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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2022年，佛山市安排省重点建设正式项目174项，总投资7869.4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08.89亿元。其中，基础设施项目47项，总投资4061.2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16.51亿
元；产业项目105项，总投资3283.0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43.27亿元；民生工程22项，总
投资525.1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9.11亿元。此外，安排2022年省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
78项，估算总投资2809.47亿元。



广东省2022年重点建设正式项目计划（佛山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年限 总投资
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建设单位 责任单位2022年计
划投资额 2022年主要建设内容

合计 174 项 78694730 26188308 7088864
一 基础设施工程 47 项 40612431 16281637 3165064

（一） 新型基础设施工程 8 项 2713000 669056 294000

1 佛山季华实验室建设项目
建设研究中心、分析检测中心、生活配套中心、产业化基
地，购置安装研发设备

2017-2022 550000 386800 100000 土建、设备安装 季华实验室 南海区

2
广东中科半导体微纳制造技术研究院建设
项目

建设纳米加工平台、半导体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研究、育成中
心等，建设面积8万平方米

2019-2023 120000 85000 11000 土建、设备安装
广东中科半导体微纳制造技

术研究院
南海区

3 佛山市腾龙湾区数据中心
建设ECC、库房楼、自用变电站、数据中心及柴发楼建筑群，
安装2万个IT机柜，建筑面积约17.9万平方米

2020-2026 1100000 25000 48000 土建 广东腾龙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南海区

4 佛山蓝湾云计算产业项目
建设建筑物有机楼、产业和配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13.74万
平方米

2021-2023 198000 15000 30000
土建工程、装饰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
佛山蓝湾云技术有限公司 三水区

5
中航云电信“国际数据传输枢纽”粤港澳
大湾区节点（顺德金融云）项目

建设3栋厂房、数据交互中心（3000个机柜）、跨境金融数据
服务区、创新中心及配套孵化基地，建筑面积5.15万平方米

2021-2023 100000 10000 20000
土建、装修、机电、

设备安装
中航云电信（佛山）有限公

司
顺德区

6 佛山顺德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
建设2栋数据中心主机楼、5000个数据机柜，建筑面积4.08万
平方米

2020-2023 75000 45256 15000 土建、机电
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顺德区

7 佛山美的工业互联网项目 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建设美的工业互联网业务总部大楼 2021-2023 70000 2000 10000 土建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顺德区

8 润泽（佛山）国际信息港（一期） 建设4栋数据中心、1.2万个机架，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 2020-2023 500000 100000 60000 土建、装修、机电 广东润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明区

（二） 公路工程 4 项 744807 258315 132000

9
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公路二期工程（中山黄
圃至翠亨高速公路南北延线）-佛山段

高速公路5.54公里 2022-2026 110900 0 1000 路基、桥涵
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省属项目

10 佛山市龙翔大桥及引道工程 一级公路兼城市道路15.065公里 2019-2023 419637 242315 85000 路基、跨线桥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11 佛山市弘德北路工程(禅港路至罗务路) 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1.654公里 2021-2024 95442 15000 14000 路基、桥梁、涵洞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12
顺德伦桂路工程（林上路-横一路、横五路
-文登路段）

一级公路兼城市道路总长4.78公里 2021-2024 118828 1000 32000 道路、桥梁
广东顺德中心城区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顺德区

（三） 铁路工程 5 项 6188759 1566957 648964

13 广州至湛江铁路-佛山段 铁路73.53公里 2019-2025 2250959 248200 502900 路基、桥梁、隧道 广东广湛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省属项目

14
珠海至肇庆高铁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 -
佛山段

铁路21.95公里 2020-2026 560000 24257 80855 路基、桥梁、隧道 广东珠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省属项目

15 珠海至肇庆高铁高明至肇庆东段-佛山段 铁路12公里 2022-2026 312800 0 15409 土建 广东珠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省属项目

16 广佛环线佛山西站至广州南站段-佛山段 铁路31.1公里 2013-2022 1485800 1294500 19800 铺轨及相关工程
广东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
省属项目

17
珠三角城际广佛环线佛山西站至广州北站
段-佛山段

全线新建铁路30.5公里 2022-2026 1579200 0 30000 土建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省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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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年限 总投资
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建设单位 责任单位2022年计
划投资额 2022年主要建设内容

（四） 港航工程 1 项 70000 15000 25000

18 佛山港高明港区高荷码头工程
建设4个2000吨级内河集装箱泊位，配套建设堆场、生产辅助
设施等

2021-2023 70000 15000 25000 土建、设备采购
广东佛山高荷港码头有限公

司
高明区

（五） 能源工程 6 项 2104555 773811 405000

19
南海长海发电有限公司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冷热电联产及配套项目

装机容量3×10万千瓦及配套供气管线、LNG码头及储配站等 2018-2022 256379 167458 15000 外输管涵项目竣工 南海长海发电有限公司等 南海区

20
华电顺德西部生态产业园分布式能源站二
期项目

装机容量1×50万千瓦 2021-2023 157410 500 50000
设备购置、地基处理

、主厂房施工
华电佛山能源有限公司 顺德区

21 广东大唐国际佛山热电冷联产项目 装机容量2×49万千瓦 2019-2022 253963 190000 60000 土建、设备安装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
高明区

22 佛燃三水水都分布式能源站项目 建设2×12万千瓦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 2021-2023 118889 4000 60000 土建、设备安装 佛山三水佛燃热电有限公司 省属项目

23
500千伏、220千伏输变电工程，110千伏及
以下配电网工程-佛山段

开展佛山顺德220kV致远(龙江)输变电工程、佛山220kV港口
输变电工程、佛山220千伏甫珀（勒流）输变电工程、佛山三
水220kV钱岗输变电工程等220千伏、110千伏及以下其他电网
工程的建设

2017-2025 1167914 410353 200000
输变电工程及配网工

程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省属项目

24 广东能源佛山三水南山镇光伏复合项目 装机容量30万千瓦 2021-2023 150000 1500 20000 土建、设置购置安装 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省属项目

（六） 水利工程 1 项 1225500 453786 215000

25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佛山段 约28.9公里φ6.4米双线盾构隧洞(主)；鲤鱼洲泵站 2019-2024 1225500 453786 215000 隧洞、泵站
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

司
省属项目

（七） 城市建设工程 15 项 25075362 12078963 1156600

26 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东园）
建设佛山西站枢纽地下空间开发工程、中线公路、罗村大道
北延线、站前南路西延线、五纵道路及连接线等

2013-2024 4203200 1908624 41000 土建
佛山市南海区佛山西站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等
南海区

27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建设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现代产业集聚区综合配套设施建设
、总部经济集聚区、工业服务创新基地、仿真德国社区等

2012-2030 6660000 5860000 135000 土建
佛山市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等
顺德区

28
佛山顺德高新区西部启动区一期城市综合
开发项目

建设智域城和高端产业片区等 2015-2023 360000 143600 11400 土建
中交城市投资（广东顺德）

有限公司
顺德区

29 广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西延顺德段
地铁13.45公里，其中佛山段长约11.77公里，广州段长约
1.673公里

