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1

惠州市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2020年投资计划

建设单位

小计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

总计252项 48280320 8798321 

一 基础设施项目（86项） 23112281 4461825 

（一） 公路工程（25项） 5702162 1082076 

投产项目（8项） 1838475 712076 

1
河惠莞高速公路河源紫金至惠

州段
全长29公里，双向六车道。 385273 151627 路基、桥涵、隧道工程建设。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2
河惠莞高速公路惠州平潭至潼
湖段

全长45.9公里，双向六车道。 1013828 422065 路基、桥涵、隧道工程建设。
惠州河惠莞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3
长深高速（G25）惠州白石互通

立交工程
双喇叭互通立交。 18006 10000 路面、房建、机电工程施工。

广东河惠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4 芦泰大桥及其引道工程 全长约7.61公里，双向4车道。 63787 27787 建设路基、路面、桥梁、涵洞及附属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直属分

局地方公路站

5
惠东县道X213线及沿海支线升

级改造工程

全长36.656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建设。
121363 33746 建成通车。 惠东县交通运输局

6
惠东县黄埠平东公路建设工程

（主线）

全长4.697公里，路基宽7.5米，设计时速30公里

/小时。
15096 5779 完成项目全部工程并通车。 惠东县交通运输局

7 博罗县双龙大道公路工程
全长10.199公里，采用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

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速度采用80公里/小时。
80722 20672 进行路基、路面、桥涵、绿化建设。

惠州中铁建港航局基

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8 金龙大道改造工程 全长约8.8公里，道路宽50-57米。 140400 40400 
征地拆迁、道路、排水、照明、综合管廊等工

程建设。

惠州中建市政五路投

资有限公司

续建项目（12项） 1865292 229000 

9
河惠莞高速四环出口连接段工

程
城市主干道长11.3公里。 194042 32000

进行征地拆迁、道路、桥梁、隧道、排水、绿

化等工程建设。

惠州中建市政五路投

资有限公司

10 韶关翁源至新丰高速惠州段
惠州段全长7公里，新建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100公里/小时。
99225 20000 

隧道工、路面、机电、房建、绿化及交安工程

等。

广东韶新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11

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汕尾

陆丰至深圳龙岗段改扩建项目

惠州段

惠州市境内路线长62.56公里。 1050000 50000 征地拆迁、临时工程、路基工程等。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12
芦洲至泰美大桥二期引道工程

(生态园进场路)

全长15.849公里，采用三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

两车道，水泥混凝土路面。
50048 15000 路基、路面、桥涵及其他附属工。

惠州市交通运输局直

属分局地方公路站

13
白云大道（省级S356线淡水秋

长段）一期改造工程

全长约5.746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原有白云

坑桥拆除重建。
31773 12000 

进行雨污水管网、局部路面改造，拆除重建白

云坑桥。 惠阳区交通运输局

14
惠阳区将军东路（X225线黄竹

沥至周田段）建设项目

全长约3.22公里，连接老将军路、叶挺故居路，

双向六车道。
29560 10000 

进行路基填筑和全路段雨污水水管道建设 ，完

成边坡防护和桥涵建设。
惠阳区交通运输局

15 惠州大道东段延长线改建工程
全长22.96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80公里/

小时。
189834 30000 进行路面、路基、桥涵和污雨水工程施工。 惠东公路管理局

16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进厂

公路建设工程

全长6.29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

准设计，设计行车速度为60公里/小时。
48429 10000 进行隧道、桥梁下部结构及路基路面施工。 惠东县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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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惠东县新平大道改建工程

全长约17.078公里,维持现有道路（二级公路、

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标准结合城市道路功能

进行路面改造。

40861 10000 进行路基路面、桥涵工程施工。 惠东公路局

18 惠东新吉盐公路新建工程 全长8公里，双向六车道。 43600 10000 进行路基路面、大桥下部结构施工。 惠东县交通运输局

19

金龙大道（国道G220线博罗公
庄至杨村十二岭段和国道G205

线博罗十二岭至四角楼段）路

面改造工程

对旧路病害进行彻底处治，加铺沥青面层。 38139 20000 进行路基、路面、桥梁施工。
惠州市博罗公路管理

局

20
省道S255线博罗龙桥东江大桥

改扩建工程
全长1.894公里，桥梁长1.602公里。 49781 10000 

进行旧桥拆除及右幅桥部分基础与下部结构施

工。

惠州东江龙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新开工项目（5项） 1998395 141000 

21 广惠高速公路长坑互通
采用高速侧B型单喇叭互通+地方路侧半定向匝

道，匝道总长4.508公里。
30500 6000 进行路基、桥涵建设等。

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22
广惠高速与惠深沿海高速连接
线工程（惠州市南北交通轴

线）（一期）

建设主线约67公里的快速路及沿线28座互通立交

。
1000000 50000 

建设江北段快速路、万年大桥、大亚湾隧道及
与东西轴线相交互通立交等交通配套基础设施

。

市交投集团有限公司

23 韶惠高速公路龙门至惠州段 全长61.919公里，双向六车道， 791535 70000 路基、桥涵、隧道工程建设。
惠州惠龙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24 惠州机场疏港快线（一期）
全长41公里，按一级公路结合城市主干道标准建

设，双向八车道。
131300 10000 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惠阳区公路局

25 惠城区X205二期改扩建工程
全长5.52公里，按双向六车道建设，道路宽25.5

米,桥面26.1米。
45060 5000 进行桥梁、基础工程等。 惠城区高新园管委会

（二） 铁路工程（8项） 4729466 897550 

续建项目（3项） 3538363 731600 

26 赣州至深圳铁路惠州段
全长8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小时，设车站3

座。
1320063 435900 路基、桥涵、隧道工程建设。 赣深铁路深圳指挥部

27 广州至汕尾铁路惠州段
全长11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小时，设车站4

座。
2172300 266700 路基、桥涵、隧道工程建设。 广汕铁路广州指挥部

28
新建广州至汕尾铁路惠州段“

三电”及管线拆迁工程

配合广州至汕尾铁路惠州段正线、联络线及相关

工程建设及运营的“三电”及管线迁改。
46000 29000 完成在运营的“三电”及管线迁移。

市港航空铁路事务中

心

新开工项目（5项） 1191103 165950 

29
赣深高铁惠州北站综合配套设

施工程

分为两期实施，一期主要是涉铁工程；二期主要

是南广场工程。
277884 88450 

桥梁工程、基坑开挖、市政道路与车站匝道桥

等施工。

市交投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铁路公司

30
赣深高铁博罗北站综合交通枢
纽配套工程

建设客运站、公交站、停车场、站前广场、总长
约3.7公里的站前大道等。

15000 12000 完成征拆、路基及站场建设。 博罗县交通运输局

31
赣深高铁仲恺站房周边配套设

施建设工程

建设科融二路西段和西大道南段等配套道路和基

础设施。
27395 5500 完成路基建设。

仲恺城市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32
广汕铁路惠城南站综合交通枢

纽配套项目

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主要为涉铁工程；二期工

程为北广场及出租场站、公交场站、长途场站、

社会停车各类交通接驳场站，高架进站匝道，地

铁站厅、换乘大厅及周边主要接驳市政道路工程

。

510824 50000 

进行场地平整、基坑工程、地铁区间和站点主

体结构、换乘大厅主体结构、南北广场地下人

行通道主体结构和周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 。

市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33 莞惠城际北延线项目

从莞惠城际小金口站延伸至赣深铁路惠州北站 ，

全长7.926公里，设计速度目标标值160公里/小
时，正线双线，线间距4米。

360000 10000 完成征拆、进行基坑开挖施工。
市交投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铁路公司

