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2022年04月中山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批信息公告

序号 项目代码 项目单位 市、镇街 地址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地面积(平方米) 发证日期 证书编号

1 2203-442000-04-01-883936 中山市阜沙镇城管住建和农
业农村局

中山市阜沙镇 中山市阜沙镇卫民村、上南村
阜沙镇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
438.49 - - 2022-04-15 中发改阜沙投审〔2022〕2号

2 2203-442000-04-01-504471
中山市板芙镇城市更新和建
设服务中心(中山市板芙镇

土地房屋征收中心)
中山市板芙镇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门前道路 河西公路板芙村段改造工程 482.85 - - 2022-04-18 中发改板芙投审〔2022〕10号

3 2020-442000-48-01-087772 中山市坦洲镇城乡建设服务
中心

中山市坦洲镇 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
坦洲镇环洲南路与芳草街接

驳段道路建设工程
988.77 - - 2022-04-06 中发改坦洲投审〔2022〕5号

4 2202-442000-04-01-344645 中山市民众镇浪网小学
中山市民众街

道
中山市民众街道浪网村

民众街道浪网小学运动场改
造工程

370.2 - - 2022-04-06 中发改民众投审〔2022〕4号

5 2109-442000-04-01-171720 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
设服务中心

中山市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鸿发中路、鸿发西路
中山市黄圃镇鸿发中路、鸿

发西路道路改造工程
2899.72 - - 2022-04-11 中发改黄圃投审〔2022〕10号

6 2203-442000-04-01-539613
中山市板芙镇城市更新和建
设服务中心(中山市板芙镇

土地房屋征收中心)
中山市板芙镇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村金钟下巷98-107号后山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村金钟下
巷98-107号后山不稳定斜坡

地质灾害点治理工程

1406.73 - - 2022-04-18 中发改板芙投审〔2022〕9号

7 2112-442000-04-01-868504 中山市公路事务中心 中山市 中山市南三公路南三街路口至黄沙沥大桥西侧
中山市南三公路（南头至黄

圃段）快速化改造工程
239083.4982 - - 2022-04-11 中发改投审〔2022〕21号

8 2020-442000-84-01-100705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中山市小榄镇 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中65号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职工停
车场及规培中心大楼工程

10503.35 24982.25 - 2022-04-15 中发改小榄投审〔2022〕5号

9 2202-442000-04-01-257687 中山市代建项目管理办公室 中山市东区 中山市东区 兴中道提升（二期）工程 2473.51 87295.8 - 2022-04-18 中发改投审〔2022〕22号

10 2202-442000-04-01-100765 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
中山市火炬开

发区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一路留创园园区

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实
验室装修工程

991.32 - - 2022-04-18 中发改火炬投审〔2022〕12号

11 2112-442000-04-01-935246 中山市代建项目管理办公室 中山市 中山市
岐江道工程（东岸—广澳高

速至恒发街）
596991.41 - - 2022-04-22 中发改投审〔2022〕23号

12 2111-442000-04-01-229783 中山市公路事务中心 中山市 中山市中山市沙溪镇、大涌镇
中山市隆盛路至溪叠路道路

工程
16961.4491 - - 2022-04-26 中发改投审〔2022〕25号

13 2201-442000-04-01-824444 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中山市
中山市黄圃镇、三角镇、民众街道、火炬开发

区
中山市民古路一期工程 544283.4242 - - 2022-04-25 中发改投审〔2022〕24号

14 2020-442000-48-01-018287 中山市小榄镇城市建设和管
理局

中山市小榄镇 中山市小榄镇
中山市小榄镇同利路（东升
段）道路工程（一期）项目

17372.68 121074.55 - 2022-04-28 中发改小榄投审〔2022〕6号

15 2204-442000-04-01-401194 中山市三乡镇水务事务中心 中山市三乡镇 中山市三乡镇西山社区
三乡镇西山社区田芽排洪渠

整治工程
397.85 - - 2022-04-27 中发改三乡投审〔2022〕5号

16 2202-442000-04-01-869691 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
设服务中心

中山市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新丰北路规划片区
中山市黄圃镇新丰六号路道

路工程
639.71 - - 2022-04-28 中发改黄圃投审〔2022〕12号

17 2204-442000-04-01-581389 中山市三乡镇水务事务中心 中山市三乡镇 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
三乡镇古鹤村古鹤坑河整治

