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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晋市政办〔2022〕8 号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晋城市 2022 年省市重点工程

项目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晋城市 2022 年省市重点工程项目名单已经市委、市政府研

究确定，共 143 项，其中建设项目 111 项，前期项目 32 项。现

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压实工作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项目是第一

支撑鲜明导向，切实把项目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以强有力

的政治执行力狠抓任务落实。县（市、区）要落实属地责任，行

业主管部门要落实行业管理责任，加强对项目工作的管理，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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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项目工作格局。

二、优化调度管理。要制定针对性强的工作举措，对重点项

目实行“一图三单四制”和蓝黄红“三色”管理，以“图”管项

目、抓项目、推项目。要逐项逐月分解细化目标任务，专班推进、

专人负责，做实项目调度推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速。

三、强化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

走。审批部门要充分发挥集成效应，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提

高审批效率。规划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市管理、财政、

金融等要素资源保障部门，要按照“有限资源保重点”的要求，

主动对接项目，努力把有限的土地、资金、环境容量等要素向

重点工程倾斜、集聚，为项目加快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四、严格督查问效。坚持“两办”督查、部门监管、媒体曝

光、纪委监委监督相结合，运用 13710 系统、专项督查、日常检

查等方式，加强跟踪督办、强化督查问效，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

速度”。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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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 2022 年省市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共 143 项）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一、产业领域（68 项）

（一）新装备（11 项）

1 泽州县晋钢机电装备产业园项目 续建 泽州县 省重点

2
高平市氢驰动力新能源甲醇重整制氢燃料

电池项目
续建 高平市 省重点

3 山西英特丽 EMS 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省重点

4
中志（山西）科技光电触摸屏显示模组总

成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省重点

5
高平市康硕（山西）轻合金快速成型中心

项目
续建 高平市

6 山西丰鸿智能家居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7
开发区迈思科智能氮化镓快充、适配器、

充电器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8 开发区 LED 显示屏模组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9 开发区智能小家电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10 开发区龙鑫达无线充电器研发和生产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11
山西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特种通信产品生

产、测试、组装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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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二）新材料（3 项）

12 山西星心半导体封装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省重点

13 泽州县晋钢智造科技产业园项目 续建 泽州县

14 高平市不锈钢产业园（包含标准厂房） 续建 高平市

（三）生物医药和食品工业（1项）

15 高平市生物科技产业园 续建 高平市

（四）工业技改升级（2 项）

16
晋城富泰华第五代移动通讯设备精密零组

件智能化改造生产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省重点

17
陵川县春晨兴汇 179M

3
高炉及 21 万吨球墨

铸铁管冶铸一体化迁建项目
续建 陵川县

（五）能源革命（32 项）

18 晋控电力泽州县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新建 泽州县 省重点

19 泽州县万鑫顺达100WM光伏发电项目（二期） 新建 泽州县 省重点

20 晋能控股龙湾矿井及选煤厂项目 续建 阳城县 省重点

21 沁水盆地马必区块南区煤层气开发项目 续建 沁水县 省重点

22 山西聚力民生京津冀LNG调峰储备中心项目 续建 沁水县 省重点

23
沁水煤层气郑庄区块 5.5 亿方产能开发调

整项目
续建 沁水县 省重点



— 5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24 晋能控股东大矿井及选煤厂项目 续建 沁水县 省重点

25 中煤华晋里必矿井及选煤厂项目 续建 沁水县 省重点

26 沁水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前期 沁水县 省重点

27 晋能控股车寨矿井及选煤厂项目 新建 泽州县

28 晋城科源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泽州县

29 北纬公司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泽州县

30 金风天翼泽州县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泽州县

31 高平市矿山绿色开采试验项目（充填开采） 新建 高平市

32
山西高平源野煤业有限公司沟底矿井及选

煤厂项目
前期 高平市

33 大唐山西阳城河北 200MW 光伏发电项目 新建 阳城县

34 大唐山西阳城次营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新建 阳城县

35
大唐山西阳城东冶、白桑 100MW 光伏发电

项目
新建 阳城县

36 大唐山西阳城董封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新建 阳城县

37 煤矿乏风瓦斯治理及装备制造建设项目 前期 阳城县

38 晋能控股郑庄矿井及选煤厂项目 续建 沁水县

39 国能沁水县 20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新建 沁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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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40 国家电投山西沁水100MW地面集中光伏项目 新建 沁水县

41 粤电沁水县 100MW 平价光伏项目 新建 沁水县

42 国家电投沁水二期 80MW 光伏项目 新建 沁水县

43 龙源北纬沁水县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沁水县

44 金风天翼沁水县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沁水县

45 杰诚沁水县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 沁水县

46
金驹煤电化公司常店 6MW 分布式瓦斯发电

项目
前期 沁水县

47
金驹煤电化公司东大 6MW 分布式瓦斯发电

项目
前期 沁水县

48 山西晋城潘庄区块煤层气开发项目 续建
阳城县

沁水县

49 晋城电网 35-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续建 全市

（六）现代农业（2项）

50 晋城市丹河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 前期 泽州县

51 高平市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续建 高平市

（七）商贸物流（9项）

52 城区南村智慧物流园项目 新建 城区

53 城区万达广场项目 续建 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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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54 晋城市东滩会建设项目 续建 城区