（三） 机场工程（1项） 11500 1500 

新开工项目（1项） 1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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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惠州机场飞行区改造工程
按民航标准改造2个联络道，新建1条长2400米的

民航专用滑行道，扩建8-9个停机位。
11500 1500 

开展联络道改造施工，停机位扩建和新建滑行

道报批工作。

市港航铁事务中心

广东省机场集团管理

有限公司

（四） 港航工程（1项） 13267 8267 

投产项目（1项） 13267 8267 

35
惠州港马鞭洲燃料油保税库及

配套码头工程

新建2座5000吨级码头（长度和结构均按1万吨级

预留），工作船码头移位重建。
13267 8267 完成2个5000吨级燃料油码头泊位建设。

惠州市大亚湾华德石

化有限公司

（五） 能源工程（11项） 7986085 1294132 

投产项目（4项） 1014269 381932 

36

"十三五"期

输变电工程

惠州500千伏输变

电及线路工程

所有在建的500千伏输变电项目，建设500千伏线

路280千米，变电容量500万千伏安。
217429 13493 土建建设，设备安装。 惠州供电局

37
惠州220千伏输变

电及线路工程

所有在建的220千伏输变电项目，建设220千伏线

路618.83千米，配套110千伏线路352.08千米,变

电容量330万千伏安。

322229 148663 土建建设，设备安装。 惠州供电局

38

惠州110千伏输变

电及10千伏及以下
配网工程

所有在建的110千伏输变电项目，建设110千伏线

路251.31千米，变电容量148.6万千伏安。建设

10千伏及以下线路730.75千米，配变容量36.8万

千伏安。

431274 181440 土建建设，设备安装。 惠州供电局

39 华润惠州龙门龙华风电场
总装机容量10万千瓦、建设33台风力发电机组和

1座110千伏升压站。
43337 38337 完成49.9万千万风电装机和并网工作。

华润新能源（龙门）

有限公司

续建项目（3项） 4998483 852200 

40
中广核惠州港口一期海上风电

场项目

建设装机容量40万千瓦海上风电场，配套建设一

座海上220千伏升压站、35千伏集电海缆、220千
伏登录海缆、一座陆上控制中心。

817943 50000 
完成各项专题评审、报批，陆上集控中心开工

建设，开展海缆敷设。

中广核新能源（惠

州）有限公司

41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一期工

程
建设2×120万千瓦核电机组。 4153486 800000 进行土建施工。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

公司

42
惠州市惠南-马安-鸿海片区集

中供热项目

建设惠南-马安-鸿海片区的集中供热，管网规划

总长90.18公里。
27054 2200 完成电厂至九惠制药公司段的工程建设 。 惠南科技园

新开工项目（4项） 1973333 60000 

43
广东惠州东江科技园冷热电联

供项目

总装机容量为3×12万千瓦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

组及相应配套设施。
180000 10000 完成用地摘牌，开展基础工程建设。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44 惠州LNG接收站 首期400万吨/年，最终1000吨/年。 590000 20000 接收站储罐、码头施工。
广东惠州液化天然气

有限公司

45
中广核惠州港口二期海上风电

场项目

规划装机容量60万千瓦，配套建设海上220千伏

升压站、35千伏集电海缆、220千伏送出海底电

缆和陆上控制中心。

1080000 20000 
建设陆上集控中心、海上升压站、220千伏海底

电缆，35千伏集电海缆和风力发电机组。

中广核新能源（惠

州）有限公司

46
惠州丰达电厂二期天然气发电

扩建项目

建设两台套460MW级机组，本期先建设一台套

460MW级机组及配套共用系统，投产后年发电量

14亿千瓦时。

123333 10000 进行土建施工。
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

有限公司

（六） 水利工程（10项） 818830 346348 

投产项目（7项） 456961 189940 

47 惠东县稔平半岛供水工程
供水管道62.229公里及配套设施建设，日供水45

万吨。
119309 43309 

泵房建设、征地、电力设施，隧洞开挖，管道

铺设。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48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一期
淡水工程及石料厂工程

核电厂淡水供水供水管线和净水厂，输水管线单
线总长约21.2公里，核电厂前期石料场工程。

22888 15000 
核电取水前池和泵站、供水管线配套石料场主
体工程。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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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惠州大堤（南堤）堤路贯通工

程

建设道路13.52公里，加固防洪堤12.72公里，拆

除重建沙墩头和学田山排涝站，完善相关截污设

施及市政道路配套设施等。

183946 27066 

第一标段全面完成工程建设；第二标段完成工

程结算工作；第三标段完成工程扫尾、验收及

结算工作。

惠州大堤（南堤）管

理中心

50

惠州市北部3条河涌（小金河、

风门坳河、白石渠）截污治污
工程

新建截污管道约5公里，新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

站2座，清理河道淤泥、垃圾。
8893 7764 建成投产。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51
惠东县稔平半岛新建水厂及配

套管网工程
新建稔山水厂、平海水厂及相关配套管网。 76162 71162 建成投产。

惠州水务集团东郡水

业有限公司

52 东江引水工程（一期） 新建原水输水管道约12.3公里。 34983 13983 建成投产。
惠州市惠阳供水有限

公司

53 惠州市马安河截污治污工程

新建截污管道约9公里，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1座

、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1座，清理河道淤泥、垃

圾。

10780 11656 建成投产。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续建项目（2项） 288269 151408 

54 陈江河改造（一期）工程 建设陈江人民公园和11.7公里管网。 22200 4400 
进行河道整治、陈江人民公园及地下停车场建

设。
陈江街道办

55
东江大堤（江南大道仲恺段）

堤路建设工程

堤路工程全长16公里，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为

60公里/小时；治涝工程包括拆除重建11座穿堤

排水涵闸；给排水工程。

266069 147008 

一期工程：路面安装施工、交通标识标线施工
、电气照明施工广和站闸设备安装及调试 、管

养区及管养房施工；二期工程：征地拆迁及路

基施工。

仲恺区农村工作局

新开工项目（1项） 73600 5000 

56
惠州市惠东白花河治理项目
（一期）

治理白花河道33.6公里，新开截洪河道4.13公里

、新增低水头发电站1座，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结合地形地貌增设水上游乐设施等，提高

河道周边土地价值，改善当地投资环境。

73600 5000 完成新开截洪河1公里。
惠东县水务工程建设
服务中心

（七） 环保生态建设工程（7项） 1559947 354136 

投产项目（2项） 148511 103449 

57 博罗县沙河综合治理工程

对长约4.56公里的园洲镇河道进行综合治理，新

建水闸2座、桥涵3座，新建护岸8.5公里，沿河

道两岸新建岸顶道路约7.8公里；对长约4.3公里

的石湾镇河道进行整治生态修复工程 ，包括堤岸

整治、堤身防渗处理、河岸清淤、堤坡绿化修复

、滩地平台绿化修复等。

61511 46449 完成园洲和石湾的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
博罗县园洲镇政府

博罗县石湾政府

58
博罗县城镇生活污水基础设施
统筹建设工程

新建设计规模1.21万立方米/天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及新建管网约120公里。

87000 57000 
续建三座污水处理厂建，新建排水管网86公里
。

博罗县住建局

续建项目（4项） 1105836 200687 

59
惠州市金山新城水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

建设截污治污、內源治理、防洪排涝、水资源配

置及5公里碧道。
515258 100000 征地拆迁、土建施工。

惠州水务集团碧水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0
惠阳环境园生活垃圾焚烧二期

项目

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规模3400吨/天，一阶段

1700吨/日，二阶段1700吨/日。
178628 50000 完成项目一阶段建设。 惠阳区环卫局

61 惠阳淡水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配套管网和补水工程
等，确保淡水河水质达标。

332850 30687 
建设20公里管网及一体化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
、引水工程。

