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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环保新材料及绿色药剂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蒲城县环保新材料及绿色药剂项目

二、拟建地点：蒲城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规划总用地 ５０亩，建设

生产线及仓储，办公等配套工程。总投资１．７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新型高效水处理

药剂是水处理环保产业技术领域发展的支柱产业，也

是水工业与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与设备创新发展的基

础产业。同时将满足国际国内用户对绿色环保材料和

药剂产品的需求。项目的投产将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

发展，能够增加地方就业渠道、就业岗位，为社会稳定

做出贡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蒲城高新区管委会

联 系 人：鱼江涛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７１６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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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高性能塑料新材料产业中心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蒲城县高性能塑料新材料产业中心

项目

二、拟建地点：蒲城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新建单体合成装置、聚

合装置、包装车间及配套办公设施。总投资７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该项目的建设增

加了公司产品附加值，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

活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可以提高

公司内部综合经济效益，符合当地产业政策，有利于企

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蒲城高新区管委会

联 系 人：鱼江涛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７１６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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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市动力电池多元正极材料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韩城市动力电池多元正极材料项目

二、拟建地点：韩城市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计划引进国内外相

关企业的技术、设备、生产及管理系统，采用先进的自

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打造动力电池行业集研制、

开发、生产和销售前驱体和多元正极材料系列产品为

一体的智能化工厂。总投资１０亿元。

四、投入产出分析：建成后预计年利润８千万元，

投资回收期５－８年。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或合资

六、联系单位：韩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联 系 人：孙　洁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８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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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县智能医疗装备产业园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智能医疗装备产业园建设项

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段家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５．６亿元，

项目主要建设集医疗器械制造加工、产品研发、物流仓

储、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园，规划占地４２０亩，

拟建设标准化医疗器械生产车间３１万 ｍ２，仓储库１５

万ｍ２，研发中心６０００ｍ２，配套建设综合办公区、医疗垃

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益，活跃地区经济，带给地区一

定的繁荣机会，促进当地阶级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段家镇

联 系 人：刘建军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６９３３２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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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县智慧农业试点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白水县智慧农业试点项目

二、拟建地点：白水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３亿元，

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闭环商业模式，从种植养殖、加工

生产、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环节打造自循环的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和高端农产品，强化农业行业精准服务。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正

常年可使农业全产业链增值６０００万元，投资回收期约

５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白水县将实现农产品从基

地到餐桌的闭环生产销售模式，确保农产品安全生产

和追根溯源，助推农业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从而大幅提

高白水县农作物的产出效率，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带动

当地农村经济增长，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白水县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懂双平

联系电话：１３７５９６４３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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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气体生产基地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气体生产基地

二、拟建地点：渭南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拟用地１００亩地，新建

厂房、办公用房及氮气、氢气、氧气等化学气体生产线，

估算投资１５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气体制造企业占

地面积小，亩均产出高，与高新区用地空间紧缺的现实

情况相适应。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经营收入７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１００余个。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渭南高新区对外经济合作局

联 系 人：姚　甜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２１１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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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橡胶子午轮胎生产基地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橡胶子午轮胎生产基地

二、拟建地点：渭南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约２０００亩，新建设

智能化工厂，年产１０００万条橡胶子午轮胎生产线及相

关配套设施，估算投资５０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

为高新区“十四五”主导产业之一，为提升本地配套率，

拟引进内饰、轮胎、空调等配套企业。项目建成后，可

年产１０００万条橡胶子午轮胎，解决就业２０００余人。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渭南高新区对外经济合作局

联 系 人：姚　甜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２１１０００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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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融渭ＰＣ新兴材料生产线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融渭 ＰＣ新兴材料生产

线

二、拟建地点：渭南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９２亩，新建年产３０

万方装配式建筑、１００万吨机制砂石、１００万方预拌混

凝土、４０万吨干混砂浆生产线，估算投资５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城市建设进程加

快，建筑垃圾数量急速增加，加之垃圾分类处置政策要

求，急需提升建筑垃圾利用率，减少对空间的占用。项

目建成后，每年可消化建筑垃圾１５０万吨，实现产值８

亿元。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渭南高新区对外经济合作局

联 系 人：赵敏轩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２１１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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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 ＯＬＥＤ生产线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蒲城县ＯＬＥＤ生产线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蒲城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建设办公楼、分析楼、生

产车间及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总投资３．３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的实施是推

动我国ｏｌｅｄ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市场对

产品需求量持续增长，市场前景巨大。项目建设还将

形成产业集群，拉大产业链条，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机

会，有利于促进蒲城县的经济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蒲城高新区管委会

联 系 人：鱼江涛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７１６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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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雄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园
开发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陕西雄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园

开发项目

二、拟建地点：渭南经开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约１０．８

亿元，占地约３００亩，主要建设研发大楼、生产车间、成

品仓库、应用展示中心、智能办公楼及生活配套设施

等。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招

引已有企业及产业链相关企业５－６家，年产值约８亿

元，税收约４０００万元，带动就业约５００人。

五、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六、联系单位：经开区招商局

联 系 人：郭　伟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８１５５１０１

—３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经开区６万吨铝合金型材生产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经开区６万吨铝合金型材生产项目

二、拟建地点：渭南经开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约５．２亿

元，占地约１００亩，主要建设智能型材挤压生产线、电

磁感应时效（模具加热）炉、模具制造高精度加工设备、

自动全封闭立式表面喷涂生产线、智能卧式表面喷涂

生产线、自动隔热型材生产线、高效转印型材生产线及

配套设施等。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投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１２亿元，税收约２２００万元，