55
凤城国际酒店 B区及 A区部分建筑室内外

修缮和室内装饰装修项目
续建 城区

56 泽州县青年城项目 续建 泽州县

57
中通快递山西（晋城）智能科技电商快递

产业园项目
新建 泽州县

58 晋城市远中物流园项目二期 前期 泽州县

59 高平市农商智慧城项目 续建 高平市

60
山西华约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写字楼项目

（晋城市国晋大厦）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八）文旅康养（8项）

61 陵川县王莽岭旅游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 续建 陵川县 省重点

62 凤城康养中心项目 新建 城区

63 城区程颢书院文化产业园项目 新建 城区

64 城区白马寺玉苑康养项目 续建 城区

65 泽州县金村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续建 泽州县

66
陵川县七彩太行•云上太行冰雪运动休闲

度假小镇一期项目
续建 陵川县

67 陵川县丈河文旅康养示范区建设项目 续建 陵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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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68
太行一号文旅康养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示

范带建设项目
续建

泽州县

高平市

阳城县

陵川县

沁水县

二、基础设施领域（30 项）

（一）新基建（5 项）

69
晋城市城市生命线和数据要素市场化研究

建设项目
新建 全市 省重点

70 晋城市智慧交通综合治理建设项目 新建 城区 省重点

71 智慧城市安全运营中心服务项目 新建 城区 省重点

72 智慧晋城运营指挥中心、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续建 城区 省重点

73 高平数字政府建设项目 续建 高平市

（二）铁路（5项）

74 高平市西部铁路专用线项目 新建 高平市 省重点

75 晋城市国睿运通物流有限公司专用铁路项目 新建
泽州县

阳城县

76 晋侯高铁项目 前期 阳城县

77 沁秀龙湾专用铁路项目 前期 阳城县

78
晋能控股东大郑庄专用铁路与中煤华晋集

团晋城能源有限公司里必煤矿铁路专用线
前期 沁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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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三）公路（11 项）

79 国道208长治司马至高平刘庄段改扩建工程 新建 高平市 省重点

80 晋城东南过境（北义城至大箕）高速公路 前期 泽州县 省重点

81 省道 366 老马岭至杨河桥改建工程 前期 沁水县 省重点

82 国道 342 晋城市过境段书院街连接线工程 续建 城区

83 晋城西收费站改造工程 前期 城区

84 长晋高速路神农互通工程 前期 高平市

85 阳城县桑田大道工程（阳高泉至张峰道路） 续建 阳城县

86 阳城县滨河东路延长线坡底段综合工程 续建 阳城县

87
国道 207 线长治晋城界至陵川段升级改造

工程
续建 陵川县

88
晋城市西上庄至北留周村工业园区一级公

路工程
新建

城区

泽州县

89 机场大道 前期
城区

泽州县

（四）机场（1项）

90 晋城民用机场项目 前期 泽州县 省重点

（五）水利（4项）

91 晋城市郭壁供水改扩建工程 续建 泽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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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92 陵川县东双脑调水工程 续建 陵川县

93 晋城市杜河水库至市区应急水网工程 前期
城区

泽州县

94 晋城市东焦河水库至市区应急水网工程 前期
城区

泽州县

（六）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4 项）

95 阳城•苏州智慧产业园建设项目 续建 阳城县 省重点

96 陵川县礼杨工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续建 陵川县

97 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续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98
开发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产业园一期项目

（智能显示器件制造园）
新建

晋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

三、社会民生领域（45 项）

（一）卫生健康（7项）

99 晋城市人民医院易址扩建项目 续建 城区

100 城区禾瑞尚康妇幼医养中心项目 续建 城区

101 城区瑜园老年公寓二期项目 续建 城区

102 市残疾人康复医院 新建 城区

103 泽州县大健康产业园区项目 续建 泽州县

104
高平市人民医院门诊楼、体检与康复中心

及配套工程
续建 高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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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105 沁水大医院建设项目 续建 沁水县

（二）教育（2项）

106 丹河新城教育园区项目 续建 泽州县

107 阳城县职业教育中心项目 续建 阳城县

（三）城市更新（21 项）

108 丹河新城金村起步区项目 续建 泽州县 省重点

109 城区老城回迁安置楼一期项目 续建 城区

110 中原街景观大道绿化工程 续建 城区

111 城区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续建 城区

112 龙马湖南扩建设项目 续建 城区

113 时家岭公园项目 续建 城区

114 丹河快线“1+3”迎宾大道景观绿化工程 续建 泽州县

115 老城二期（东西大街以北片区改造）项目 新建 城区

116 城区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新建 城区

117 文博路至文峰路连通工程 新建 城区

118 主城区内涝积水点治理工程 新建 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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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119 打通断头路工程（含 8条路） 新建 城区

120 泽州公园南广场提升改造工程 新建 城区

121 崇实公园项目 新建 城区

122 主城区零星地块绿化工程 新建 城区

123 北环路绿化工程 新建 城区

124 文博路绿化工程 新建 城区

125 文峰公园项目 前期 城区

126 南环路工程 前期 城区

127 玉屏路道路工程 前期 城区

128
高平市主城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

工程
前期 高平市

（四）生态修复治理（7 项）

129 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项目 续建

泽州县

阳城县

沁水县

省重点

130 晋城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续建 全市 省重点

131 主城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 续建 城区

132 市正源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改造项目 续建 城区

133 花园水系边坡水毁修复工程 新建 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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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备注

134 晋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项目 新建 泽州县

135
黄河流域丹河上游（高平市域）生态修复

综合治理项目
前期 高平市

（五）其他民生（8项）

136 武警晋城支队机关迁建项目 续建 城区

137
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和专业技术用房及附

属配套设施工程
续建 城区

138 高平市第三热源厂热电联产项目 续建 高平市

139 市公安局综合执法监管中心项目 新建 城区

140 市城市展览馆项目 新建 城区

141 市科技馆项目 前期 城区

142 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职工健身中心） 前期 城区

143 市体育场升级改造项目 前期 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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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市属各事业单位，驻市各单位，各大中型企业。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