2016-2022 993600 943600 50000 土建、装修 广东顺广轨道有限公司 顺德区

30 顺德区伦桂路工程（横一路-横五路段） 城市主干道约2.23公里 2022-2024 328000 0 20000 路基
广东顺德中心城区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顺德区

31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桂洲大道西延线新
建工程

城市道路约3.1公里 2021-2024 132635 1300 5500 土建 容桂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顺德区

32 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 城市道路约15.41公里 2020-2024 815552 219205 120000 路基、箱涵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33 佛山市富龙西江特大桥工程 城市道路约5.81公里 2019-2023 369412 211420 65000 桥梁、路面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34
塘西大道三期（桃园路-S263广云路段）工
程

城市道路约4.18公里 2020-2023 172933 45820 33400 土建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35
塘西大道三期南延线（S263广海大道-进港
路段）工程

城市道长7.23公里 2020-2024 351067 99182 54500 桥梁、路基、涵洞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36 广佛新干线快速路工程 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34.9公里 2022-2026 1580401 0 77800 路基、桥梁、涵洞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37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 地铁约71.3公里 2016-2023 4017400 2624423 260000 土建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

发展有限公司
市轨道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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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年限 总投资
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建设单位 责任单位2022年计
划投资额 2022年主要建设内容

38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 地铁约55.21公里 2022-2026 4460085 0 220000 土建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市轨道交通局

39 佛山高新区极核—创新灯塔社区项目
建设企业服务中心、研发总部、孵化平台、科研中心及园区
配套设施等，总建筑面积85.2万平方米

2020-2027 572887 11459 61000 土建 广东佛高控股有限公司
佛山高新区管

委会

40 广佛大桥系统工程（一期）-佛山段 桥梁1.3公里 2021-2024 58190 10330 2000 桥梁 广州市广园路建设公司 省属项目

（八） 环保工程 7 项 2490448 465749 288500

41
佛山市南海区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

对北村水系内32条总长度129.86千米的主支干河涌和228条总
长度184.94千米的支毛涌进行水环境整治

2020-2025 787735 135000 110300
管网工程、泵站、岸

线整治
佛山市南海区水利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南海区

42
佛山市南海区官山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

对南海区官山水系（流域总面积约183平方公里）进行水环境
综合治理

2021-2024 486137 90460 43200
截污管网、河道清淤

工程
佛山市南海区水利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南海区

43
佛山市南海区解放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

建设防水排涝工程、截污治污工程、活水工程、水生态修复
工程、岸线提升工程和智慧水务工程六类

2021-2024 390700 66223 74800
截污管网、河道清淤

工程
佛山市南海区水利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南海区

44
佛山市南海区良安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

整治主、干河涌长约34公里，新建截污管道工程约91公里，
雨水管道12.5公里；新建南部新城二号泵站；罗村涌、王芝
截洪沟、良安1#新开涌、博爱湖往新村坑水库、芦塘支沟等
引水工程；河涌驳岸整治绿化、回填种植土，清淤工程清淤
量约24.6万立方米

2021-2024 155900 17150 12200
截污管网、河道清淤

工程
佛山市南海区水利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南海区

45
佛山市南海区红星运河水系水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

新建雨水管网11.6公里，新建截污管线35.83公里；新建护岸
长度4.92公里；新建4座一体化泵站以及2座一体化泵闸，新
建0.27公里箱涵和0.48公里补水管；清淤2.28公里；水生态
修复等

2021-2024 64242 6916 3000
截污管网、河道清淤

工程
佛山市南海区水利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南海区

46 南顺联安围水体综合整治工程

包含水污染防治工程（含污水厂建设、完善污水管网、雨污
分流、管（涵）整治修复等）、水环境治理工程（河涌内源
治理、岸线打造、生态修复等）、水安全保障和水动力构建
工程（闸站建设等）、水景观提升工程、水智慧管控工程等

2022-2025 335734 0 15000 土建
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

和水利局
顺德区

47 佛山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提质改造项目
建设全年处理垃圾109.50万吨、污泥10.95万吨的资源综合利
用发电工程项目，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

2019-2024 270000 150000 30000 土建 佛山市绿能环保有限公司 高明区

二 产业工程 105 项 32830464 8681294 3432700
（一） 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 4 项 1353000 25200 119000

48 佛山市信扬科技成像模组生产项目 建设厂房，月产能约5000万颗成像模组的生产线 2021-2025 1000000 10000 48000 土建 信扬科技（佛山）有限公司 南海区

49 佛山市飞荣达通信集成大湾区生产基地
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办公楼、宿舍、食堂
等，主要产品为通信、网络、云计算设备结构零件及组件、
冲压制品、塑胶制品、液冷板、RTM等

2021-2024 200000 5000 40000 土建
广东飞荣达精密制造技术有

限公司
南海区

50 “顺芯城”（容桂）高端芯片产业园
建筑面积34.61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办公楼、研发中心、员
工宿舍等

2021-2025 103000 10000 8000 土建
高劲（广东）芯片科技有限

公司
顺德区

51 佛山市SKG智能穿戴项目 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建设SKG智能穿戴生产基地 2021-2024 50000 200 23000 土建、设备安装 广东诗奇制造有限公司 顺德区

（二） 生物产业工程 2 项 1032000 16400 38000

52
佛山中科安齿口腔颅颌面修复医疗器械产
业基地

新建一栋9层的高层厂房，建筑总面积为1.87万平方米，主要
建筑功能为厂房车间及首层局部配套用房

2019-2023 32000 16200 8000
土建、装修、设备安

装
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海区

53 广东医谷·云东海生命科学园
分2期建设，建设高标准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载体，包括研发
中心、试验基地、生产基地、品控中心等

2021-2024 1000000 200 30000 土建
广东医谷产业园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三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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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年限 总投资
到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投资计划

建设单位 责任单位2022年计
划投资额 2022年主要建设内容

（三） 高端装备制造工程 23 项 3659013 768245 595100

54
瑞浦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及系统制造项
目（一期）

建设技术领先的满足大规模生产要求的高端动力与储能锂离
子电池及系统和上下游产业配套智能化、高度自动化的制造
基地

2021-2025 557700 7700 35000 土建 瑞浦能源有限公司 南海区

55 广东徐工建机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建设7万平方米联合厂房，以及调试发运场地、办公后勤等配
套设施；实施标准节、支座等智能化生产线16条，应用机器
人80余台套；建成后可年产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5000台

2021-2025 200000 33600 16000 土建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南海区

56
康明斯恩泽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装置研
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建设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装置研发生产基地 ，预计PEM电解
水制氢装置年产1000MW

2021-2023 50000 200 15000 土建
康明斯恩泽（广东）氢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南海区

57 南海区机动车检测设备研发和制造项目
新建厂房、购置数控加工中心、等离子切割机、机械手等自
动化设备，生产机动车检测设备及智慧交通监测系统等专用
设备

2021-2024 50000 7000 10000 土建 广东泓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海区