带动就业约１００人。

五、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六、联系单位：经开区招商局

联 系 人：郭　伟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８１５５１０１

—４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经开区装配式部件生产基地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经开区装配式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二、拟建地点：渭南经开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约７．５亿

元，占地约１７０亩，主要建设生产性加工车间、钢构件

生产线、桥梁生产线及其他办公辅助设施等。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达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约１１亿元，税收约１亿元，带动就业

５００余人。

五、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六、联系单位：经开区招商局

联 系 人：郭　伟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８１５５１０１

—５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经开区市政管材生产基地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经开区市政管材生产基地项目

二、拟建地点：渭南经开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１０亿元，

占地３００亩，主要建设市政管材生产线。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投产达效后年产

值１０亿元，税收５０００万元。

五、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六、联系单位：经开区招商局

联 系 人：郭　伟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８１５５１０１

—６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经开区医疗器械及外用产品生产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经开区医疗器械及外用产品生产项

目

二、拟建地点：渭南经开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８０００万

元，使用厂房７０００平米，主要建设医疗器械及外用产

品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

四、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五、联系单位：招商局

联 系 人：郭　伟

联系电话：８１５５１０１

—７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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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白水县苹果深加工系列产品生产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白水县苹果深加工系列产品生产项

目

二、拟建地点：白水县高新区苹果科技产业园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３亿元，

生产包括苹果罐头、苹果粉、苹果酱、苹果果胶等在内

的苹果深加工系列产品，建设生产车间、装配车间、仓

储中心、办公区及其它附属设施设备。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正

常年销售收入可达到３亿元，税后利润６０００万元，投

资回收期５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该项目的实施，

将成为白水县独具特色的食品加工项目，可高效利用

当地优质农产品资源，发展苹果产业多样化产品，也可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竞争

力，带动和促进当地果品产业可持续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白水县高新区管委会

联 系 人：吕　媛

联系电话：１３９９２３４５７７１

—０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白水县苹果包装箱生产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白水县苹果包装箱生产项目

二、拟建地点：白水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１．５亿

元，建设苹果包装印刷品生产线，主要产品有绿色包装

袋、包装箱、包装盒等。配套建设生产厂房、原辅材料

仓储库房、办公用房等。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本项目建成后，

预计正常年销售收入将达到２亿元，利润４０００万元，

投资回收期４年。将显著提高白水县苹果包装的自给

率，提升白水苹果的品牌价值和产品附加值，推动当地

苹果产业提档升级，同时可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具

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白水县商务局

联 系 人：白朱荣

联系电话：１５３３６１５６９６８

—１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白水县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白水县酒糟资源化利用项目

二、拟建地点：白水县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６０００万

元，以烘干的酒糟为主要原料，新建家禽混合饲料生产

线，配套建设生产车间、仓储库房、办公室及其他附属

设施设备。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本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８０００万元，税后利润为１２００万

元，投资回收期约５年。将从根本上解决酒糟废弃物

对当地环境的污染，实现资源的再循环利用，促进酿酒

业与农业生产的良性互动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白水县高新区管委会

联 系 人：吕　媛

联系电话：１３９９２３４５７７１

—２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澄城县年产１００００吨涂料生产线
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澄城县年产１００００吨涂料生产线建

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澄城县经开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建设年产１００００吨涂料

生产线建设项目，购置水性涂料数控设备二套；建设标

准化厂房４栋；成品库房、原料库、化验检测技术开发

中心、配电室、门房、办公场所等及配套电气及自控工

程等，估算投资０．７４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采用先进成

熟的工艺设备，产品质量优良，在技术上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是环境保护推广鼓励发展产业，符合环境保护

标准，同时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本项目的建设亦可为当

地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澄城县经开区

联 系 人：狄耀明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６９０００１１

—３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富平县雨中情新型防水材料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雨中情新型防水材料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二十条防水卷材、防水

涂料生产线建设，配套建设生产车间、环保设备、办公

楼、宿舍等，估算投资４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企业生产扩能需

要，项目建成后增加产量与当地税收。

五、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４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富平县中冶陕压废旧汽车回收拆解
及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利用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中冶陕压废旧汽车回收拆解

及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利用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陕压厂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面积约３００亩，新

建废旧汽车拆解处理线，拆解总设计能力１万辆／年，

废钢处理生产线总设计能力５万吨 ／年，估算投资１亿

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汽车拆解属于资

源回收利用，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庄里工业园区

已预留建设用地，陕压正在积极筹备。项目建成后增

加企业收入，实现资源回收利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５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富平县薄膜生产加工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薄膜生产加工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在现有生产基地内建设

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生产线，配套标准化自动化厂房

及其他配套设施，估算投资０．８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依托友谊集团友

研新材料富平加工基地，预计实现年产值５０００万，为

当地提供就业和税收贡献，辐射带动西北市场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６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富平县废机油处理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废机油处理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新建标准化处理车间，

废机油储存库，购置废机油处理专业设备，储存设备，

配套建设办公和生活设施，估算投资０．２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市场上废机油量

大，包括陕压汽车拆解项目产生的废机油；县域内大中

小型车辆日常维护所产生的废旧机油；各种废弃动物

油、植物油、酸化油、地沟油、废重油、废润滑油；化工

厂、焦化厂的副产品等。项目建成后对于资源回收利

用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月处理废机油量３００吨

以上。

五、项目合作方式：企业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７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富平县五金工具生产加工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五金工具生产加工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５０亩，在富平（庄

