新中学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市创新中学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创新创业基地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

规划建设用地 136.9 亩，总建筑面积 74885.31 ㎡。

主要建设一所集初中与高中于一体的全日制中学，设

计教学班 48 个。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3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解决区域内 2200 名学生上学问题。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小建 电 话：18009130451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渭蓝路 1 号

邮 编：714000

邮 箱：lwqscj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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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樊梨村康疗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樊梨村康疗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城投公司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临渭区阳郭镇樊梨村，

距渭南市区 20 公里，区内风景宜人，鸟鸣幽谷，奇

峰异石，层峦叠嶂，空气纯净，其中负氧离子含量很

高，是天然大氧吧和休闲养生好地方。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5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接待游客 300 万人次，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

收期 1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晓渭 电 话：13636770728

地 址：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83号院9号楼4楼

邮 编：714000

邮 箱：674696587@qq.com

mailto:67469658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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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区官底镇寇准祠宋文化综合旅游项目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官底镇寇准祠宋文化综合

旅游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临渭区官底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临渭区官底镇，规划总

占地面积 500 亩，总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集廉政教育、观光住宿、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综合服

务平台。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 PPP 模式。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接待 300 万人次，项目收益率 8%，投资回收期

12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 华

电 话：0913-2736638 13571320069

地 址：临渭区官底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4000

邮 箱：lwqgd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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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武量塬文化养生旅游基地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武量塬文化养生旅游基地

项目

二、项目单位：陕西威楠高科（集团）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

主要承担渭南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其他投资项

目等。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3229 亩，总建筑面积

418194 平方米。主要内容包括门户区、东府文化体验区、

温泉小镇、温泉度假村区、道教区、南塬花海等六大部分。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429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实

现年收入 3.6 亿元，利润 2 亿元，上缴税收 5406 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珂 电 话: 0913-2111380

地 址: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邮 编: 714000

传 真: 0913-211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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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医养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医养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渭南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000 亩，主

要建设集医疗中心、温泉休闲度假、山地运动健身、

绿色生态观光、文化创意体验为一体的医养小镇。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3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实现年收入 3.2 亿元，年利润 2 亿元，年均上缴税

收 5000 万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 珂 电 话: 0913-2111380

地 址:渭南市崇业路 16 号创业大厦

传 真: 0913-2112658

邮 编: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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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诗经书院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诗经书院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文体广电局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100 余亩。主要建

设 6 个功能区，分别为中厅“诗经讲堂”、“文星阁”、

诗经藏书阁、诗经碑林雕塑区、诗书茶艺休闲区、诗

经纪念品商业区等。整个建筑突出合阳民族建筑风

格、雕栏画栋、悬檐翘角、诗经浮雕、栩栩如生。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1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合作、合资或股份等。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实现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

投资回收期 5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党 敏 电 话：13891443049

地 址：合阳县文体广电局

邮 编：715399

传 真：0913-5520033

邮 箱：9471813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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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武帝山风景旅游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武帝山风景旅游区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合阳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三、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一期进行城后游客服务中心、

大佛寺修建和磨镰峰、睡看黄河观景平台的建设和景区内道

路提升改造，实施景区环卫工程、休息平台和标识系统；二

期实施景区武帝祠、梁山寺等遗址修复修建工程，实施山地

绳索乐园、大地景观植物园、地质科考教学展示等工程，建

设武帝山酒店、度假山庄、参禅茶舍、养生会所等餐宿休闲

设施；三期是建设动物展览馆、养生素斋馆、中药植物园和

松林氧吧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 亿元，全

部招商引资。合作方式为联合经营或股份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一期建成运营后年

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年经营收入 3000 万元；项目二期建成

运营后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年经营收入 5000 万元；项目

全部建成运营后年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年经营收入 9000 万

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仵艳侠 电 话：0913-5518481

地 址：陕西省合阳县凤凰西路行政审批中心 3 楼

邮 编：715399

信 箱：2751136101@qq.com

mailto:2751136101@qq.com


文化旅游项目

· 222·

合阳县中国黄河文化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中国黄河文化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合阳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以湿地为主题，融研究、展