58
佛山市米思米自动化精密机械零部件制造
项目

建设金属机加工车间、热处理车间、表面处理车间、塑料成
型加工车间

2021-2024 135000 5500 12000 土建
丝路咖精机（佛山）有限公

司
南海区

59 深海石油钻探设备研发和制造基地
建设海洋石油高端装备（测井以及定向钻井）研发和制造基
地，包括钢结构精加工车间、装配车间、混凝土框架结构办
公楼和员工宿舍等

2021-2023 102813 21920 8000 土建 广东中海万泰技术有限公司 南海区

60 佛山新一代智能制造项目
建筑面积7.16万平方米，建设厂房、电磁测量中心、仓储中
心及配套设施

2019-2022 100000 65266 34000 土建
佛山顺德光启尖端装备有限

公司
顺德区

61 佛山市美的机电工业4.0智能化生产基地 新建厂房和员工生活区，打造全球领先的机电产品生产基地 2021-2024 200000 40000 70000 土建 广东美的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顺德区

62 佛山市联塑集团数字化智能工厂
建设集产业研发、模具开发、检验检测、产品展示、规模生
产为一体的国家一流现代农业设施装备产业基地

2021-2023 80000 15879 26600 土建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顺德区

63
弘亚数控集团顺德高端家具装备智能制造
基地

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新建工业厂房，购置钣金加工自动化
生产线、精密龙门加工中心、立体仓库等先进设备，并配套
建设相应工程设施，主要生产数控裁板锯、智能加工中心、
智能封边机、自动化柔性木门木窗专用生产线等高端智能家
具生产装备

2021-2024 120000 11865 30000 土建 广东德弘重工有限公司 顺德区

64 广东海创大族机器人产业园项目
建筑面积约62.48万平方米，建设智能机器人总部、研发与孵
化基地、先进制造集中示范区

2021-2025 200000 50000 70000 土建
广东海创大族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
顺德区

65 佛山市飞利浦水健康智能家电智造基地
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建设飞利浦水健康全球研发中心
、信息化平台及智能生产制造基地

2021-2024 102000 12000 20000 土建、设备安装 佛山市水护盾科技有限公司 顺德区

66 佛山市海天高端智能装备生态产业基地
建设海天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基地外，吸引高端装备智能制造
产业链企业集聚，打造形成辐射区域的高端成型装备智造产
业园，建成综合性区域华南总部

2021-2025 500000 50000 50000 土建 海天机械（广东）有限公司 顺德区

67 顺德碧桂园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启动区
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建设企业总部、科技产业楼、创意办
公、工业4.0智能制造工厂定制等

2018-2023 320000 194315 35000 土建
佛山市顺德区车创置业有限

公司
顺德区

68
广东泰基科技有限公司高速冲床及高速冷
镦机项目

建筑面积14.21万平方米，主要产品为高速精密冲床设备及高
速冷镦机设备等

2021-2023 100000 20000 20000 土建 广东泰基科技有限公司 高明区

69 一汽解放南方新能源基地佛山项目
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新建总装联合车间、电池车间及相
应的辅助设施和公用动力设施等

2020-2022 120000 40000 20000 土建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高明区

70 佛山海尔智能电子制造项目
项目总建筑面积13.93万平方米，生产家用电器整机用的控制
模块PCB及相关智能控制部件

2020-2022 140000 50000 20000 土建
佛山海智新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三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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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广东金联宇总部及生产基地项目
建筑面积12.4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总部、检测中心、实验中
心、厂房等

2021-2023 70000 10000 35000 土建
广东金联宇电缆集团有限公

司
三水区

72 金银河智创互联工业基地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为36万平方米，建设数字化车间、成果转化车间、
研发中心、企业服务中心等场地，开展智能装备、新能源、
新材料、新工艺等研发和制造

2021-2023 100000 20000 20000 土建
佛山市金银河智联科技产业

园有限公司
三水区

73 丰广（三水）智能制造产业项目
建设厂房、总部研发大楼、产业服务中心、产品展示和配送
中心等，建成后主要从事医疗影像器械生产和相关服务行业

2021-2023 100000 20000 20000 土建 佛山丰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三水区

74 佛山市台一精工智能化制造项目
建设现代化工业厂房、车间、科研楼、检测中心、综合楼等
功能建筑，其他配套工程

2021-2024 51500 1000 8500 土建 广东台一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三水区

75 Auto Space 智车港佛山项目（首期）
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及厂区市政配套设施，发
展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

2020-2022 60000 50000 10000 土建
佛山市三水区荣石置业有限

公司
三水区

76
华南（三水）智能网联车载电子集成产业
园

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建设厂房、研发综合大楼、地下室及
厂区市政配套设施

2019-2025 200000 42000 10000 土建
佛山市三水好伙记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
三水区

（四） 新材料产业工程 1 项 50000 11200 12000

77
必得福高等级医卫用纺熔复合非织造布新
材料及其制品生产项目

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生产高等级医卫用纺熔复合非织造
布新材料及其制品

2021-2024 50000 11200 12000 土建、设备安装
佛山市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

限公司
南海区

（五） 绿色低碳产业工程 1 项 190000 10000 20000

78
佛山市国星光电LED器件封装及其应用产品
项目

新建厂房，建设LED封装生产线，年产LED器件及应用产品100
亿只，产品主要应用于超高清、新型智能显示、智能车灯、
智能家居等领域

2021-2026 190000 10000 20000 土建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禅城区

（六） 现代服务业工程 49 项 23411754 6793681 2099200

79 佛山市建投城发总部集聚基地项目
建设1栋含商业、办公功能的甲级写字楼，总建筑面积6.77万
平方米

2021-2024 83800 16800 9600 土建 佛山瑞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禅城区

80
佛山市中科诺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项目（一
期）

建筑面积31.5万平方米，建设高标准厂房，涵盖消费电子类
、数码类、智能穿戴和智能家居类、高端和智能装备制造类
等产业

2021-2026 400000 5000 20000 土建
中科诺（佛山）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禅城区

81 佛山三龙湾总部集聚区项目
建筑面积75.93万平方米。建设商业、办公、酒店、配套用房
、地下库、住宅等

2021-2027 1200000 20800 266400 土建 佛山瑞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禅城区

82 佛山地铁2号线湖涌站tod项目
建筑面积约41.3万平方米，建设地铁2号线湖涌站停车场上盖
有关工程、周边相关道路、写字楼、商铺、车位等

2019-2023 763216 374200 57200 土建
佛山市中交保利房地产有限

公司
禅城区

83 佛山市建投恒福港
建设汽车库、商业裙楼、办公楼、公寓、社区卫生站、公共
厕所、文化活动室、消防控制室等

2021-2026 347306 100000 44600 土建 佛山建投恒裕有限公司 禅城区

84 中交诚通商业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19.43万平方米。建设2栋商业及地下车库；建
设配电房、物业管理用房、及公园绿地等若干公共配套设施

2021-2023 208600 15000 90000 土建 佛山诚展置业有限公司 禅城区

85 佛山市城市秀台
建筑面积36.17万平方米，建设塔楼有7座，主要建设住宅人
才住房、商业楼、地下室及公共配套设施用房等

2021-2024 600000 15000 37000 土建
佛山市禅城区保宸置业有限

公司
禅城区

86 佛山市联东U谷禅城国际企业港
建筑面积约14.5万平方米，建设生产性高标准工业厂房园
区，用于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的生产制造