里镇）建设五金工具生产基地，主要包括项目土建建

设，生产线建设，办公区、生活区等配套设施建设，估算

投资１．２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利用汽车拆解的

废旧金属具有原材料优势；计划招引苏陕合作中渭南

市对口的镇江市企业，建成后依靠富平靠近西安的区

位优势和便利交通条件，辐射整个西北市场。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８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富平县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８０亩，总建筑面积

１０万平方米，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新建生产线，原料

及成品库房及配套用房等，购置专用设备，生产安全气

囊、平衡器等汽车零部件，估算投资２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富平县对于汽车

制造可行业具有较强支持意愿，借助陕压汽车拆解项

目优势及靠近西安区位优势，为西安汽车生产企业做

配套；项目建成后可服务于西安乃至整个西北市场，逐

步引领富平汽车制造产业的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９２—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富平县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生产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生产项

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１００亩，建设装配

式建筑产业园标准化厂房、装配式建筑 ＰＣ和 ＡＡＣ生

产线，及配套建设附属设施等，估算投资４．５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装配式产业是国

家政策支持方向，建材行业为富平传统优势行业，可以

为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制造提供水泥、混凝土，还可提

供防水卷材、管道、装修材料等原材料。项目建成后有

利于盘活富平各建材企业，发展装配式制造产业，实现

整个建筑建材行业产值飞跃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０３—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合阳县隆顺节能断桥铝门窗生产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隆顺节能断桥铝门窗生产建

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合阳县经开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改造生产车间４４００ｍ２，

新建节能铝合金断桥铝设备流水线三套，中空钢化玻

璃流水线三套，形成年生产断桥铝型材能力１０万吨，

生产中空玻璃及钢化玻璃２００万平方米。项目估算总

投资０．５１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对促进

合阳工业发展，完善经开区工业结构，减缓能源的矛盾

以及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合阳县经开区

联 系 人：李　博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５５１２８３８

—１３—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大荔县段家果蔬冻干加工基地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段家果蔬冻干加工基地建设

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段家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０．９亿元，

项目引进国内果蔬加工先进生产线１条，主要建设果

品初选车间、烘干车间、加工车间、包装车间，配套建设

办公用房、污水处理设施、供电、道路、绿化等公用设

施。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将

整合大荔县特色果品销售行业，进一步规范特色水果

行业流通销售秩序，延长水果货架期，提高大荔特色水

果知名度和美誉度。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段家镇

联 系 人：刘建军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６９３３２１

—２３—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大荔县枣芽茶加工基地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枣芽茶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东城街道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０．７５亿元，

初步规划占地面积３０亩，新增建筑面积２７００平方米，

生产线占地１０００平方米，引进１条半自动机械化加工

生产线，新增设备５７台。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通过冬枣副

产品枣芽茶的综合开发，实行茶叶产业化经营，有利于

带动周边农民种植冬枣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农民收

入，通过大力发展枣芽茶加工，有利于调整大荔县农业

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东城街道

联 系 人：杨　鹏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２１９３１１

—３３—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大荔县花生深加工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花生深加工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官池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５亿元，拟

在大荔科技产业园区征地２００亩，引进国内外最先进

的生产工艺技术及设备，建设国内最大的花生深加工

生产基地。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销售收入可达１０．５亿元，年利税总额约１．９亿元。可

提供直接就业岗位３５０多个，并可带动农资、物流运

输、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市场监管局

联 系 人：薛小安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２６１８７１

—４３—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大荔县红萝卜、黄花菜深加工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红萝卜、黄花菜深加工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埝桥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１．３亿元，

拟建设国内最大的红萝卜、黄花菜深加工生产基地，包

括加工能力３０Ｔ／ｈ的浓缩红萝卜汁生产线、ＨＵＴ复合

果蔬汁灌装生产线；年加工能力５万吨的黄花菜冻干、

脱水、包装生产线和公用及辅助生产设施建设。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年产红萝卜浓缩汁、非浓缩复原红萝卜汁、红萝卜果蔬

复合汁１０万吨；冻干黄花菜、脱水黄花菜、小包装即食

黄花菜等系列产品２万吨，可提供直接就业岗位３６０

多个，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埝桥镇

联 系 人：雷　伟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６１１０６６

—５３—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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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工



白水县碳基生态肥生产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白水县碳基生态肥生产项目

二、拟建地点：白水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２亿元，

以白水县及周边县区的餐厨垃圾、禽畜粪便、秸秆等有

机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碳基生态肥和生物肥料。新建

标准生产厂房、发酵车间、仓储中心、办公楼及其它附

属设施设备。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预

计正常年销售收入达 １．８亿元，税后利润为 ３５００万

元，投资回收期约６年。可促进农产品提质增效，增加

农业收入，加快白水绿色循环农业体系构建。本项目

可有效利用生产生活垃圾，改善土壤环境，推进土壤修

复，加快改善人居环境，推进白水绿色循环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白水县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懂双平

联系电话：１３７５９６４３９９９

—８３—

能源化工



华州区新能源汽车电池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新能源汽车电池项目

二、拟建地点：华州区工业园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占地面积 １００

亩，主要建设内容有：新能源汽车电池原料、电池加工、

电池销售、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估算总投资１０亿

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依托园区现有的

韩国载元、派尔森新能源、欣旺达等企业，形成新能源

产业集聚，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售利润２亿元人民

币。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华州区经济贸易合作局

联 系 人：张　凯

联系电话：１３９０９１３８８１３

—９３—

能源化工



澄城县４万方油库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澄城县４万方油库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澄城县经开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油库拟设置８个油罐，