惠阳区政府

62
惠东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项目

新建港口、增光、安墩热汤等3座污水处理设施

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网72.77公里，扩建

高潭二期污水处理设施，提标升级改造多祝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

79100 20000 进行提标污水厂主体工程建设。
惠东县华禹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新开工项目（1项） 305600 50000 

63 惠州仲恺潼湖流域整治工程

对南塘河、甲子河、梧村河、红岗新河等进行水

环境综合治理和东岸涌清淤疏浚治理 ，建设惠州

市第七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观洞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红岗排涝站重建工程等。

305600 50000 

进行清淤疏浚治理，启动惠州市第七污水处理

厂三期工程、观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红岗排

涝站重建工程等。

仲恺高新区管委会

（八） 科技基础设施工程（6项） 1358081 226242 

投产项目（1项） 57900 31600 

第 4 页，共 23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2020年投资计划

建设单位

小计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

64
仲恺智能终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基础设施项目

进行用地范围内的可出让用地的土地征收 、盘整

、场平及基础市政配套工程。
57900 31600 

完成新华大道至产业二路段、新陈大道至潼侨

大道段、产业一路、产业二路、产业三路、尧

里中路建设。

区城发集团

续建项目（3项） 1045181 153642 

65

中科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HIAF）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

装置（CIADS）项目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加速器系统、实验终

端等。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CIADS）强流

质子直线加速器、高功率散裂靶、次临界快中子

反应堆等主体工程。

343786 1200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

及其配套工程。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惠州离子科学
研究中心

装置区4.8万平米通用建筑，装置区700万方土石

方工程，装置区供水工程，总部区5.2万平米通

用建筑。

195126 35000 建设总部区和装置区的土建及供水工程 。
市代建局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装置区进场道路工程，全长共5.94公里，主线长

5.19公里，支线长0.38公里。
12836 3642 建成通车。 惠东县交通运输局

总部区进场道路（新桥路、河桥路及河桥路北段

工程）。
27433 15000 道路、排水、桥涵、照明。 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

66
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智慧大道

工程

全长约20.84公里，包含智慧大道北段和惠桥快

线工程。
361000 80000 

完成智慧大道北段、惠桥快线桥涵，路基及排

水工程。

中交城市投资（惠

州）有限公司

67

惠城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三栋中

心园区开发、整理及基础设施

建设

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商业、居住、物流、商贸等
建设。

105000 8000 
建设道路、排水、排污、通讯、天然气等基础
设施。

惠城区高新园管委会

新开工项目（2项） 255000 41000 

68
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二期B片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

主要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公共绿化和市政配套工

程（人行道、电缆沟、路灯）建设。
75000 11000 进行征地及基础设施建设。

惠州仲恺高新区恺建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69
先进能源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

验室（惠州）建设项目

建设省实验室、引进不少于3个科研团队，启动

部分科研项目。
180000 30000 

进行总部区场地规划建设和整理科研办公过渡

场地。

先进能源科学与技术

广东省实验室

（九） 城市建设工程（17项） 932943 251574 

投产项目（5项） 200006 59019 

70
惠城区水口民营工业园南区市
政工程项目

市政道路工程、排水排污工程、桥梁工程、园区
地块填土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等。

11232 3232 进行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 惠城区高新园管委会

71
惠州市大沥片区市政工程项目

（一期）

建设总长9.48公里的6条市政道路的综合管廊及

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63244 32254 

建设市政道路（含综合管廊）及市政配套设施

。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72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周边道路工

程

长约1.6公里，道路主干道，24米宽的道路等级

为城市支路，含桥梁1座。
13000 9500 征地拆迁、道路、排水、照明等工程建设。 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

73 金泉路和白石路道路工程
金泉路长约4.75公里，白石路长约2.04公里，设

置桥梁1座。
54033 8033 征地拆迁、道路、排水、照明等工程建设。 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

74 惠城区近期燃气工程项目
建设高中压调压站、气化站、高压管道和中压输

配管网。
58497 6000 

江北多功能气化站二期调度中心及仓储中心 ，

高压管网及配套工程，市配套燃气工程建设。        

市城市燃气发展有限

公司

续建项目（7项） 399535 110532 

75 惠州市智慧停车场项目
建设13处全自动机械立体停车场或自走式地下停

车场，共计新增约6260个公共停车位。
175366 50000 

在市区演达大道31号、金山湖公园等地建设10

个智慧停车场，新增约5200个停车位。
市交投集团有限公司

76 坪山河两岸景观整治工程
长约9.8公里，南北走向，南起深圳交界，北至

惠阳交界。
39053 16000 建设城市景观。

大亚湾开发区公用事

业管理局

77
惠东县城江南路（东北段）市

政工程
全长1.55公里，包含一座长557米宽的桥梁。 19100 5000 

进行墩柱施工、盖梁施工、箱梁预制及架设、

桥面铺装和桥梁附属工程施工。
惠东县公用事业局

78 惠东县环城西路新建工程
全长约6.33公里，城市主干道，主车道为双向6

车道，辅道双向4车道。
79213 10000 完成征地拆迁，进行西枝江大桥施工。 惠东县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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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博罗县城北环一路东段市政道

路建设工程

全长3117米，双向8车道，沥青混凝土路面，人

行道铺设彩色透水性砖。
36919 10000 

进行第二施工段的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

监控及信号灯工程、绿化工程施工。

博罗县公用事业管理

局

80 新华大道三标拓宽建设工程

对新华大道三标的现状道路进行扩建工程 ，原双

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工程实施长度约6307

米。

15386 11532 
进行道路、桥梁、排水、交通、绿化、照明、

燃气管道、电力电缆沟和通信管群工程建设。

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

设局

81 仲恺区近期燃气工程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天然气门站、高中压调压站、气化

站。
34498 8000 

进行东江气化站二期建设和市政管网配套敷设

。

仲恺区住房和城乡规

划建设局

新开工项目（5项） 333402 82023 

82
惠州市大沥片区市政工程项目

（二期）

建设总长5.6公里的4条市政道路的综合管廊及市

政配套设施建设。
21457 9100 

建设市政道路（含综合管廊）及市政配套设施

。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83 惠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
建设综合楼、备勤楼、场地道路、绿化及指挥中

心信息化等。
6945 2923 

进行指挥中心综合楼及备勤楼的土建工程施

工，指挥中心信息化建设。
市代建局

84
金龙大道(惠城区段)快速化改
造工程

在金龙大道与新湖一路、三环北路、金石二路、

金石四路、北环大道、倚山路、广仍路、长坑收

费站连接线等相接处设置高架桥或下穿通道等 。

105000 30000 
征地拆迁、道路、桥梁、交通、照明等工程建
设。

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

85
赣深高铁惠州北站周边道路建
设工程

道路总长约3.6公里，其中白石路长约800米，宽

46米；迎宾路长约1.1公里，宽60米；倚山路长

约1.7公里，宽60米。

120000 10000 
征地拆迁、道路、桥梁、排水、照明等工程建
设。

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

86
惠州市潼湖生态智慧区第二批
市政道路工程

全长约7.394公里，包含科融一路、二路、四
路，智慧东路南段、纵二路、滨河大道工程。

80000 30000 
进行科融一路、二路、四路等路基及配套设施
建设。

潼湖生态智慧区

二 现代产业项目（146项） 24224914 4135376 

（一） 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33项） 6116171 1129068 

投产项目（7项） 721212 255712 

1 胜宏科技（惠州）项目
生产线改造并开展研发大楼和生产新能源汽车及

物联网用线路板6层厂房建设。
220000 60000 完成装修工作并购置生产设备。

胜宏科技（惠州）股

份有限公司

2 惠州佰维存储科技产业项目
厂房、宿舍楼和生活配套服务设施，佰维存储科
技产业项目，存储芯片800万片/年。

35000 15000 进行整体工程建设、部分设备采购与调试。
惠州佰维存储科技有
限公司

3

惠州博实结北斗监控车载终端

项目及博云车联大数据中心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建成国家北斗研发中心，建设成为博实结监控终