2021-2025 48000 12000 15000 土建 佛山联东金粤实业有限公司 禅城区

87 佛山市宝慧金融中心
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建设包含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及商业
、办公等功能的产业中心

2018-2024 380000 104120 38800 土建
广东广佛慧谷产业园发展有

限公司
南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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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佛山广佛国际商贸城中心区
建筑面积约220万平方米，建设企业总部大楼、民营总部基地
、写字楼、文化商业街、商务会馆及超级购物中心、儿童娱
乐中心、超大型电影中心等

2009-2022 1120000 1082700 10640 土建
佛山市南海区广佛商贸城发

展有限公司
南海区

89 大湾区徐工智能制造产业园（首期）
建设汽车起重机、全地面起重机、履带式起重机、随车起重
机、塔式起重机、越野轮胎起重机、伸缩臂履带起重机和施
工升降机等项目

2021-2030 100000 4320 24000 土建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经发办 南海区

90 佛山市南海会展中心
建筑面积26.98万平方米。建设商业、酒店、办公、会展用房
、地下室及公共配套设施

2019-2025 268575 41000 16000 土建、设备安装 佛山保晟置业有限公司 南海区

91 广珠铁路官窑货场物流园项目一期
建设一汽大众铁路专用线配套工程、仓储工程、路网和内部
交通以及配套工程、西南涌岸线整治工程以及有关供电、供
水、供气、排水、电气、照明、景观工程等

2021-2027 270943 23100 16000 土建
佛山市南海区南三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南海区

92 佛山市普盈冷链中心
项目分两期建设，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新建冷冻间、恒
温间、冷链电子交易中心、冷冻间及配及配套设施工程

2021-2023 68000 38000 12000 土建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文教社

区同裕股份经济合作社
南海区

93 南海万洋众创城
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建设集生产生活配套和智慧园区管理
为一体的绿色智能产业园区，主要用于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

2020-2022 80000 50000 25200 土建
佛山南海万洋众创城科技有

限公司
南海区

94 民旺·瀚星科学园
建筑面积20.9万平方米，建设工业厂房和宿舍，主要生产智
能设备

2020-2025 129200 7800 9600 土建
民旺未来科技产业（佛山）

有限公司
南海区

95 中科万钧信息科技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建设含孵化器、加速器、以及众
创空间等产业载体的现代化园区，主要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

2020-2023 100000 31940 12000 土建
佛山市万钧中创科技有限公

司
南海区

96 嘉南润信新建产业园项目
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打造以平板显示、半导体、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主题的大型产业载体园区

2020-2025 100000 42400 12000 土建
佛山嘉南润信园区投资有限

公司
南海区

97 南海平谦国际智慧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约46.5万平方米，建设厂房、综合体等 2020-2024 1000000 107200 120000 土建
佛山市南海平谦智慧产业园

开发有限公司
南海区

98 佛山市源林商业大厦 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建设源林投资（广东）总部 2020-2024 50000 28500 12000 土建 源林投资（广东）有限公司 南海区

99 佛山市宏成合创（南海）智慧产业园 建筑面积约31万平方米。建设厂房以及配套附属设施 2021-2025 150000 10000 24000 土建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新联社

区新联经济联合社
南海区

100 深圳科技园佛山科创园（一期）
建筑面积约38.6万平方米，建设高端科技园区，引入从事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研发与设计、科技
成果转化、电子商务服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2021-2025 260000 29400 10000 土建 广东省深佛实业有限公司 南海区

101 佛山顺德机器人谷
以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业为主导，从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等环节全面布局全周期产业链，包括总部基地、智能制造、
科研院校、综合服务、创新创业、会展商务六大功能组团

2018-2025 8000000 1340000 200000 土建
佛山市顺德区博智林机器人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顺德区

102 佛山万科凌越商务中心TOD综合开发项目
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建设大型综合体，打造TOD商业服务
业核心圈

2018-2025 425900 310000 50000 土建
佛山市顺德区万彬房地产有

限公司
顺德区

103 佛山ICC碧桂园三龙汇项目
建筑面积约61万平方米，建设8栋住宅、1栋商业综合体、3栋
超高层写字楼

2018-2024 956000 620000 80000 土建
佛山市顺德区碧顺房地产有

限公司
顺德区

104 中建国际·创新智慧城
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打造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等主导
产业为核心的绿色生态、充满活力、产城融合发展的智慧科
技城

2020-2023 110000 70000 10000 土建
广东顺德海胜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顺德区

105 佛山市联东科创园 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宿舍及相关配套设施 2019-2022 79000 49000 30000 土建 佛山联东金优科技有限公司 顺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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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顺德万洋众创园 建设面积124万平方米，建设现代智能中小微型工业厂房 2019-2025 502000 232000 65000 土建
万洋众创园开发建设（佛山

市顺德区）有限公司
顺德区

107 佛山市龙江智慧家居特色小镇
总建筑面积87.28万平方米，建设智能仓储物流、产权式酒店
、写字楼、商业百货、体育健身、餐饮娱乐、商业影城剧院
等

2017-2025 828000 508250 60000 土建
联塑集团、利宝置业、高德

置业等
顺德区

108 佛山市精一智能家居产业园 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2021-2024 100000 10000 20000 土建 佛山市精一家具有限公司 顺德区

109 容桂伟安科创园
总建筑面积19.7万平方米，拟建10栋工业厂房及相关配套实
施

2021-2024 55000 25000 8000 土建
佛山市顺德区德伟创科技有

限公司
顺德区

110 顺德中集智城 建筑面积约59万平方米，建设工业厂房 2021-2025 300000 122643 74860 土建
佛山顺德高集科技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顺德区

111 佛山市华智科创中心 建筑面积102.5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及配套人才宿舍等 2021-2026 380000 135000 60000 土建 佛山市盈富科技有限公司 顺德区

112 佛山市万洋科创园 建筑面积约70万平方米，建设工业厂房、商业综合体 2021-2026 210000 100000 30000 土建
广东顺德万洋众创科技有限

公司
顺德区

113 东域·华南环境科技产业园 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及部分配套建筑 2021-2025 261500 98300 58300 土建
广东东域产业园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顺德区

114 中建国际智造未来港 建筑面积76.8万平方米，建设厂房 2020-2026 285714 101000 89000
土建、装修、设备安

装
广东顺德海亿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顺德区

115 佛山市东域·金谷产业园 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及部分配套建筑 2021-2026 116000 30000 25000 土建
广东东域恒创产业园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顺德区

116 盈石百布佛山智慧轻纺产业园
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建设生产性仓库、综合楼、道路及绿
化

2021-2023 100000 43465 40000 土建、设备安装
远盈（佛山）仓储服务有限

公司
高明区

117 佛山中南高科高明智汇城
总建筑面积23.24万平方米，新建厂房、宿舍楼及相关配套设
施

2019-2022 100000 60000 15000 土建
佛山市高明区锦实置业有限

公司
高明区

118 佛山平谦国际（高明）现代产业园项目
建设厂房及相关配套，引进以国内外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世界
500强企业以及行业龙头企业