总容量为４万方，属二级石油库。占地５０亩。建设油

罐基础，消防泵房１座，消防水池１座，卸油站台，装车

站台及生产、生活辅助设施。估算投资０．７８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油库建设投用可

增加当地税赋每年７００余万元，有效提供就业岗位２００

余个，缓解当地就业压力。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澄城县经开区

联 系 人：狄耀明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６９０００１１

—０４—

能源化工



富平庄里中心城区清洁能源
区域供热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庄里中心城区清洁能源区域供

热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新建燃气锅炉热源站１

座，总建筑面积１５００ｍ２；建设集中供热管网全长约２．５

万米，管径为 ＤＮ１００～４００；拟建换热站１座，将１３０／

７０℃高温热水制备成７５／５０℃低温热水供各用户冬季

采暖，估算投资２．１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工业园区发展壮

大基础设施配套必备，项目建成后为园区企业及周边

小区实现供热。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庄里试验区

联 系 人：梁　娟

联系电话：１８３９２０３０９２９

—１４—

能源化工



大荔县嘉诺源再生资源加工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嘉诺源再生资源加工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官池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０．４６亿元，

该项目建设用地１０亩，建设钢构型厂房３８００平方米，

建设一间１２０平方米的办公楼，采购一条大型切割机

生产线，主要用于分解木质材料，硬化厂房内道路，配

套厂房内水电基础设施等。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不

但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经营收入，而且能够促进带动当

地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更是企业自身提高市场竞争

能力，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官池镇

联 系 人：范　琳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２３１７２５

—２４—

能源化工



合阳县秦晋煤矿扩能提升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合阳县秦晋煤矿扩能提升项目

二、拟建地点：合阳县秦晋煤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在原矿井基础上进行采

掘系统升级、机电系统改造、提升运输系统扩能、通风

系统优化等技术改造，使煤炭产能达到９０万吨／年。

估算投资６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投产后

可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３．６亿元，上缴税费近 ６０００万

元，解决劳动就业５００人左右。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合阳县煤炭事务中心

联 系 人：罗永强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５５２８１０１

—３４—

能源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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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区非遗传习馆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非遗传习馆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华州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占地约６０亩，总建

筑面积５５０００ｍ２，主要功能为皮影文化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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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估算总投资５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我区既有华州皮

影这样的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华州黑陶、华

州背花鼓、铁里芯子、华州花馍、粮食字画等一大批优

秀传统民俗文化。依托这些优秀的民间文化，整合提

升拟打造非遗传习馆建设项目。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华州区经济贸易合作局

联 系 人：张　凯

联系电话：１３９０９１３８８１３

—６４—

现代服务业



卤阳湖欢乐世界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卤阳湖欢乐世界项目

二、拟建地点：卤阳湖开发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总投资２亿元。主要包

含摩托艇、赛艇各１５艘，皮划艇２０艘，龙舟８艘、香蕉

艇、水上时空隧道以及其他水上运动设施。设计一台

５００米以上的过山车、童梦世界、太空穿梭、太阳船、音

乐飞车、旋转木马等超４０项水陆游乐项目。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的建设将进

一步完善卤阳湖中、高端游玩项目集群建设规划，为卤

阳湖开发区游玩项目增添多样性，提高卤阳湖开发区

旅游业竞争力。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渭南卤阳湖开发区文体旅游局

联 系 人：秦　静

联系电话：１５３８９３７８２９９

—７４—

现代服务业



卤阳湖景区湿地生态鸟类观光区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卤阳湖景区湿地生态鸟类观光区项

目

二、拟建地点：卤阳湖开发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总投资０．０２亿元。建

设观光平台一座２００ｍ２以观看候鸟云集场景，为摄影

爱好者提供平台。建设公共厕所一座１２０ｍ２，售卖亭一

座１２０ｍ２。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可

完善景区内旅游配套设施，提升卤阳湖景区的游览性

和观赏性。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渭南卤阳湖开发区文体旅游局

联 系 人：秦　静

联系电话：１５３８９３７８２９９

—８４—

现代服务业



澄城县商贸物流中心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澄城县商贸物流中心项目

二、拟建地点：澄城县庄头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区新建１幢商住综

合楼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区规划宗地总面积２５．６６

亩，其中代征道路约５．６８亩，建设用地面积为１９．９８

亩。本次新建绿地面积３４００ｍ２，新建道路面积１５８６．

７ｍ２。估算投资２．５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属国家鼓励扶持项目，符合县乡发展重点，投

资方向正确。项目经可行性分析可以看出，该项目投

资小，见效快；资金有来源，投资回收期短，利税可观，

社会效益良好。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澄城县庄头镇政府

联 系 人：杨　凯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２２９８５６０

—９４—

现代服务业



澄城县尧头镇民俗酒店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澄城县尧头镇民俗酒店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澄城县尧头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尧头窑·精品民宿项目