示、教育、宣传、娱乐为一体的大众化国家级专业博

物馆，以序厅、黄河最美在洽川、黄河英雄、黄河水

生态文明、电教厅为主要展示内容，建筑以跳跃的鲤

鱼为外形，寓意“鲤鱼跃龙门”。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合作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接待游客 40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可达 8500 万

元，投资回收期 7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仵艳侠 电 话：13636787881

地 址：陕西省合阳县凤凰西路行政审批中心3楼

邮 编：715399

邮 箱：2751136101@qq.com

mailto:27511361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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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灵泉古村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灵泉古村特色小镇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以度假和疗养为主要功能，

建设 6000 平方米的两福苑农舍，全长 3200 米的民俗

文化展示一条街，铺设 13 条青石路面巷道。以“福

禄双全”为主题的广场，设计生态停车位 300 个，同

时修缮灵泉古城墙和寨子以及民俗文化建筑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亿元。合作方式为招商引资、合作开发或独资。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与福山景区互为补充，预计年可接待游客 50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 7500 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仵艳侠 电 话：0913-5518481

地 址：陕西省合阳县凤凰西路行政审批中心3楼

邮 编：715399

信 箱：27511361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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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玄武庙青石殿景区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玄武庙青石殿景区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位于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玄武

庙青石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石雕园、天长地久养生

养老度假区、老年运动娱乐中心、养生保健中心、养

生讲堂等业态；修建道德经文化墙；配套建设停车场、

旅游厕所及商业服务等。

四、投资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5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可实现综合收入 15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7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艳阁 电 话：0913-5510979

地 址：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政府东侧 2 楼

邮 编：715399

传 真:0913-5511329

邮 箱：heyangzhaoshang@163.com

mailto:heyangzhaosh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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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魏长城大地景观园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魏长城大地景观园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与武帝山景区互为补充，主要建

设武帝山林荫风情小镇。包括魏长城修复加固人行道、护

栏、台阶及景观石、景观台；建设中草药种植园和梦幻田

园农庄、林间迷宫亲子娱乐区、户外风行俱乐部、花果农

夫乐园、药香苑、汽车休闲露营、商业街、千年木瓜树祭

拜广场等，配套服务基础设施等。

四、投资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 万元。

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接待游客 10-15 万人次，综合收入 1000 万元，投资回收

期 10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艳阁 传 真:0913-5511329

电 话：0913-5510979

地 址：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政府东侧二楼

邮 编：715399

邮 箱：heyangzhaosh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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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伊尹故里开发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伊尹故里开发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依托中华烹饪始祖伊尹，建

设饮食文化、农耕文化风情体验特色小镇。主要包括

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体验园、特色美食一条街；

依托寿圣寺塔挖掘整修荆轲墓，同时配套建设游客中

心、停车场、道路等基础设施。

四、投资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采用独资或合作开发建设等。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接待游客 100 万人次，综合收入 10000 万元，投

资回收期 9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艳阁 传 真:0913-5511329

电 话：0913-5510979

地 址：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政府东侧二楼

邮 编：715399

邮 箱：heyangzhaoshang@163.com



文化旅游项目

·227·

合阳县岔峪黄河风情特色小镇项目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岔峪黄河风情特色小镇项目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依托陕西沿黄旅游公路，

打造特色风情小镇。建设内容包括具有浓郁地域文化

特色的主题民宿、开辟农业种植区、设置黄河观景台、

建设河灯艺术展馆和放河灯驳岸，完善道路、绿化、

景观等基础设施。

四、投资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0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左右，综合收入10000万元，

投资回收期 9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艳阁 传 真:0913-5511329

电 话：0913-5510979

地 址：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政府东侧二楼

邮 编：715399

邮 箱：heyangzhaoshang@163.com



文化旅游项目

· 228·

合阳县“天作之合”大型实景演艺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天作之合”大型实景演艺

二、项目单位：合阳县文广局

三、项目内容：随着“莘国古城”的投用，项目

规划占地 15亩，新建整体建筑 1 栋，内设 1200 座放

映厅，配套建设化妆师、办公室、会议室、仓库、停

车场等附属设施。

四、投资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20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或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综合收入 3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7 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艳阁 传 真:0913-5511329