2020-2024 500000 60000 40000 土建
佛山市高明平谦智造产业园

开发有限公司
高明区

119 佛山（高明）万洋众创城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办公楼、公寓等 2020-2024 200000 62243 40000 土建
佛山高明万洋众创城开发有

限公司
高明区

120 佛山市鑫创科技园
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引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相关产业

2019-2023 345000 230000 40000 土建
广东鑫创科创智谷发展有限

公司
高明区

121
星亦（佛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珠三角
跨境电商贸易港项目

建筑面积13.7万平方米。新建厂房、仓库 2020-2022 70000 51000 19000 土建
星亦（佛山）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高明区

122 宜家供应链华南区贸易中心项目
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建设全自动化立体仓库，半自动化立
体仓库、办公楼、停车场及其他生产生活配套设施

2021-2023 100000 20000 30000 土建
宜家供应链（佛山）有限公

司
高明区

123 佛山双子星总部经济项目

建筑面积53.78万平方米，建设办公楼、商业、商品房住宅、
人才住房、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物管用房、小区配套用房、
地下室、市政道路、架空城市公共景观广场及配套基础设施
等

2018-2023 350000 260000 50000 土建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水区

124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中南高科高端电子信
息科技园

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及生活配套建筑 2021-2025 100000 1000 20000 土建
佛山市三水区荣实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三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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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佛山市天粤科技园 建筑面积为40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及生活配套建筑 2020-2023 150000 53500 20000 土建、设备安装 广东天粤孵化器有限公司 三水区

126 朗华工业供应链智慧科技园项目

建筑面积79.7万平方米。建设工业供应链智慧科技园，引进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智能制造、半导体、5G产业、重工装
备为服务方向的分拣中心、工业耗材集散中心、组装中心及
总部中心

2022-2025 1000000 0 25000 土建 华际国际有限公司 三水区

127 粤港澳大湾区民生保障冷链物流园区
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大型冷库、农产品加工中心、
分拣配送物流综合中心、综合办公楼等

2021-2023 60000 42000 18000 土建、设备安装 广东天庄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省属项目

（七） 传统产业升级工程 21 项 2402432 959268 441400

128 金意陶总部绿色家居产业项目
建筑面积约11.4万平方米，建设金意陶总部大厦、智能孵化
中心、员工生活区及配套宿舍、智能制造厂房等

2021-2025 100000 10000 10000 土建
佛山市众义达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禅城区

129 百事食品广东食品生产基地 建设厂房，配套办公、后勤等设施 2021-2025 50000 32000 14400 土建、设备安装 百事食品（广东）有限公司 南海区

130
广东汇泰龙智能家居制造总部项目 （一
期）

新建办公楼、厂房、立体仓库，安装排水、供电及其配套设
施

2019-2022 50000 22200 5000 土建 广东汇泰龙科技有限公司 南海区

131 康宝·华腾厨电城 总建筑面积38.96万平方米，建设厂房及配套道路和绿化等 2020-2022 120000 95000 15000 土建
广东顺德恒智健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顺德区

132 伊之密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园
建筑面积44.70万平方米。建设高端智能装备产业示范基地，
主要生产注塑机和配套产业链产品

2020-2026 85000 35000 20000 土建
广东伊之密精密注压科技有

限公司
顺德区

133 杰森家电智造厂房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建设厂房，配备相关生产设备 2020-2025 100000 70000 10000 土建 广东依佛拉家居有限公司 顺德区

134 集龙公司智能家居设备制造项目
建筑面积为39.5万平方米，新建厂房和行政生活楼及配套工
程，生产智能家居设备

2020-2023 121432 84800 20000 土建 广东集龙产业园有限公司 顺德区

135 佛山乐华家居总部生产基地项目
建筑面积70.4万平方米，建设高层工业厂房及配套仓储、行
政生活建筑等

2020-2025 120000 54800 38000 装修、机电安装
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

司
顺德区

136 顺德区东菱智慧产业园
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建设生产厂房，配置相关设备和控制
系统等

2019-2023 200000 92627 40000 土建、设备安装
佛山市顺德区东菱智慧电器

科技有限公司
顺德区

137 佛山市海天（高明）增资扩产项目 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建设厂房等设施 2018-2023 110000 89841 11000 土建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

品有限公司
高明区

138 海天“绿色之路”产业智造示范园
新建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绿色智慧云仓港、绿色有机食品
园、绿色低碳制造示范园

2022-2028 200000 0 20000 土建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

品有限公司
高明区

139 佛山市美盈森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建筑面积45.3万平方米，建设厂房、仓库、综合楼等及相关
配套设施

2020-2024 100000 30000 10000 土建
佛山市美盈森绿谷科技有限

公司
高明区

140 佛山华兴绿色智能轻量化玻璃瓶扩建项目 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建设厂房等设施 2021-2025 150000 15000 20000 土建 佛山华兴玻璃有限公司 高明区

141 高端面膜及高能电子束辐照科技中心项目 建筑面积21.37万平方米，建设厂房等设施 2019-2022 110000 75000 35000 土建
广东美巢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水区

142 广东屈臣氏饮料制造项目
建筑面积6.9万平方米，建筑内容为厂房、仓库及其他生产配
套设施等

2021-2023 50000 10000 20000 土建
广东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
三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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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恒洁卫浴集团总部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建设厂房、仓库、宿舍、办公楼
、研发大楼及配套设施

2021-2023 140000 35000 30000 土建 恒洁卫浴集团有限公司 三水区

144
广东星星年产42万台智慧冷链设备新建项
目

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建设总装车间、物流仓库、科研楼
等

2022-2026 150000 0 20000 土建、设备安装 广东星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三水区

145 金禾食品健康高端米面油项目
采用新科技、新工艺打造休闲烘焙糕点、精细米、高端面条
、健康食用油等大健康产品的精深加工、研发产业基地

2022-2024 100000 0 15000 土建 广东金禾食品有限公司 三水区

146 佛山市三水新明珠新型节能环保板材项目
改造厂房，将原有6条瓷片生产线改为2条双层窑炉智能化岩
板生产线；拟建半成品生产车间、成品仓库、浆料中心车间

2021-2022 86000 66000 20000 土建、设备安装
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

有限公司
三水区

147 广东粤构绿色新型建材产业制造项目
新建厂房，建成后生产新型建筑材料、低碳节能环保复合材
料、PC构件、管桩、隧道盾构管片、混凝土制品等

2020-2022 100000 62000 38000 土建、设备安装
广东粤构新型建材产业有限

公司
三水区

148
佛山日丰管道智能机械设备及新型管道制
造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9.8万平方米，打造国内集机械设备制造研发、生
产线、产品销售的一流科技交流平台