主要由三大功能区组成：１．民宿体验区：主要建设精品

民宿，为游客提供温馨的家庭式服务，突出私密性，营

造背山面水而居的生活环境。２．黑瓷加工区：主要由

入口接待区、黑瓷文化展示区、生产区、内庭、休息区和

内廊参观通道构成，既有明确功能分区，又有独立参观

路线。３．新品研发区：设置研发区、就餐大厅及包间、

食材库房等区域，主要开展黑瓷及衍生品研发，土特产

品食用方式研发等。估算投资１．２２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能

整体提升尧头镇文化旅游的基础建设水平；提升尧头

镇乡村文化形象，扩大旅游区的影响力，同时可增加数

百家店面，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澄城县尧头镇政府

联 系 人：张艺赢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６０１９１３５

—０５—

现代服务业



富平县城乡冷链物流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城乡冷链物流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建筑面积约２．２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农产品交易用房、农产品原材料仓库、冷

冻库、恒温库及配套用房、公共服务设施、农产品电子

商务交易平台，购置冷链物流运输车，建设３．２公里周

边道路及配套管网工程，估算投资１．３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富平农产品产量

大，仓储物流保鲜设施体系待健全，项目建成后有利于

农产品仓储、物流、保鲜。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１５—

现代服务业



韩城黄河金三角农产品综合批发
交易市场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韩城黄河金三角农产品综合批发交

易市场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韩城市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依据韩城地处黄河金三

角核心区域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信息优势，在韩

城规划建设面向全国的农产品综合批发交易市场。规

划建设用地３００亩，建设农产品仓储中心、冷链中心、

配送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园区）、电子交易中心、垃圾

处理中心、食品安全监测中心、物流中心、农产品会展

中心，总投资７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农产品批发交易

市场的建设，将改变韩城目前农产品交易“有市无场”

的局面，逐步建立以稳定、有序、跨区域的规模化农产

品经销队伍为主的现代化的市场流通体系，积极拉动

全市农产品流通，加快周边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

六、联系单位：韩城市经合中心

联 系 人：杨　波

联系电话：１３６４９１３２６７５

—２５—

现代服务业



韩城市智慧园区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韩城市智慧园区项目

二、拟建地点：韩城市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通过智慧园区的建

设，帮助园区在信息化方面建立统一的组织管理协调

架构、业务管理平台和对内对外服务运营平台，以云平

台为枢纽，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建立统一的工作

流程，协同、调度和共享机制，实现园区企业“人—人、

人—物、物—物”的有效关联。总投资４亿元。

四、投入产出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利润５千万

元，投资回收期５－８年。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

六、联系单位：韩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联 系 人：孙　洁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８５８５

—３５—

现代服务业



大荔县优质农产品智慧物流园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优质农产品智慧物流园建设

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羌白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２．９亿元，

规划占地１８０亩，由包装材料生产区、质检包装区、仓

储物流区和综合服务区四部分组成。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可提供直接

就业岗位４００多个，并可带动农资、物流运输、餐饮服

务等相关产业发展，提供间接就业岗位３０００多个，具

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羌白镇

联 系 人：李　沙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５１１０２７

—４５—

现代服务业



大荔县全业态城市综合体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全业态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东城街道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４．５亿元，

主要建设商业综合体和配套基础设施。总占地 ３５０

亩，总建筑面积１４．５２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居民集中

区，快捷宾馆、酒店、医院、九年一贯制学校，大型商业

卖场、集贸市场，两纵两横商业街及其临街商业门面，

以及道路、绿化、供电，供排水和亮化等。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该项目建设对于

完善大荔县城市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品牌形象、推动大

荔县域经济的发展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五、项目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东城街道

联 系 人：杨　鹏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２１９３１１

—５５—

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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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市大夫峪水库枢纽工程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大夫峪水库枢纽工程

二、拟建地点：陕西省华阴市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水库枢纽由挡水、泄水、

引水等建筑物组成。挡水建筑物为碾压混凝土重力

坝，分为溢流坝段和非溢流坝段两部分，其中溢流坝段

长５６ｍ，非溢流坝段长９３ｍ，坝顶总长度１４９ｍ。坝顶高

程１２７１．５ｍ，宽度 ３．５ｍ；坝基高程 １１９５ｍ，最大坝高

７６．５ｍ，最大坝底宽３９．０ｍ。估算总投资４．５６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可为华阴市罗敷

镇６万人提供生活用水、华能陕西秦岭电厂工业用水

和罗敷灌区 １．１万亩灌溉用水，多年平均可供水量

１０７２万ｍ３。

五、项目合作方式：自筹＋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华阴市水务局

联 系 人：丁胜利

联系电话：１８７９１８９８０５３

—８５—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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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高新区渭清公园地下停车场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渭清公园地下停车场

二、拟建地点：渭南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建筑面积 ５８３００平方

米，其中地下停车场２０４００平方米，地下人防３７９００平

方米，估算投资３．１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

步伐加快，城镇人口数及保有车辆数不断增长，为解决

停车难问题，拟加快公共停车场建设。项目结合停车

功能设置地下人防工程，建成后可大幅改善高新区停

车条件。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渭南高新城棚改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雷　鹏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２０２０５５６

—０６—

公共服务



华阴市华山高级中学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华山高级中学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华阴市主城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规划用地面积３５０