端产品及相关的物联网云数据服务产业园 。
20000 7000 

完成车载监控终端生产厂房及生活配套设施的

建设工程。

惠州市博实结科技有

限公司

4 惠州金龙兴电子产品生产基地
主要产品是电子产品网络控制设备、网络接口和

适配器、网络连接设备和通信设备。
30000 10000 完成3栋厂房、1栋行政大楼的主体建设。

惠州市金龙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5
旭硝子显示玻璃（惠州）三期

新建项目

建设浮法工艺生产11代线液晶显示用玻璃基板原

板。
161212 81212 完成三期厂房及附属等建设。

旭硝子显示玻璃（惠

州）有限公司

6 惠州伯恩（淡水）基地项目 主要生产加工显示屏镜片和触控系统制造 。 200000 50000 完成一栋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的厂房。
伯恩精密（惠州）有

限公司

7 泰宏科莱电子液晶模组项目
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电子液晶模组及智能电

子器件。
55000 32500 完成土建工程。

惠州大亚湾泰宏旅游

实业有限公司

续建项目（18项） 3908459 574985 

8 欣旺达惠州新能源项目
集锂能源领域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于

一体的大型新能源产业基地。
600000 50000 厂房建筑安装、配套工程、生产设备安装等。

欣旺达惠州新能源有

限公司

9 惠州伯恩（三和）生产基地 进行智能手机高强度金属外壳的加工制造 。 500000 18000 

完善A1厂房的生产设备，厂区供水供电设施配

置。完成增资扩产计划：A2栋厂房装修，设备

采购、安装、调试。

伯恩高新科技（惠

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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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惠州格瑞特逆变器产业化项目 主要生产储能机、光伏逆变器。 70000 20000 土建、设备安装。
惠州格瑞特新能源有

限公司

11
惠州仲恺高盛达物联网及智能

制造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厂房、研发厂房、宿舍、门卫

及地下消防水池及泵房等配套设施。
50000 10000 

完成一期建设和二期工程的规划、设计等前期

相关筹建工作。
高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12 惠州杰普特光纤激光产业项目

年产脉冲光纤激光器12100台/年、连续光纤激光

器2376台/年，电阻调阻机为176台/年，划线机
为68台/年，定制设备为259台/年。

30046 10000 进行整体工程建设、设备采购与调试。
惠州市杰普特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13
惠州中科诺移动通讯终端制造

基地建设项目

年产600万部手机和200万部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

居系统产品。
50000 10000 完成地下室工程及厂区厂房建筑主体工程 。

惠州中科诺通讯设备

有限公司

14
惠州赢合科技锂电池自动化设

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的厂房；年产600-700台

涂布机、分条机、制片机等。
99642 18000 完成首期宿舍、厂房和办公楼建设。

惠州市赢合工业技术

有限公司

15
惠州德赛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

术集成产业化项目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厂房、研发中心、综合楼和共

用辅助设施。年产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系统集

成产品千万台套以上。

98452 40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配套建设基础主体建设和设

备安装。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6
TCL集团模组整机一体化智能制

造产业基地

新建年产3500万台（套）液晶电视生产基地。新

建年产6000万片模组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建设

。

1290000 201000 进行厂房、附属设施建设和设备安装等。
TCL科技产业园有限

公司

17
中韩（惠州）产业园起步区项

目

完成4.5平方公里征地拆迁及三通一平；建成“

两纵两横”的园区主干路网；引进15家以上从事

智能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400000 60000
完成征地拆迁、挂牌出让、园区主干路网路基

铺设。

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

管委会

18
惠州新型显示背光产业部品部

件智能制造项目

建设LED背光源芯片产线、LED封装产线、LED支

架产线、扩散板和反射片及膜片产线，把产、销

、研整合在一起。

52000 15000 完成整体工程建设、设备采购与调试。
惠州市盈晖电子有限

公司

19
光弘科技（惠州）三期智能生

产建设项目

建设研发中心大楼及生产基地，生产和销售移动

通讯系统手机、汽车电子、医疗器械等。
198320 10985 厂房、宿舍基础及主体建设。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
洲明LED产品生产基地（惠州）

二期项目
主要产品为LED显示屏，年产16万平方米。 120000 50000 土建工程、室内外装修、设备采购。

广东洲明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

21 惠州市泰康科技产业园
建设研发中心，进行医疗器械生产与制造、电线

电缆产品生产与制造。
180000 30000 建设厂房和宿舍共20栋。

博罗县九华实业有限

公司

惠州市华泰益康实业

有限公司

22 永发动漫智慧高新产业园

建设集品牌规划、高新动漫玩具研发、动漫衍生

品开发及玩具、动漫产品生产制造、仓储物流于

一体的集成化制造基地。

90000 10000 
完成项目一期3栋厂房建设，启动项目二期4栋

宿舍、一栋仓库建设。

永发电子（惠州）有

限公司

23
惠州隆利中尺寸LED背光源生产

基地项目
主要生产及销售中尺寸LED显示屏。 30000 10000 

完成项目整体工程建设，并进入二次装修工程

。

惠州市隆利科技有限

公司

24 仲恺莱特LED扩建项目
主要进行国内外节能照明产品生产和 LED照明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0000 6000 

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及二次装修；部分厂房

投入使用。

惠州市莱特照明科技

有限公司

25
仲恺亚德客智能装备制造产业

园
主要产品为工控元件、气功元件、夜压元件。 20000 6000 

完成项目整体工程建设、设备采购与调试，并

少量厂房投入试产阶段。

广东亚德客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新开工项目（8项） 1486500 298371 

26
惠州万盛兴智能技术研究院与

机器人产业园项目

智能装配厂房、智能制造加工厂房、钣金自动化
示范线厂房、研发大楼、人防地下室、生活区及

配套设施。

65000 17000 进行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
万盛兴精密技术（惠

州）有限公司

27 大亚湾环旭电子项目
建设生产研发基地，主要产品：视讯控制板、收

银机、服务器主板、新型电子产品。
135000 20000 基础及主体建设。

环荣电子（惠州）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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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大亚湾慧湾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港项目

产业科研办公配套的商业、学校等，引进约100

家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产业企

业。

1000000 200000 一期工程主体建设。 龙光集团

29 博罗梦科园智谷项目
主要生产各类高端传输线缆、电子产品等，达产

后年产各类高速信号传输线缆连接产品 40千米。
100000 10000 进行一期厂房、宿舍楼等工程建设。

博罗永艺电子有限公

司

30
华美特新型电子元器件散热器

生产、研发、销售建设项目

主要生产、研发、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散热器，

预计达产后年产45000万个。
23500 14371 

建设生产车间、研发车间及办公室及配套宿舍

。

惠州华美特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31
粤泰翔新型扩散板、导光板、

光电背光模组项目

主要研发和生产新型扩散板、导光板、光电背光

模组。
23000 18000 

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及二次装修；部分厂房

投入使用。

惠州市粤泰翔科技有

限公司

32 东泰精密区域总部及生产项目
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汽车、航空、工业、电器
、电子、家庭办公设备、医疗精密设备等产品配