2020-2023 160000 80000 30000 土建 日丰新材有限公司 三水区

（八） 农林牧渔项目 4 项 732265 97300 108000

149 南海扬翔农业互联网食品园区项目
建设三栋生猪养殖楼、环保处理中心、饲料车间工程、食品
加工中心及猪场配套工程

2021-2024 175000 7300 38000 土建、设备安装 佛山南海扬翔食品有限公司 南海区

150 佛山凌云花谷田园综合体
建设主题式花卉景区、文旅商业服务中心、花卉产业园区、
孵化器产业平台、研产销一体化、花木进出口中心、花木会
展中心、配套商业体系平台、生态智慧养老平台等

2019-2028 300000 40000 10000 土建
广东凌谷胜林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高明区

151 新广农牧白羽肉鸡育种研发基地
建设集现代化育种基地、家禽育种研究院、师范推广中心为
一体的育种创新示范园区

2022-2023 25000 0 10000 土建
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

公司
高明区

152 三水扬翔东达全产业链食品园区项目
建筑面积约39.2平方米，建设3栋猪舍楼、饲料车间、食品加
工中心、配套建设污水处理、无害化处理车间、洗消中心、
场内通道以及生产管理用房等设施等

2021-2023 232265 50000 50000 土建、水电设备
佛山三水扬翔东达食品有限

公司
三水区

三 民生保障工程 22 项 5251835 1225376 491100
（一） 教育项目 4 项 269710 7588 48700

153 广州美术学院佛山校区（一期）建设工程
总建筑面积36.45万平方米。建设校区综合楼、大教学楼、小
教学楼、图书馆、校史馆、报告厅、体育馆等，提供1000个
学位

2022-2024 83579 0 15400 土建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局 禅城区

154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改扩建工程 建筑面积约为3.9万平方米，新建一栋宿舍楼及综合楼 2021-2022 19279 5000 10300 土建 容桂街道建设工程管理中心 顺德区

155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粤港澳大湾区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项目

建设6栋专用科研用房及配套设施建筑面积12.16万平方米 2021-2027 75000 2588 8000 土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省属项目

156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南海校区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为19.98万平方米。建设教学实训用房、图书馆、室
内体育用房、校级办公用房、学生活动用房、学生宿舍等

2022-2025 91852 0 15000 土建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省属项目

（二） 医疗卫生项目 10 项 2284729 324296 246800

157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总院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21.2万平方米，按三级甲等医院的规模建设，附设
公共卫生医院、医疗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区级公共卫生数据
中心，总床位数为1000张

2022-2025 259878 0 8000 土建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禅城区

158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平洲医院）心
血管病大楼建设项目

建设心血管病大楼、污水处理站、门诊大堂（改建）等。总
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新建床位500床

2021-2025 108310 9063 14000 土建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第二人民医
院）

南海区

159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新建业务用房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7.87万平方米，新建住院综合大楼、感染病科
楼

2020-2024 65900 26266 15000 土建及装修 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南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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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佛山市和祐国际医院
总体规划1500床，一期规划1000床，含100床国际医疗和900
床普通床位，一期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

2021-2025 1000000 105500 80000 土建 广东和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顺德区

161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建设项目（易地
新建）

新建大型综合性三甲中医院，设置感染性疾病科并增加独立
医技用房。设置床位数1490床

2021-2024 250319 39521 20000 土建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顺德区

162 佛山市三水区新城医院建设项目
建设一座综合性医院，总建筑面积17.28万平方米，建设门急
诊楼、住院楼、科研楼、生活后期楼、学术交流中心等，设
置床位999床

2019-2024 172624 63000 35000 土建、装修、机电 佛山市三水区新城医院 三水区

163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5.25万平方米，建设规模1200个床位，建
设门诊楼、医技楼、住院楼、行政科教中心及佛山市眼科中
心等

2020-2024 247293 44694 45000 土建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市卫生健康局

164 佛山市新社会福利院
建筑面积8.33万平方米，床位规模不超过1400张，包括养老
服务床位1000张，儿童福利床位400张

2022-2024 51340 0 5500 土建 佛山市民政局 市民政局

16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附属口腔医院迁建工程 建筑面积约4.9万平方米，新建医疗大楼、宿舍楼等设施 2021-2023 31065 4632 5900 土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

166
佛山市御堡国际商务中心健康产业基地项
目二期

建筑面积23.56万平方米，引入精准免疫研究机构、干细胞研
究机构和国际高端养老机构

2020-2024 98000 31620 18400 土建
佛山市钧堡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南海区

（三） 文化旅游体育项目 6 项 2645228 878976 176800

167 佛山市有为馆项目
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建成以广府美术馆为主，兼顾公共
服务、文旅商业、休闲消费、文化创意等多种功能的佛山西
部文化综合体

2020-2023 60000 24300 12000 土建
佛山市南海区有为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南海区

168 佛山南国酒镇项目
建设展白酒文化体验区、高端白酒研发区和观光旅游博览区
等区域，发展涵盖白酒文化、渔耕粤韵文化、龙舟文化、特
色民宿、九江特色餐饮等元素的健康文化高地

2019-2024 150000 63600 24000 土建 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 南海区

169 顺德区德胜体育中心工程
建筑面积为21.05万平方米，建设综合体育场、综合体育馆、
游泳馆、训练馆、配套用房等

2020-2023 299959 88300 60000 土建、装修、机电
佛山市顺德区城区建设开发

中心
顺德区

170 佛山陌上花开四季花园项目
开展明城峰江石场生态修复、特色观赏性花卉育种种植及观
赏旅游等项目

2019-2024 100000 45000 10000 土建
佛山市高明区坤厚园艺股份

有限公司
高明区

171
佛山美的·皇朝白鹭湖森林生态旅游度假
区

建设白鹭生态区、茶文化创意园、户外儿童王国、欧洲风情
度假区、山谷温泉、环湖休闲绿道、湿地花海、绿野农业园
、白鹭像、汽车露营地、路亚基地等旅游项目

2017-2024 2000000 640000 60000 土建
佛山市皇朝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高明区

172 佛山粤剧院项目

建设粤剧旅游剧场（大剧场）、小剧场、粤剧电影院、粤剧
茶楼、练功房、粤剧非遗展览馆、粤剧图书资料馆、地下停
车场等相关配套设施以及道路绿化景观配套工程 ，建筑面积
3.41万平方米

2019-2022 35269 17776 10800 土建 佛山粤剧传习所 市文广旅体局

（四） 居民保障项目 2 项 52168 14516 18800

173 佛山市物资储备综合基地
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建设物资仓库、管理用房、晾晒场
、停车场以及出入库道路等

2021-2023 21000 5000 6000 土建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发展改革局

174
粮食仓储设施及小麦应急加工生产线建设
项目

建设3万吨立筒仓和2条小麦加工生产线及其附属设施，建筑
面积为3.339万平方米

2021-2022 31168 9516 12800 土建、设备安装 佛山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市粮食集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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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2022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计划（佛山市）

投资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建设单位 责任单位

合计(78项) 28094700
一 基础设施工程(34项) 18676800

（一） 新型基础设施工程（1项） /

1 广东智慧水利工程（一期）
搭建全省统一的智慧水利公共支撑体系、智能应用体系和综合门户为主，选
定一条流域开展全域感知网络体系试点建设

/ 广东省水利厅 省属

（二） 公路工程(7项) 3912400

2 南海至新会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约61.379公里 /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 省属