亩，拟建综合楼、教学楼、行政办公楼、公寓、餐厅等教

学辅助用房、标准运动场地，及室外配套设施。估算总

投资６．６５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该项目的建设将

整体提升我市学校办学规模，增强教育办学条件，为社

会输送优秀人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提高

国民素养，有效改善我市高中教育资源有限的现状。

五、项目合作方式：自筹＋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华阴市教育科技局

联 系 人：杨　杰

联系电话：１８９６６５３８１０７

—１６—

公共服务



渭南市康复医院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渭南市康复医院项目

二、拟建地点：华州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占地面积 １００

亩，建筑面积６８０００ｍ２，建设康复中心、肢体残疾康复

科、智力残疾儿童康复科、视力康复科、听力语言康复

中心、听力语言康复中心等；估算总投资３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随着社会的进

步，目前我市没有一所专业残疾人康复医院，因此建设

残疾人康复医院既是广大残疾人和家长的迫切需求，

也是国家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华州区经济贸易合作局

联 系 人：张　凯

联系电话：１３９０９１３８８１３

—２６—

公共服务



华州区颐养中心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颐养中心项目

二、拟建地点：华州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新建休闲养生、健康养

老、医疗卫生、康复医疗为一体的体验中心；估算总投

资３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社会养老属国家

鼓励类产业，中省市各级政府有相关的扶持政策；华州

区地处秦岭北麓，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是宜居宜业的典范县区。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华州区经济贸易合作局

联 系 人：张　凯

联系电话：１３９０９１３８８１３

—３６—

公共服务



华州区体育场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华州区体育场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华州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占地１００亩，设

计看台席位７０００个，建设标准化跑道、足球场和田赛

等场地；估算总投资０．６３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体育产业的快速

发展对现代城市来说是一个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契机，

城市通过举办城运会、全运会、奥运会等体育盛会，带

动体育场馆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升值，提升区域板

块的形象，进而形成城市新的功能中心。

五、项目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华州区经济贸易合作局

联 系 人：张　凯

联系电话：１３９０９１３８８１３

—４６—

公共服务



临渭区华体智慧运动健康小镇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华体智慧运动健康小镇项目

二、拟建地点：临渭区双创基地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占地约４０００

亩，将融合运动员训练康复基地、运动医学康复训练中

心、体育人才培训认证中心、国际青少年体育营地、国

际体育文化交流中心、体育科技产业孵化器、体育旅游

配套设施、体育休闲综合体、特色主题体育公园、精品

民宿酒店等为一体。项目总投资１２０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旨在打造陕

西最具特色的体育度假胜地，在健康小镇项目确定投

资的基础上以双创园区体育公园建设及运营为双方联

合打造的产业先导区和样板工程。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管委会

联 系 人：杨铁轮

联系电话：１３８０９１３０６９０

—５６—

公共服务



临渭区美好生活示范中心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渭南市临渭区美好生活示范中心项

目

二、拟建地点：临渭区双创基地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规划建设集办公、

研发、展示、人才培养、商业配套为一体的智慧化、平台

化的综合性产业园区。项目总投资约５０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根据渭南市美好

生活示范区发展规划，以银发经济为核心，引入农业食

品医药产业、银发用品研发制造产业、老年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生态康养旅游业、互联网与计算机大数据服务

及老龄金融服务等产业。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管委会

联 系 人：杨铁轮

联系电话：１３８０９１３０６９０

—６６—

公共服务



青少年航空科普研学基地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青少年航空科普研学基地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卤阳湖开发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总投资０．３亿元。主要

建设研学基地，设置有机场沙盘室、全息体验室、模拟

机飞行室等八大主题室，拥有一定数量的通用飞机、直

升机及模拟机，“未来空间站”ＶＲ展厅、全动模拟沙盘、

全息成像等设备３０余种。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设成后，

可发展研学基地对卤阳湖特色航空、生态及科技进行

科普，打造卤阳湖多功能游览内容，也能增加卤阳湖经

济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卤阳湖开发区文化体育旅游局

联 系 人：秦　静

联系电话：１５３８９３７８２９９

—７６—

公共服务



富平金粟山森林公园动力悬挂滑翔机
营地休闲旅游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金粟山森林公园动力悬挂滑翔

机营地休闲旅游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面积 ｍ２３０亩

（２００００ｍ２），滑行跑道建设面积为１６０００ｍ２，旅游接待

中心总建筑面积１０００ｍ２，滑翔机机库面积为５００ｍ２，维

修站面积３００ｍ２，气象设施占地面积为２００ｍ２，游客等

待区面积为２０００ｍ２，估算投资０．２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依托金粟山森林

公园３Ａ级景区，目前景区内已有滑翔伞运动爱好者，

以此带动景区游客攀升，项目建成后增加金粟山景区

游客，辐射带动富平红色旅游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文旅局

联 系 人：师卫东

联系电话：１５２２９６４９６２３

—８６—

公共服务



韩城市隍庙古街北片区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韩城市隍庙古街北片区项目

二、拟建地点：韩城市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位于韩城古城内，

北至环城路，南至隍庙巷，西至隍庙小巷，东至环城东

路，占地约２０００米。北片区是以韩城民俗博物馆为依

托，集中展示地方民俗、民间手工艺、东府特色美食等，

建设餐饮、私房菜馆、古玩交易市场、文化商品展示等

韩城特色文化商业街区。总投资２．２亿元。

四、投入产出分析：建成后年均游客量 １００万人

次，人均消费３００元，静态投资回收收期约为５年。

五、项目合作方式：合作、独资、合资

六、联系单位：陕西文化产业（韩城）投资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波峰

联系电话：１８６３５９７１８００

—９６—

公共服务





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
櫠
櫠
櫠
櫠
櫠
櫠
櫠

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
櫠
櫠
櫠
櫠
櫠
櫠
櫠

毝

毝毝

毝

新型城镇化



渭南高新区穆屯片区综合开发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渭南高新区穆屯片区综合开发项目