工程
184.19 1 - 2022-04-27 中发改三乡投审〔2022〕4号

18 2020-442000-48-01-095795 中山市古镇建设开发总公司 中山市古镇镇 中山市古镇镇顺平路、顺成三路
古镇镇顺平路、顺成三路

（华博路至曹盛路）道路工
程

5490 - - 2022-04-29 中发改古镇投审〔2022〕4号

19 2202-442000-04-01-977237 中山市神湾镇总工会 中山市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宥南村 神湾镇工人文化宫项目 1366.44 - - 2022-04-28 中发改神湾投审〔2022〕5号

20 2203-442000-04-01-903642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中山市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黄圃镇龙安街32号 中山市黄圃镇人民医院旧住
院大楼专业科室建设工程

1217.43 - - 2022-04-29 中发改黄圃投审〔2022〕14号

21 2202-442000-04-01-850795 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
设服务中心

中山市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黄圃镇兆丰村
中山市黄圃镇三六九旁市政

道路工程
1787.38 - - 2022-04-29 中发改黄圃投审〔2022〕13号

22 2201-442000-04-01-349675 中山市东凤镇城管住建和农
业农村局

中山市东凤镇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社区、民乐社区 东凤镇东富路升级改造工程 6487.88 - - 2022-04-29 中发改东凤投审〔2022〕18号

23 2204-442000-04-01-391171 中山市黄圃镇工业开发有限
公司

中山市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健智路
黄圃镇食品园6亩厂房建设

工程
2594.32 10131.24 - 2022-05-01 中发改黄圃投审〔2022〕16号

24 2204-442000-04-01-731273
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更新和
建设服务中心（土地房屋征

收中心）
中山市南区 中山市南区龙环村

南区理丹厂地质灾害隐患点
整治工程

617.8 - - 2022-04-29 中发改南区投审〔2022〕4号

25 2202-442000-04-01-125872 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
设服务中心

中山市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大雁
中山市黄圃镇大雁片区路网

建设工程
2825.84 - - 2022-04-29 中发改黄圃投审〔2022〕15号



26 2204-442000-04-05-312762 中山市神湾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镇宥南村
神湾镇神湾中学田径场主席
台后侧不稳定斜坡整治工程

187.82 - - 2022-04-29 中发改神湾投审〔2022〕6号

27 2201-442000-04-01-117438 中山市东凤镇城管住建和农
业农村局

中山市东凤镇 中山市东凤镇
东凤镇凤翔大道提升改造工

程
19874.01 145000 - 2022-04-29 中发改东凤投审〔2022〕20号

28 2202-442000-04-01-965993 中山市东凤镇城管住建和农
业农村局

中山市东凤镇 中山市东凤镇 东凤镇东阜路辅道拓宽工程 22958.27 205170.1 - 2022-04-29 中发改东凤投审〔2022〕21号

29 2201-442000-04-01-903255 中山市东凤镇城管住建和农
业农村局

中山市东凤镇 中山市东凤镇
东凤镇民乐社区中心排河内

涝整治及整体提升工程
2602.22 76500 - 2022-04-29 中发改东凤投审〔2022〕19号

30 2204-442000-04-05-692957 中山市神湾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中山市神湾镇神溪村
神湾镇定江街118号后山崩

塌边坡治理工程
38.93 - - 2022-04-29 中发改神湾投审〔2022〕11号

31 2204-442000-04-05-976334 中山市神湾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中山市神湾镇宥南村
神湾镇南镇村南镇自来水厂
南侧地质灾害隐患应急治理

工程

95.93 - - 2022-04-30 中发改神湾投审〔2022〕12号

32 2204-442000-04-05-137242 中山市神湾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中山市神湾镇海港村
神湾镇海港村育才学校滑坡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219.22 - - 2022-04-29 中发改神湾投审〔2022〕10号

33 2204-442000-04-05-918849 中山市神湾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中山市神湾镇神溪村西虹街 8 

号东北侧

神湾镇西虹街8号东北侧边

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320.7 - - 2022-04-29 中发改神湾投审〔2022〕8号

34 2204-442000-04-05-421401 中山市神湾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中山市神湾镇神溪村
神湾镇祥滨街50号西北侧边

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117.31 - - 2022-04-29 中发改神湾投审〔2022〕9号

35 2204-442000-04-05-128981 中山市神湾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中山市神湾镇有南村
神湾镇南镇村沙黎头村南侧
斜坡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工程

125.34 - - 2022-04-29 中发改神湾投审〔2022〕7号

注：本信息统计时间以领证办结时间为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