3
G80广昆高速公路粤境横江至马安段改
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51.127公里 / 肇庆粤肇公路有限公司 省属

4 惠州至肇庆高速公路白云至三水段 高速公路32.87公里 /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省属

5 广州至佛山第二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33.46公里 2130000 佛山市高速公路项目筹建处 市交通运输局

6
番禺沙湾至顺德北滘高速公路（三乐路
东延线复合通道工程）

上层高速公路12.145公里，下层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10.884公里 1080000 佛山市高速公路项目筹建处 市交通运输局

7 广明高速公路金白互通立交改造工程 新建互通立交一处，匝道总长4.783公里 52400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8
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交通枢纽轨
道交通预留工程

建设肇顺南城际、机场快线和预留线路三条轨道交通的车站和两侧区间土建
工程。预留工程合计车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

650000 佛山市机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市机场办

（三） 铁路工程（4项） /

9
深圳至南宁高铁珠三角枢纽机场至省界
段

铁路142.826公里 /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省属

10 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 铁路107公里 /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省属

11 肇顺南城际 城际铁路约150公里 /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省属

12 广佛江珠城际广州芳村至江门段 城际铁路约88公里 /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省属

（四） 机场工程(3项) 5950800

13
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南航基地项
目

建设内容包括机务维修区、货运物流区、航空配餐区、综合保障区等全流程
生产保障设施

200000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市机场办

14
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东航（含中
联航）基地项目

建设配套服务设施：机务维修区（包括机务业务用房、倒班宿舍、航材库、
危废品库、特种车库、机库等）、货运物流区（包括国内、国际货运站及车
辆维修用房等）、东航及中联航的综合保障区（包括综合业务用房、出勤楼
及单身公寓、停车楼及地面服务用房）

205300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暂定） 市机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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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建设单位 责任单位

15 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项目
建设一组两条远距平行跑道及滑行道系统，飞行区等级标准4F级，建设约37
万平方米的T1航站楼；配套建设综合交通中心、停车楼等交通设施，以及货
运、维修、消防救援、生产生活辅助设施、公用配套设施等

5545500 佛山市机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市机场办

（五） 港航工程（1项） 139000

16
佛山港了哥山港区本港作业区码头二期
工程

建设3个3000吨级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为集装箱15万标准箱 139000 广东顺控临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顺德区

（六） 能源工程(3项) 686800

17 佛山顺德均安热电联产项目 装机容量2×46万千瓦 285000 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 顺德区

18 大唐佛山高明燃气发电项目 装机容量2×70万千瓦 296500 大唐佛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高明区

19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项目

装机容量2×7.5万千瓦 105300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高明区

（七） 水利工程(2项) 14000

20
北江大堤芦苞河段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工
程

对北江芦苞河段主航道约1公里河段进行综合整治，包括拆除河段中汊现状锁
坝及丁坝，疏浚中汊河道，左汊河道新建丁坝2条、顺坝1条等

14000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省属

21 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工程
对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8市大江大河（含珠江
三角洲）上堤防及涵闸等建筑物进行达标加固和全面提标，拟巩固提升堤防
长度约1375公里

/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省属

（八） 城市建设工程(12项) 7708100

22 广佛同心桥工程 城市道路1.54公里 /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省属

23 沉香大桥 城市主干路全长约3.89公里 / 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管理中心 省属

24 西江中途泵站建设工程 新建规模为390万立方米每天加压泵站 84800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 省属

25 佛山综合保税区 建设内容包括网围区域内土地一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等 192800 待定 顺德区

26 佛山一环西拓西延至机场快速通道项目 城市快速路22.18公里 276200 高明区交通运输局 高明区

27 高明区三和路西延至机场通道项目 城市快速路约26.67公里 262300 高明区交通运输局 高明区

28
佛山横十线荷富路至新机场段快速通道
项目

城市快速路约29.55公里 432800 高明区交通运输局 高明区

29 佛山国家高新区云东海生物港建设项目
打造集生产制造、研发创新、企业孵化、人才培训和人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的多功能、多业态专业特色园区

870000 佛山三水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水区

30
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周边临空经
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机场大道等场外配套道路工程、高压输电线路等水电气管线迁改工程、
机场红线内用地征拆、拆迁安置项目、机场环境保护处置工程（含噪声防
治）、污水处理项目、地下室及商业和公建配套、给水工程、排水工程、供
电工程、通信工程、供气工程、环卫工程及绿化工程等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

1500000 佛山市机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市机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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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建设单位 责任单位

31
文华路南延线工程（新明一路至天成
路）

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路1.76公里 260000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32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十一号线工程 线路全长约36.3公里 2606400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轨道交通局

33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二号线二期工程 线路全长约23.5公里 1222800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轨道交通局

（九） 环保工程(1项) 265700

34 “无废南海”新型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
建设建筑材料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中心、污泥处理厂
（三期）、可回收资源分选及综合利用中心、工业固体废物中转及综合利用
中心、餐厨资源化利用生态基地、配套污水站等再生资源再利用设施

265700 瀚蓝绿电固废处理（佛山）有限公司 南海区

二 产业工程(36项) 5494800
（一） 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3项) 457000

35 顺德开源芯片产业基地项目

围绕集成电路产业链为核心，实现基于RISC-V技术的芯片研发、设计、应用
及人才培养体系，并建立基于含有独立知识产权和可持续研发突破能力的芯
片上下游产业体系，构建由科技教育中心、高新研创中心、芯片设计中心、
技术制作园区、智慧商务园区等组合而成，集“工作”“学习”“科研”“
创造”于一体的现代综合科技产业园

321000
广东赛昉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跃昉科
技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容芯产业

有限公司、开源芯片研究院
顺德区

36 富信科技半导体热电技术应用项目
以半导体热电技术为主导，建设高端制造业生产基地，用于半导体热电器件
、热电系统以及半导体热电整机产品的生产

60000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顺德区

37
通科先进半导体芯片封装测试产业基地
项目

总建设面积13万平方米，建设5栋生产车间以及1栋研发大楼并配备综合楼 76000 东莞市通科电子有限公司 三水区

（二） 高端装备制造工程(9项) 1343000

38
中集天达控股有限公司南方生产基地一
期建设项目

建设总装车间、生产车间、综合楼、技术中心等，建筑面积27.7万平方米 113000 萃联（深圳）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南海区

39
国家电投华南氢能产业基地项目（一
期）

围绕质子交换膜、碳纸、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等开展技术研发、装备制造与
示范应用推广，建设成为国家电投集团质子交换膜、碳纸华南地区唯一的氢
能产业基地

200000 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海区

40 拓野智能总部智慧工厂项目 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建设拓野智能总部及生产基地 100000 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顺德区

41 佛山市格兰仕工业4.0项目
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建立全白色家电生产基地，实现自动化生产，打造
全国工业4.0智能家电制造示范基地