二、拟建地点：渭南高新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面积３８６．６亩，开

发建设高品质住宅社区及学校、商服等配套产业，估算

投资４０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城镇化发展接近

成熟期，亟需通过维护整建拆除、完善公共资源等合理

的“新陈代谢”方式，对城市空间资源重新调整配置。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改善群众生活环境，大幅提升城市

面貌及基础配套能力。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渭南高新区对外经济合作局

联 系 人：赵敏轩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２１１０００７

—２７—

新型城镇化



华阴市城区供热管网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城区供热管网项目

二、拟建地点：本项目位于华阴市，主管由秦岭电

厂接入，供热范围涉及十冶、药厂、华山片区、黄河厂、

电机厂及华阴市中心城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拟利用秦电电厂余

热作为城市热源，建设供热主干及配套网络，在华阴市

建成区域铺设供热管网，主要包含供暖管网主干管道；

主干管网沿线十冶、药厂、华山片区、黄河厂、电机厂片

支管；城区供热管网新建及改造等，估算总投资４．５亿

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将

从根本上杜绝小型锅炉安装，全面提高城区环境质量

及周边生态环境，极大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带动

第三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产生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自筹＋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华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 系 人：刘世瑶

联系电话：１８６０９２５１５８７

—３７—

新型城镇化



富平县互联网 ＋智能快递设施
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互联网＋智能快递设施建设

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拟在富平县７０个小区

投放智能快递柜，总计投放１０００组快递柜，估算投资

０．２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富平近年来城市

化进程加快，小区林立，网络购物发展快，小区智能快

递柜缺乏。项目建成后实现自由取件，助力互联网经

济发展，同时实现无接触配送，提供便捷安全的“最后

一百米”服务。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商务局

联 系 人：赵　倩

联系电话：１３５７１３３０９１３

—４７—

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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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白水县乡镇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白水县乡镇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建设

项目

二、拟建地点：白水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该项目总投资１亿元，

为各村建设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理的全链条垃圾分类体系，解决目前生活垃圾“混装

混运”等问题，配置分类垃圾箱、垃圾转运设备，建设垃

圾分拣中心和处理中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本项目建成后，

将带动群众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显著改善白水

县各乡镇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优化人居环境，提高人

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五、项目合作方式：政府投资或ＰＰＰ方式

六、联系单位：白水县住建局

联 系 人：周　辉

联系电话：１５１２９６７８１５８

—６７—

乡村振兴



华阴市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华阴市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华阴市域内６个镇办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建设内容：１、改厕

及公厕工程；２、给排水工程；３、生活垃圾收运工程；４、

村容村貌提升工程；５、外立面改造工程；６、处理站和１

个镇级污水处理厂，估算总投资４．１４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村庄基础设施的

建设对社会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对加快美丽乡村或区

域经济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

于吸引投资建设华阴市旅游业发展，使村庄布局更加

合理，环境更加优美，人民生活整体水平会相应提高。

五、项目合作方式：自筹＋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华阴市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台　良

联系电话：１５０９１６４５５８６

—７７—

乡村振兴



临渭区源田农业葡萄产业园
田园综合体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临渭区源田农业葡萄产业园田园综

合体项目

二、拟建地点：渭南葡萄产业园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规划将整个下絡镇

产业发展纳入城乡融合目标，将葡萄产业园区和原有

乡镇进行整体提升改造，配套建设葡萄产业双创孵化

基地，葡萄科研特区、企业文化广场、高端人才居住区

等，拉大城市骨架、完善生活服务设施。项目总投资约

３０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可以

提升葡萄产业园区运营及周边乡镇产城融合水平，深

度挖掘葡萄产业基地及下邦镇资源潜力，打造现代特

色产业链，形成特色农产品优势产区，培育特色农产品

知名品牌，拓展国内外市场，打造“一村一品、一城 一

特”微城市产业格局。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渭南葡萄产业园管委会

联 系 人：王武威

联系电话：１８７００３３１４５０

—８７—

乡村振兴



澄城县樱桃全产业链数字化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澄城县樱桃全产业链数字化项目

二、拟建地点：澄城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１、樱桃产业大数据中心

及可视化系统；２、樱桃数字三维仿真模型构建；３、智能

手机终端应用系统建设；４、澄城一田一码原产地溯源

系统；５、数字樱桃示范园。估算投资０．６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有利

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经农业部门测算，通过减少劳动

力、精准投入可以降低成本至少１０％，提高农产品产

量、质量至少各１０％，同时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业

的竞争力，平台积累的海量信息可以为政府防灾减灾、

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信息依据。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澄城县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许杨洁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６７１２１２８

—９７—

乡村振兴



澄城县安里镇农副产品深加工
贸易市场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澄城县安里镇农副产品深加工贸易

市场项目

二、拟建地点：澄城县安里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占地２００亩，拟在

安里镇段庄村、程家洼村、郊城堡村建设冷库、厂房、无

菌生产车间、储藏车间、办公用房等基础设施及配套道

路，估算投资３．４８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有利

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通过减少劳动力、降低成本、提

高农产品产量、质量，同时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业

的竞争力。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澄城县安里镇政府

联 系 人：王小侠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６９８００２４

—０８—

乡村振兴



富平县柿子全产业链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柿子全产业链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建设柿子有机种植示范

区、科技化加工区、绿色农业生产区、柿子文化产业带、

城乡融合服务区，估算投资３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柿子产业是富平

县的特色产业，项目建成后农民种植规模扩大，柿产品

多元化发展，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师　创

联系电话：１８１９１５０４２３０

—１８—

乡村振兴



富平县肉羊屠宰及加工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肉羊屠宰及加工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占地３０亩，建设肉羊屠