件等。

100000 9000 
完成建设生产厂房、研发楼、办公楼、综合楼

、高管宿舍等工程的基建和部分主体工程 。

东泰实业国际有限公

司

33 华显光电中小型液晶模组项目
建设中小型液晶模组厂房、宿舍楼、食堂及生产

配套用房等。
40000 10000 建设主体工程。 TCL建设管理公司

（二） 高端装备制造工程（39项） 3353300 832400 

投产项目（5项） 585000 146900 

34
龙门金南公司高性新能磁性材

料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

主要生产高性能软磁合金粉体、系列高性能软磁

合金磁粉芯和系列各向异性铁氧体橡胶磁体 。
50000 10000 完成办公楼、宿舍楼的建设，搬入部分设备。

龙门金南磁性材料有

限公司

35 大亚湾东风本田一体化项目

铸造、锻造、发动机厂房及辅助设施建设。规

模：铸造80万台/年，机械零部件加工：200万台

/年。

450000 100000 相关配套及设备搬迁。
东风本田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

36 惠州德泰电子 主要开发运营电子信息电子精密仪器等 。 30000 15500 
建设2栋办公楼、3栋厂房及配套工程、设备购

买等。

德泰电子科技（惠

州）有限公司

37 惠州华隆塑胶科技项目
建设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文

具生产项目。
35000 10000 

建设1栋办公楼、2栋厂房内部装修及2栋仓库及

配套工程等。

广东华隆塑 胶科技

有限 公司

38
惠州国信达高频精密连接器生

产项目
主要生产精密电子器，年产量为50亿条/年。 20000 11400 完成厂房主体建设并投产。

惠州市国信达传导科

技有限公司

续建项目（18项） 1524000 408500 

39
惠州市中新工业园汽车零配件

生产项目（一期）

建成汽车发动机、各传感器、传动系统、制动系

统、电脑板控制、内外饰件、汽车电子、汽车灯

具等为主导的多条产业链。

150000 16000 
完成一期基建项目建设，推进华达、锦丰、瑞

城、久和、托普旺项目工程建设。

惠州市中新工业园开

发有限公司

40
惠州铝合金复合材料与超轻自

行车产业化项目

建设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材料

及零部件、自行车和新能源电动车生产。
150000 30000 进行厂房建设。

惠州市喜德盛自行车

有限公司

41
惠州市朝鲲科技半固态压铸项

目

主要生产汽车轮毂、发动机机壳、通讯散热器、

运动器材配件。
80000 15000 开始建设二期厂房和宿舍。

惠州市朝鲲科技有限

公司

42
惠州中京高性能覆铜板及半固

化片项目

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引进各类生产

研发设备36台（套）。
100000 35000 进行2栋厂房和1栋宿舍楼建设。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43
惠州信隆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

集群承接基地

主要建设标准厂房、定制厂房、创业研发中心、

行政办公大楼、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100000 25000 

厂房、行政办公大楼及生活配套设施主体建设

。

龙门县信隆实业有限

公司

44
博罗威博金属科技项目（二

期）

建设厂房5栋，宿舍2栋 ，建筑面积30万平方

米，生产苹果手机边缘压感器，手机外壳，边缘
按键，触控键等精密配件。

45000 12000 厂房主体建设。
博罗威博金属科技有

限公司

45
惠州市梅龙湖智能制造产业新
城（一期）

发展机器人、智能装备、芯片技术、配套服务等

产业，搭建商务服务中心、活力带、智能装备制
造产业园、芯片技术产业园、机器人产业园五大

功能分区。

200000 50000 
建设高端智能制造展示中心、企业总部基地、
生产厂房、研发办公楼等。

惠州市新创实业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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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亿纬集能汽车用软包叠片动力
电池项目

设计汽车用软包电池生产厂房及其配套设施 。达

产年生产6Gwh锂离子软包电池，达产后年产值约

50亿元。

300000 120000
完成项目基础工程建设及主体工程建设 ，部分
试产。

惠州亿纬集能有限公
司

47 惠州利元亨精密项目 主要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数控磨床等。 60000 5000 建设2栋厂房、2栋员工宿舍及配套工程等。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48
惠州惠润汽车电路控制总成系

统产品生产项目

主要研发、生产、销售汽车电子控制设备和配件

。
25000 10000 建设1栋办公楼、3栋厂房及配套工程等。

惠州市惠润（外经）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9
惠州几米车联网及智能终端北
斗设备生产项目

建设车联网及智能终端北斗设备生产项目 。 41000 20000 建设2栋办公楼、4厂房及配套工程等
惠州市几米产业园运
营有限公司

50
惠州凯日科技电子产品及物流
仓储项目

主要生产背光源、液晶屏、光学膜片等。 30000 8000 
建设围墙、桩基建设、1栋办公楼、1栋厂房等
。

惠州市凯日科技有限
公司

51
惠州正鼎新型电子元器件生产

项目

主要生产、加工和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五金塑

胶制品、触摸屏。
50000 6000 建设1栋办公楼、3栋厂房及配套工程。

广东正鼎投资有限公

司

52
利元亨高端智能成套设备建设

工程

主要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及成套装备 ，年产装备

800套。
27000 5000 建设工业厂房、宿舍、门卫室等。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53 泰德激光智能装备项目
生产激光打标、切割、焊接系统，外销60%，内

销40%。
45000 14000 进行基础、主体工程建设。

泰德激光惠州有限公

司

54

惠州美好创亿呼吸系统疾病诊

疗关键设备及呼吸健康大数据

管理云平台研发生产项目

建设成为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康复等环

节的关键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基地，提供呼吸系统

疾病相关大数据的收集管理和增值服务 。

66000 25000 进行厂房、宿舍基础及主体建设。
惠州市美好创亿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55 惠州盛弘新能源产业化项目 生产充电桩、电能质量产品、智能微网等产品。 30000 10000 进行厂房建设。
惠州盛弘电气有限公

司

56 惠州神田研发及加工中心项目 生产多头式电脑刺绣机产品，年产量800台。 25000 2500 
进行全自动数控设备五金机加工中心主体建造

。

惠州神田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新开工项目（16项） 1244300 277000 

57
博罗台铃电动车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一期）

建设主厂房及配套设施，建成年产电动车约200

万辆的生产基地。
80000 10000 

开展厂房及宿舍，厂区排水排污和基础工程建

设。

东莞市台铃车业有限

公司

58 龙门红产业集聚集群承接基地
主要建设标准厂房、定制厂房、创业研发中心、

行政办公大楼、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150000 30000 进行厂房、宿舍楼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惠州龙门红新能源电

动汽车有限公司

59
惠州智能健康休闲设备生产基
地项目

主要生产智能环保水处理设备、智能健康科技设

备、高性能复合新材料产业，主要建设标准厂房

、综合楼、宿舍、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50000 10000 
进行展示楼、宿舍楼、办公楼和研发楼基础建
设。

尚雷仕（惠州）智能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60
惠州德赛电池物联网电源高端
智造项目

主要建设厂房6栋、研发大楼1栋、宿舍11栋及配

套等，投产后产能预计3亿组，产值预计70亿元

。

260000 33000
开展一期土地主体楼层建设及二期土地前期预
备工作。

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
公司

61
惠州华智新能源智能设备产业

基地

主要生产智能控制器、太阳能光伏逆变器、UPS
、电动汽车充电模块、通讯基站电源模块、电力

系统电源模块、服务器电源，各种监控系统等。

100000 70000 进行一期、二期工程主体结建设。
惠州华智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62
仲恺塑镕有机薄膜电容器总部

及生产基地
研发、生产、销售金属化薄膜电容器等产品。 75000 18000

建设金属化薄膜电容器生产车间、研发中心、

配套宿舍楼等工程的基建和主体。

广东省塑镕科技有限

公司

63
仲恺深科达智能制造创新示范

基地

研发、生产、销售贴合、邦定智能终端、机器视

觉检测终端、直线电机及半导体检测设备。
30000 11000

建设研发试验中心、机加钣金生产车间、装配

组装车间、品质检测车间等工程的基建和部分

主体工程。

惠州深科达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64 恒昌盛智能装备项目
主要生产通讯终端设备、智能家电，金融终端，