200000 待定 顺德区

42
石龙富华电子、电源及其上下游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目

建设多个框架多层车间、研发楼及配套设施。主要生产LED驱动电源、医疗电
源产品等

200000 东莞市石龙富华电子有限公司 高明区

43 华南（三水）汽车零配件智造产业园
建设汽车零配件智造产业园。园区年再制造发动机60万台、变速箱10万台、
转向器8万套、涡轮增压器10万套、车身覆盖件4万套、电控产品12万只、高
性能车灯32万套的能力

210000 中国车汇莱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水区

44 三木机械设备智能制造项目 生产卫生用品设备、路桥建筑设备、管道设备 100000 金湖三木机械制造实业有限公司 三水区

45
海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产业基地

建成后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包，氢能源电动汽车储氢系统总成，汽车
仪表板、格栅、侧裙等内外饰塑胶件，汽车树脂冲压件等产品

120000 广州海天塑胶有限公司 三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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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估算总投资 建设单位 责任单位

46 彩虹集团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总部项目
建成后主要生产汽车精密座椅零件、保安系统零件、刹车系统零件、被动安
全系统零件和视觉系统零件等

100000 东彩精密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三水区

（三） 新材料产业工程(2项) 560000

47 天元汇邦新材料总部项目
建设生产车间、综合办公大楼，包括数码喷墨装饰纸生产车间、EPF包覆薄膜
纸生产车间、水性PVC装饰膜纸生产车间等

60000 广东天元汇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三水区

48 邦普电动汽车用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 建设广东邦普新总部，年产3万吨电动汽车用正极材料 500000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三水区

（四） 现代服务业工程(8项) 1472800

49 佛山医疗器械产业园 建设产业促进中心、厂房及配套宿舍等 141000 佛山鹏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禅城区

50 腾讯工业互联网粤港澳大湾区基地
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建设工业互联网运营服务中心、创新展示中心、人
才培训中心、创新孵化中心、工业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心等

500000 佛山西站建设局 南海区

51 佛山乐从钢铁物流加工贸易三期工程
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建设金属材料研发中心、金属展示中心以及仓储仓
库

50000 佛山市朝皓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顺德区

52 佛山市顺深产业城项目
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建设集生产厂房、产业主题基地、研发中心为一体
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

200000 待定 顺德区

53 货拉拉华南区智慧科技产业园项目
建设华南区域总部、研发中心与大数据中心、新能源货车基地、智慧科技仓
储与冷链

116800 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 高明区

54 佛山宜家华南新零售总部服务中心项目
建设辐射华南区域的电商物流中心，发展宜家家居线上销售业务。总建筑面
积4.05万平方米

65000 宜家物流服务（佛山）有限公司 高明区

55 万马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园
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建设以高端装备制造为核心产业群，发展智能家居
家电、前沿新材料、新能源为三大卫星产业

100000 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高明区

56 中国酒店用品行业总部产业港
总建筑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建设厂房、仓储物流用房、员工宿舍、办公楼、
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300000 广东信基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高明区

（五） 传统产业升级工程(10项) 1248000

57
广东汉清达科技有限公司高明智造基地
项目

总建筑面积10.16万平方米。从事电子雾化器研发制造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电
子烟

65000 广东汉清达科技有限公司 高明区

58
佛山天玻包装有限公司玻璃瓶罐建设项
目

引进玻璃生产线，打造海天玻璃产业，致力于玻璃瓶罐领域的开发及大批量
的产品制造

108000 广东天玻包装有限公司 高明区

59
佛山九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精密模具生
产项目

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建设精密模具生产项目 55000 佛山九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明区

60 广东省九江酒厂项目 建设酒类酿造车间及窖藏存储，生产各类型白酒、果酒及白酒 100000 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 高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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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广东科腾幕墙有限公司生产建设项目
新建厂房，集玻璃幕墙、铝合金门窗及其制品的研发、设计、加工、销售于
一体

80000 广东科腾幕墙有限公司 高明区

62 富利包装机械增资扩产项目 建设瓦楞纸板生产线、印刷及上下游相关设备等 100000 佛山市富利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三水区

63
广东阿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5700
吨卤制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建设项目

年产65700吨卤制肉制品及副产品 120000 广东阿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三水区

64 佛山玛格定制家居工业互联智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40.82万平方米，建设厂房、综合楼和其他配套设施等 300000 广东玛格家居有限公司 三水区

65
恒力泰建筑陶瓷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构建数字化生产线，年产300台（套）建筑陶瓷智能制造装备 70000 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三水区

66 嘉士伯（佛山）啤酒生产基地项目
新建厂房，建设啤酒生产基地，建成后主要生产销售各种啤酒、饮料及有关
副产品

250000 嘉士伯啤酒（佛山）有限公司 三水区

（六） 农林牧渔项目(4项) 414000

67
广东省顺德蝴蝶兰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项
目

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建设花卉种植窝棚及基地配套设施 38000 佛山市朝皓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顺德区

68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种养结合示范小区 建设肉鸡养殖禽舍、种鸡养殖禽舍，配套建设员工办公、生活用房等 76000 佛山市高明区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高明区

69 三水区何氏水产智慧园区项目
分两期建设，建设成全国较大规模的水产品生产基地、水产产品加工厂，水
产种苗交易平台，水产品全国配送中心和集散中心

250000 广东何氏水产有限公司 三水区

70
碧桂园大湾区现代都市农业综合示范基
地

建设无人化农场实验区、设施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区、生态智慧渔业区、农耕
文化旅游游览区等

50000 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三水区

三 民生保障工程(8项) 3923100
（一） 教育项目(2项) 1055000

71 佛山城市学院
建设行政办公楼、公共教学楼、实验楼、实验实习用房、图书馆、室内体育
用房、会堂、食堂、教职工公寓、学生公寓等，学生规模2万人

1000000 佛山市君御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高明区

72 华南师范大学工学部建设项目 建设工科大楼、工学部学生宿舍、工学部教学实验室等 55000 佛山市南海怡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市教育局

（二） 医疗卫生项目(2项) 418000

73
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新院区
建设项目

一期床位1000张，总建筑面积不少于16.4万平方米，建设医疗业务用房、妇
幼健康保健用房、科教研用房等

200000 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 顺德区

74 佛山市中医院扩改建项目
建筑面积13.4万平方米，设置1103张骨科病床；新建综合楼，承担急诊急救
和共享医技功能

218000 佛山市中医院 市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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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旅游体育项目(4项) 2450100

75 建川博物馆文博综合体
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以建川新中国百年博物馆为主引擎，创新“博物馆+
商业+研学+体验”的全新博物馆综合体模式，打造全国文博新高地和文化新
标杆

250000 暂未确定 南海区

76
佛山市富翔旅游文化有限公司高明更合
生态旅游度假项目

建设集美食、休闲娱乐于一身的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构成以多元化产业为
引导，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文旅创业产业园

253300 佛山市富翔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高明区

77 三水区文体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9.1万平方米。建设座多功能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
架空层、设备房、地下室、室外运动场及室外配套设施等

95800 佛山市三水区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水区

78 广东文教智谷项目
建筑面积约221.5万平方米。建设宜教、宜学、宜游、宜居的粤港澳大湾区优
质生活圈标志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文教旅交互融合综合体和港澳与内地师
生文化教育体育交流平台

1851000 广东智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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