宰加工区、综合服务区、活畜暂存服务区、屠宰处理区、

粪污处理区及辅助工程等。配套购置市场管理信息系

统、信息发布及网上交易系统、电子结算系统、屠宰设

备、粪污处理设备、辅助设备等，估算投资０．３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富平是全国羊乳

之都，目前存栏量７８万只。项目建成后，能够弥补富

平肉羊屠宰加工环节的缺失，增加奶山羊产业品种类

别，增加农户收入。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师　创

联系电话：１８１９１５０４２３０

—２８—

乡村振兴



富平县奶山羊饲料配送中心招引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奶山羊饲料配送中心招引项

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建设占地５０亩的奶山

羊饲料生产中心，各镇饲料储存点，购置配送车辆，估

算投资０．２５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富平是全国羊乳

之都，２０２２年富平奶山羊存量预计达到８０万只，饲料

需求缺口大。项目建成后，为全县统一提供同标准、高

质量的奶山羊饲料，有利于富平奶山羊产业的发展。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师　创

联系电话：１８１９１５０４２３０

—３８—

乡村振兴



大荔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安仁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１．４５亿元，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８０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包装车

间、原料库、成品库和工具库房等，公用工程及辅助工

程，年产高标准生物有机肥６万吨，沼液肥５千吨，包

括生物质天然气工程，３万方沼气工程，ＣＮＧ生产线

等。年处理畜禽粪污３０余万吨，处理农作物秸秆２万

吨，新建建筑面积５３００平方米。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年

实现销售收入３０００余万元、实现利润１０００余万元，安

排就业１００人。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安仁镇

联 系 人：屈大欢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７１１３１１

—４８—

乡村振兴



大荔县土黑猪生态养殖建设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大荔县土黑猪生态养殖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大荔县两宜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项目总投资１．３亿元，

育种区占地５０亩，按母猪存栏５８０头建设，新建各类

猪舍１０栋，建筑面积５２３０平方米，散养区占地９００亩，

拟养殖总数量６０００头。综合服务区占地１０亩，新建

各类办公及生活用房。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的实施可显

著提高本地区优良型良种猪供种能力，提高两宜镇养

殖业良种化程度和产品附加值，进一步发展壮大养殖

业的优势主导产业。

五、项目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六、联系单位：大荔县两宜镇

联 系 人：康旭文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３７６１００７

—５８—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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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



卤阳湖开发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卤阳湖开发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

目

二、拟建地点：卤阳湖开发区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总投资１．３亿元。主要

对渭南卤阳湖开发区渭蒲高速引道、卤阳大道、天阳大

道、滨湖路、天义路五条道路全长３０５０２米污水管网进

行提升改造工程。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设完成，

将改善渭南卤阳湖开发区污水管网的排污能力，对未

来卤阳湖开发区企业入驻及居住区的形成打好基础，

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更好的为卤阳湖开发区的经

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渭南卤阳湖开发区住房建设交通局

联 系 人：成东东

联系电话：１８３９１３９５４１３

—８８—

生态环境治理



澄城县寺前镇胜利水库更新改造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澄城县寺前镇胜利水库更新改造项

目

二、拟建地点：澄城县寺前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水库库区清淤面积２２．

４５万 ｍ２，清除淤积量１２７．９５万 ｍ３，新建淤地坝２座

（用于淤泥存放），改造防汛道路 １５．１ｋｍ，估算投资

４．９８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将提

高大峪河现有的防洪标准，保证大峪河防洪区范围内

人民生命及财产的安全；其次，有效地恢复水库有效库

容，使地表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地下水位得到回升，

调节区域小气候，生态环境趋于良性循环；再次，可增

加蓄水量１２７．９５万 ｍ３，农业供水能力得到有效保证，

为加快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的实施和规模化果业园区发

展奠定基础。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澄城县寺前镇政府

联 系 人：李　托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８５１３０２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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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吴坡国家农业公园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澄城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吴坡国家

农业公园建设项目

二、拟建地点：澄城县寺前镇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规划空间布局为一轴两

核、三带四区多团。一轴即大峪河农业文化轴，融合黄

河文化、西河文化、秦地文化和民俗文化；两核即主核

心区和次核心区，核心区总体布局以“田”为肌理，以

“龙形”为骨架，以“主题博物馆为支撑”，形成龙脉。

三带包括１０８国道景观带、京昆高速防护林带、沿黄公

路生态景观带。四区即花椒产业区、蔬果产业区、粮食

产业区、设施农业区。估算投资５．８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对黄土高原沟坡

地域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区域产业开发、自然与人居

环境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将会

成为区域水土保持措施与效益展示的窗口、科研教育

的基地、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和新农村建设的楷模。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澄城县寺前镇政府

联系电话：０９１３－８５１３０２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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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富平县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项目

二、拟建地点：富平县

三、建设内容与估算投资：开展农田面源污染综合

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具体建设内容包括耕地保

护与质量提升工程、１０万亩绿色防控统防示范区建设

工程，生猪、奶山羊、肉牛、蛋鸡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建设工程，估算投资１．１亿元。

四、项目建设的优势及效益分析：富平县是农业大

县，属黄河流域，该项目属国家政策支持重点流域面源

污染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治理水

体、土壤、空气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

五、项目合作方式：招商引资

六、联系单位：富平县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师　创

联系电话：１８１９１５０４２３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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