电 话：0913-5510979

地 址：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政府东侧二楼

邮 编：715399

邮 箱：heyangzhaosh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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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曹村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曹村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曹村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214 亩，主要建设

柿子文化园、集报馆、柿子风情园、乔山书院国学文

化馆、改造丰龄街，新建中华柿子主题公园、柿子风

情商业街、贾坡柿子沟窑洞民俗体验区、关中刀客主

题馆、白龙沟百花谷等，构建立体化特色产业网络体

系，打造鲜明柿子文化与产业体系的特色小镇。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8.29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接待游客 500 万人次，年平均销售收入 9000 万

元，税收约 2000 万元，可带动就业 5000 个，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产业拉动作用。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龙 电 话：13572368479

地 址：富平县曹村镇政府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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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荆山塬文旅小镇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荆山塬文旅小镇建设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阎产业合作园区管委会

三、项目内容：项目规划占地 7050 亩，主要对

荆山塬进行整体改造，挖掘唐献陵、汉太上皇陵、黄

帝铸鼎等历史文化资源，结合高铁富阎站，高品质建

设荆山塬文旅小镇。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150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合作开发经营。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600 万人次，年收入达 3 亿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丽 电 话：18992970016

地 址：富阎产业合作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sxfp@163.com

mailto: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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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荆山生态治理项目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荆山生态治理项目

二、项目承办单位：富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内容：项目主要建设大禹铸鼎人文生态

园、荆山塬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田园景观观赏区、农

牧体验小区、农业科普养生观光园以及花卉苗木展示

区等。

四、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项目估算总投资 9.8

亿元人民币。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或合作开发建设。

五、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可实现相关产业收入 50000 万元，解决劳动就业

1000 人以上。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超锋 电 话：18009133226

地 址：富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

邮 编：711700

传 真：0913-8203159

邮 箱 sxf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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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招商机构
招商机构：渭南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渭南市市民综合服务中心东配楼 5楼
电话：0913-2933555 传真：0913-2933557
邮编：714000 网址：www.wnzs.gov.cn

招商机构：渭南市临渭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渭南市临渭区政府大院
电话：0913-3039255
邮编：714000 邮箱：lwqjhj@126.com

招商机构：华州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华州区政府院内
电话：0913-4725503 传真：0913-4715500
邮编：714100

招商机构：华阴市招商局
地址：华阴市人民政府大院 2号楼 1楼
电话：0913-4626785 传真：0913-4623232
邮编：714200 邮箱：hyzhaoshang.com@163.com

招商机构：潼关县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潼关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5楼
电话：0913-3822143 传真：0913-3822143
邮编：714300 邮箱：TGXZSJ@163.com

招商机构：大荔县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大荔县政府前楼 1楼
电话：0913-3256130 传真：0913-3256130
邮编：715100 邮箱 dalizhaoshangju@sina.com

招商机构：澄城县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澄城县古徵北段养老经办中心五楼
电话：0913-6712018 传真：0913-6712018
邮编：715200 邮箱：ccwmj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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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机构：合阳县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 5楼
电话：0913-5521444 传真：0913-5511329
邮编：715300 邮箱：hydc5521444@126.com

招商机构：蒲城县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蒲城县人民政府 2号楼 2楼
电话：0913-7261575 传真：0913-7261575
邮编：715500 网址：pczsj.gov.cn

招商机构：富平县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富平县人民政府办公楼楼
电话：0913-8203159 传真：0913-8203159
邮编：711700 邮箱：sxfp@163.com

招商机构：白水县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地址：白水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4楼
电话：0913-6155810 传真：0913-6155819
邮编：715600 邮箱：baishuizhaoshangju@sina.com

招商机构：高新区招商服务局
地址：高新区崇业路北段高新区创业大厦
电话：0913-2110007 传真：0913-2110007
邮编：714000 网址：www.whnz.gov.cn

招商机构：渭南经开区招商局
地址：渭南市经开区工业大道 3号
电话：0913-8157777 传真：0913-2580951
邮编：714000 网址：www.wnwbcy.com

邮箱:lwqzsj@126.com

招商机构：卤阳湖开发区招商局
地址：卤阳湖开发区创业大楼 407 室
电话：0913-3338177

http://www.wnwb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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