新能源等电子产品。
22500 10000 建设3栋厂房、1栋宿舍、2间门卫室及配套。

惠州市恒昌盛科技有

限公司

65 天宝集团智能制造项目

主要生产开放式电源、桌面式适配器、磁共振无

线充电器、绿色高效新能源电动车充电桩、壁挂

式交流充电桩等新能源电子配套产品及自主研发

的品牌。

100000 6000 土地挂牌，项目规划设计等。 天宝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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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西顿照明产业化项目 建设半导体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 。 36800 5000 土地挂牌，项目规划设计等。
惠州市西顿工业发展

有限公司

67 惠州银山科技
进行LED光学膜片工业设计，建设总部和生产基

地。
42000 10000 

建设4栋厂房、2栋员工宿舍、1栋办公楼及配套

。

惠州市银山科技有限

公司

68 惠州精力科技
主要生产、销售通讯设备、汽车电子产品、数码

产品等电子产品精密模切加工。
20000 6000 

建设6层厂房2栋、2栋6层宿舍、1栋7层办公楼

及附属用房1栋。

惠州市精力科技有限

公司

69 惠州骏亚智能科技 集研发、销售、制造为一体的电子产品生产。 68000 15000 建设2栋厂房、3栋6层员工宿舍及配套工程等。
惠州市骏亚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70 中天超硬高端刀具制造项目
主要生产销售聚晶金刚石工具、立方氮化硼工具
、硬质合金工具、天然金刚石工具、工程机械工

具等产品。

30000 8000 进程厂房基础及主体建设。
惠州市 中天精密工

具有限公司

71 晨光文具华南总部基地项目
购置自动化智能化文具生产设备、先进精密研发

设备仪器、高度自动化和智能仓储物流设备等。
100000 25000 进行项目基础工程建设及主体工程建设 。

惠州市永力中展置业

有限公司

72
中南高科・电子信息产业园项

目（一期）

主要生产电子信息专用材料、机电产品、电子工

业专用设备和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等。
80000 10000 进行项目基础工程建设及主体工程建设 。

惠州市锦实置业有限

公司

（三） 新材料产业工程（8项） 670980 127000 

续建项目（2项） 60000 8000 

73
惠州市贝特瑞科技园硅碳及锂
电负极材料项目

主要生产和销售锂电正负极材料，硅碳负极材
料，进行三期厂房的建设。

40000 2000 新厂房开工建设。
惠州市贝特瑞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74
关西电缆技术有限公司建设项
目

生产半柔电缆、RG电缆、半刚电缆及基站的全系
列天线。

20000 6000 完成项目整体工程建设、设备采购与调试。
广东关西科技有限公
司

新开工项目（6项） 610980 119000 

75
仲恺道明光学新型光电功能薄

膜华南制造中心项目

新建1栋研发大楼、2栋厂房、1栋宿舍楼及相关

生活配套服务设施。
35000 13000 进行厂房、研发楼、宿舍等工程建设。

惠州骏通新材料有限

公司

76 博罗南亚电子材料扩建项目
建成年产覆铜板1320万张、玻璃纤维布10200万

米的覆銅板厂、玻璃纤维布厂和甲類倉庫。
280980 11000 厂房主体建设。

南亚电子材料（惠

州）有限公司

77 沃尔核材高新材料产业基地

主要生产国家电网、轨道交通、航天航空、核电

军工等行业的热缩材料、电线电缆、电力附件等

新材料产品。

45000 15000 建设2栋厂房、2栋宿舍及配套等。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

有限公司

78 金环宇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主要生产各类电缆、网络线。 100000 20000 
建设7栋厂房、2栋员工宿舍、1栋研发办公楼及

公共配套。

惠州市金环宇新材料

有限公司

79
中金岭南新材料与智能制造产

业园项目

主要生产无汞电池锌粉、新能源复合金属材料、

车用尾气处理金属载体材料。
80000 20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

有限公司

80

创益通新能源汽车精密结构件

、精密连接器生产项目及研发

实验中心建设项目

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精密结构件、精密连接器、

连接线、电子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为一体的高科技

产业园。

70000 40000 建设精密连接器生产厂房。
惠州市创益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四） 绿色低碳工程（8项） 971280 518000 

投产项目（2项） 78000 63000 

81 惠阳磊发绿色石场
主要产品为碎石骨料和机制砂，设计年产石料

300万吨、机制砂75万吨。
59000 49000 完成矿区设备安装和生产区建设。

惠州交投磊发绿色石

场有限公司

82 仲恺绿色石场 主要产品为砂岩石料，设计年产石料240万吨。 19000 14000 完成矿区设备安装和生产区建设。
惠州交投阳光绿色石

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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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项目（4项） 483280 230000 

83
惠州市聚飞光电有限公司背光

LED、照明LED生产线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年产141.4亿颗/条

背光及照明产品。
159280 40000 进行一期厂房装修，二期主体建设。

惠州市聚飞光电有限

公司

84 惠州雄韬新能源建设项目 主要生产动力锂电池产品。 80000 20000 2栋办公楼、3栋厂房及配套工程等。
惠州市雄韬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85 惠州豪鹏科技二期项目 建设多条自动化锂离子电池生产线。 44000 20000 
2栋厂房、1栋仓库、2栋宿舍及配套工程、设备

购买等。

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

公司

86
博罗神山绿色现代石场生产建
设项目

主要产品为碎石骨料和机制砂，设计年产石料
900万吨、机制砂240万吨。

200000 150000 露天采场、生产区建设和设备安装。
惠州交投神山绿色现
代石场有限公司

新开工项目（2项） 410000 225000 

87 龙门绿色石场项目
主要生产碎石和机制砂、石米，设计年产碎石料
958万吨，机制砂、石米共638万吨。

160000 145000 完成矿区设备安装和生产区、生活区建设。
惠州交投葛埔绿色现

代石场有限公司

88 惠东鸡笼山绿色石场
主要生产碎石骨料和机制砂，设计年产石料900
万吨，机制砂240万吨。

250000 80000 进场道路的设计及建设、矿区的设计及建设。
惠州市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五） 重化工业工程（7项） 7995882 606708 

投产项目（4项） 709708 245708 

89
惠州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SMPO/POD项目

建设苯乙烯/环氧丙烷、聚醚多元醇生产设施,及

相应的配套工程，年产63万吨苯乙烯和60万吨聚

醚多元醇。

600000 200000 POD及SMPO装置建设收尾，试运行。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90 出光润滑油华南项目（一期）
主要生产润滑油及相关制品，计划年产能达12万

千升以上。
48000 29000 基础及主体建设、设备安装及试生产。

惠州出光润滑油有限

公司

91
大亚湾兴盛石化仓储二期扩建

项目

16万平方米成品油、1.8万平方米液体化工品储

罐及配套设施。
20151 5151 进行储罐及配套设施建设。

惠州兴盛石化仓储有

限公司

92
大亚湾石化区D5地块（输煤管
廊两侧）软基处理工程

利用已建海堤及临时围堰形成封闭的水域 ，进行
陆域形成和地基处理。

41557 11557 
主要进行卸载开山石，强夯及场地平整，分层
回填、碾压开山土。

大亚湾区公用事业管
理局

续建项目（1项） 653674 150000 

93
惠州石化产品结构优化及质量

升级项目

160万吨/年加氢裂化、150万吨/年芳烃联合、

130万吨/年连续重整等生产装置以及公用工程和

配套辅助设施。

653674 150000 详细设计、装置土建基础施工。
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

公司

新开工项目（2项） 6632500 211000 

94 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

共两期实施，一期：建设原油蒸汽裂解、聚乙烯

、聚丙烯等工艺装置以及配套公用工程等 。二

期：120万吨/年乙烯装置、聚乙烯、聚丙烯、丁

基橡胶等工艺装置及配套公用工程装置 、储运包

装装置、辅助生产设施和系统工程等。

6506700 136000 
进行填海工程和重件码头基础施工，建设综合

服务办公楼。
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

95 宇新顺酐项目 年产15万吨顺酐。 125800 75000 进行基础及主体建设。
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

公司

（六） 现代服务业工程（30项） 3993300 682700 

投产项目（3项） 363000 64700 

96 惠州T商智云协同制造服务平台
搭建非生产物料集采，供应链，设计研发制造，

金融服务、电商物流仓储，产业园平台。
12000 3700

构建数据中心、ERP系统、SCM系统、MES系统、
数据汇聚平台、在线协同设计基础平台PLM系统

、集成介入与管控平台、大数据平台、产品服

务平台、T商智云门户网站。

TCL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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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惠州市现代农业示范园

建设集观光旅游、现代农业展示、乡村休闲运动

、会议会务、特色农业展览和娱乐、餐饮、度假

于一体的城郊型农业观光旅游项目。

75000 11000 建设风情商业街、酒店、熊猫公园等。
惠州澳宝物业投资有

限公司

98 惠东星河智慧谷

建设内容包括创新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

区域性消费等产业设施，教育、医疗等配套生活

设施，道路，市政公园，交通中心等基础设施。

276000 50000 建设风情商业街及市政配套设施。
惠州市南乾实业有限

公司

续建项目（16项） 2943300 475000 

99 惠阳华叶家博园项目
建设家具原材料中线、总部研发基地、公寓以及

配套商业裙楼。
300000 30000 建设四栋高层，住宅和物流园。

惠州市华叶盛世投资

有限公司

100 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创新小镇

建设智慧城市、移动互联、创新金融、创新孵化

、总部办公楼等产业设施，以及居住配套生活设

施。

500000 60000
进行一期及二期智慧城市、移动互联、创新金

融、创新孵化、总部办公等产业设施建设。

惠州潼湖碧桂园产城

发展有限公司

101 惠州思科潼湖科学城
建设数据中心、移动互联、创新金融、总部办公

等产业设施，以及居住配套生活设施。
500000 100000

建设移动互联、创新金融、数据中心、总部办

公等产业设施。

惠州碧科科学城发展

有限公司

102 惠州矮光凤悦花兮项目
建设美丽乡村文化旅游区，内容包括客家文化、
农耕体验、田园印象、花兮养生、自然探索和禅

修中心。

100000 30000 
建设田园印象、自然探索、田园商业街、田园

小馆和特色农场品商铺。

惠州市碧桂园全域旅

游有限公司

103
惠州平安罗浮山中医康养城

（一期）

以高品质的中医康养为核心特色，建设“产、学
、研、医、养、食、娱、购”一站式中医康养度

假区。

300000 20000 
同步启动葛洪中医院、国际度假酒店及相关配

套设施的建设。

惠州市安博置业有限

公司

104
龙门桂峰山生态旅游村一期项

目

建设桂峰大门，酒店综合大楼一栋（300间

房），专家公寓一栋（80间套房），员工宿舍楼

一栋，环湖栈道及部分基础设施。

50000 15000 进行环湖栈道及部分基础设施建设。
龙门县桂峰山生态旅

游度假村有限公司

105 惠州读者数字出版基地项目

主要以金融信息服务、策划创意、数字出版、数

据处理于一体，集研发、孵化、创新服务于一身

文化产业基地。

80000 15000 进行3栋办公楼、3栋公寓及配套工程建设。
惠州市读者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06 惠州万象天汇广场
建设大型商业中心，含酒店、购物中心、写字楼

、学校、公寓等。
400000 70000 

进行商业街、写字楼、超高层主体、幼儿园及

配套建设等。

深圳华润集团、保利

集团、华侨城

107
惠州印象城购物中心（沃尔
玛）

主要建设大型购物中心。 70000 40000 购物中心主体工程、内部装修及配套工程等。
惠州市印力商用置业
有限公司

108 惠州旭日花城西湖城市综合体
建成一座集饮食、购物、娱乐、旅游于一体的大

型商业综合体。
150000 8000 内部配套设施安装工程及装修。

旭日花城房产（惠

州）有限公司

109
惠州市合润禾共享农场庄园基

地
主营农业种植、休闲旅游及商贸。 100000 10000 进行农业种植及基础设施建设。

惠州市合润禾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110 博罗华成健康产业项目

新建一个多位一体的康养基地，主要建设老人公

寓、疗养房，接待区，养生区，计划床位

2500个，配有功能完善的餐厅、诊所、健身房和

休闲房等设施。

50000 5000 完成2公里道路施工及50万方的土方工程建设。
博罗县华成工贸有限

公司

111
中国四角楼珠宝创意产业园

（博罗）

建设一个集宝石加工、电子商务、文旅、展览中

心、科研创意中心、检测中心、孵化中心、雕刻
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

54300 20000 进行厂房、综合楼及环保配套设施。
惠州市深广田产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112 博罗生态综合度假区项目
建设集娱乐、购物、饮食、养生度假、农业观光

、禅修一体的生态综合度假区。
100000 20000 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广东泰豪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113
中国供销•广东龙门农特产品电
商物流商贸城

建设部分农产品批发交易区、跨境电商园区、旅

游产品O2O体验交易区；二期建设电子商务园区
、电商020体验交易区、冷链仓储园区和市场配

套区。

150000 22000 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
惠州中农批市场发展
有限公司

114 力合仲恺创新基地

以力合仲恺创新基地为基础，聚合国内外领军人

才、团队和项目，积极引进高端创新创业人才、

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以新“4+1”为主导的战略

新兴产业。

39000 10000 进行厂房、研发楼及宿舍等主体工程建设。
惠州力合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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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工项目（11项） 687000 143000 

115
朗华全球智造与工业供应链创
新中心项目

新建致力于打造集智慧制造、商务贸易、展示体

验、金融、文化、生活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高端

生态园。

80000 24000 

新建展示体验交易中心、电子电商央仓、智能

制造央仓、品牌企业孵化项目总部、人才公寓

和商业配套。

惠州朗华置业有限公
司

116 惠州罗浮山国药二期项目

建设科研观光综合区（中药配方颗粒研发中心、
新型研发机构和广东妇科药工程中心 、葛洪研究

院、广东易康医药公司营业大楼、罗浮山百草园

全自动透明观光旅游生产线）和仓储区。 

200000 20000 
建设博罗县南药产业园项目核心区和中药配方

颗粒研究中心。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

有限公司

117
博罗罗浮山生命科学产业项目

（一期）

打造以细胞治疗为特色、集精准医疗、康复医养

、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综合医学产业中心及科技企

业孵化器。

48000 10000 建设展示中心、园区主要道路及景观绿化。
博罗华夏顺泽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118
惠州智慧谷创意商务大厦（同

方科技）

建设高端产业研发、科研机构、高级人才落地进

驻一体化创新科技大厦。
50000 25000 

基坑支护与土方开挖、地基、主体结构施工等

。

惠州市同方智慧谷科

技有限公司

119 惠州中京总部
建设中京总部大楼，包含研发中心及多功能商贸

服务中心。
61000 6000 

基坑支护与土方开挖、地基、主体结构施工等

。

惠州市中京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20 港惠新天地三期 建设大型购物中心。 20000 6000 建设地下室工程、主体结构工程
惠州市港惠三期实业

有限公司

121
惠东县巽寮海洋和岭南文化创

意体验综合开发旅游项目
建设文化旅游馆、酒吧及其他旅游配套设施。 70000 5000 完成征地、土地平整及基础施工。

惠东县亚丁山水假日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22
龙门县蓝田瑶族风情园升级改

造项目（一期）

主要打造瑶族文化体验和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的风

情园。
36000 16000 

进行出入口综合体、风雨桥、文化小广场及基

础配套设施建设。

龙门县蓝田瑶族风情

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23
东森检测惠州检验检测科技园

总部项目

建设检测实验室、培训中心、研发中心、厂房、

办公功能、商务配套功能（会议室、打印收发室

等）、员工公寓等。

15000 10000 完成施工报建手续，进行主体工程建设。
广东东森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124
汉弘集团惠州研发、生产及供
应链基地项目

建设汉弘集团惠州研发、生产及供应链基地。 52000 11000 
建设研发、办公楼、生产车间等工程基础建设
。

惠州汉弘实业有限公
司

125
太平岭核电承包商营地项目工
程

建设核电承包商宿舍、食堂、办公等物业及配套
生活设施。

55000 10000 
太平岭核电承包商营地项目一期工程 ，占地面
积约57亩，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

中广核新能源（惠
州）有限公司

（七） 传统产业升级工程（21项） 1124000 239500 

投产项目（3项） 90000 45000 

126
广东金力变速人工智能产业基

地项目

主要生产人工智能核心执行部件之一的超微型精

密减速器以及智能控制系统。
50000 20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基础配套设施。

惠州市金力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127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项目 主要生产助听器、雾化器等健康护理系列产品。 20000 10000 建设主体厂房。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28
广东联和创展建筑耐火构件及
消防防烟排烟设备生产基地项

目

主要生产防火门、防火卷帘，建设标准厂房、综

合楼、宿舍、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20000 15000 

完成办公楼、宿舍楼的建设，并搬入部分设备

进行试产。

广东联和创展实业有

限公司

续建项目（6项） 555000 59500 

129 惠东产业转移工业园（一期） 土石方工程、场地平整、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300000 10000 园区道路、土石方平整工程。
惠东产业转移工业园

管理委员会

130 惠州九惠生物医药产业园
建设集生产、产品展览、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多功

能、现代化的生物医药产业园。
60000 15000 

建设1栋综合楼、2栋厂房主体、2栋仓库及配套

工程等。

惠州市九惠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131
惠州碧海源水处理设备生产基

地项目

净水系统研究、集成，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技术

研究、集成、设备安装与应用等。
50000 20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基础配套设施。

惠州碧海源科技有限

有公司

132
惠州市左右家俬生产项目（二

期）

生产沙发、茶几及配套产品，设计生产能力10万

套/年。
65000 5000 进行二期厂房建设。

惠州左右家私有限公

司

133 博罗电线电缆项目 主要生产电线电缆，设计年产量达50万千米。 50000 2500 建设A1车间、C1车间、办公楼和宿舍楼套。
深圳深缆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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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2020年投资计划

建设单位

小计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

134
惠州市贝凯斯婴儿用品及配套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主要生产婴儿用品，建设标准厂房、行政办公大

楼、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30000 7000 进行厂房、宿舍楼及员工生活配套设施建设。

惠州市贝凯斯日用制

品有限公司

新开工项目（12项） 479000 135000 

135 龙门深同跃彩妆系列生产基地
主要生产化妆品彩妆（口红、唇彩、眼影、睫毛
膏、眼线笔、腮红）和沐浴用品等。

50000 20000 进行厂房、宿舍楼及员工生活配套设施建设。
惠州市深同跃实业有
限公司

136
惠州合升电子智能音响制造项

目

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制造电子信息产业的智能

语音音箱，以及车用和商用声学智能音响系统。
35000 8000 建设2栋厂房、2栋7层宿舍、办公楼及配套。

惠州合升电子有限公

司

137 惠州志惠八方环保科技项目

建设两条200吨/小时固定式处理线和两条250吨/

小时移动式处理生产线，衍生产品计划生产稳定

土、透水砖、混凝土、干混砂浆PC预制件（墙

板）等。

49000 6000 进行土地挂牌，完成项目规划设计等。
惠州市志惠八方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38 惠州舒达健康家居生产项目    主要生产床垫等家居用品。 25000 15000 建设主体厂房。
惠州舒达实业有限公

司

139 惠东华江鞋业园 主要设计生产鞋及鞋底鞋跟鞋模等鞋配套材料 。 32000 12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基础配套设施。
惠州华江鞋业贸易有

限公司

140 惠东荣盛智能家居项目
进行智能家居的成套专业设计、研发、生产和销

售。
50000 20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基础配套设施。

惠州市荣盛智能家居

有限公司

141 惠东鑫富能新能源科技项目
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种型号锂离子、镍氢电池、

磷酸鉄锂可充电电池二次电池。
50000 20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基础配套设施。

惠州鑫富能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42 惠东得益智能制造项目
主要生产节能机电工程及建筑智能化系统 、节能

环保产品。
30000 10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基础配套设施。

深圳市得益节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43 惠东亚力盛科技园项目
主要生产经营DC线Wire Harness、FC/FPC、车载

连接线束及各类连接器。
30000 10000 进行厂房、宿舍及基础配套设施。

深圳亚力盛科技有限

公司

144 博罗汉德科技产业园 主要生产空气压缩机。 50000 5000 进行厂房配套建设。
广东汉德精密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145 博罗杰凡尼服装项目 主要进行服装生产。 40000 5000 进行厂房配套建设。
杰凡尼服装股份有限

公司

146
龙门奥蜜原生态蜂蜜酿造醋饮

料厂项目
主要生产蜂蜜醋等醋饮料。 38000 4000 建设先进的生产厂房。

广东富康养蜂生态旅

游有限公司

三 民生保障项目（20项） 943125 201119 

（一） 教育项目（7项） 508447 69447 

续建项目（4项） 488000 49000 

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博

罗龙华校区项目

建设教学大楼、教师公寓、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基地、学生公寓、创新创业园区，规划在校生及

教职工1.8万人。

200000 10000 
建设东大门、学术交流中心、教学楼-01、教工

楼-02、基础实验楼、地下室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

河学院

2 惠州尚书文体运动城
建设棒垒球训练基地、12年制一贯学校、其他综

合运动场地、文体科研基地。
150000 15000 征地、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等。

惠州尚书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3 南岭教育项目 主要建设幼儿园至高中教学区及相关配套设施 。 48000 12000 进行主体施工。
惠州市南岭教育有限

公司

4 龙门县华南师范附属龙门学校

建设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教学楼、教师公

寓、学生宿舍、图书馆、体育馆、科学楼、报告

厅、展览厅、行政办公楼、体育设施、停车场及

其配套设施。

90000 12000 建设初中部和幼儿园。
龙门东峻华赋教育实

业有限公司

新开工项目（3项） 20447 20447 

5 惠城区第十六小学建设项目 按标准化学校（6年）24个班规模建设。 9207 9207 
主要建设教学综合楼、篮球馆及地下停车场等

配套设施。
惠城区教育局

6 惠城区第三十一学校 按九年一贯制24个班规模建设。 6240 6240 

主要建设教学楼、行政楼、阅览室及礼堂、风

雨操场、篮球场、田径场及地下停车场等配套

设施。

惠城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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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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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仲恺第二中学改扩建项目
进行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教工宿舍、设备

房、门卫室、运动场、围墙和园林绿化建设等。
5000 5000 

建设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教工宿舍、设

备房、门卫室。
仲恺区宣教文卫办

（二） 医疗卫生项目（10项） 394976 118970 

投产项目（4项） 153183 49783 

8
博罗县第三人民医院及景观绿
化工程

石湾卫生院升级扩建，新建住院楼、医技楼、设

备楼、中心供氧、地下室、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

。

18034 8034 

住院楼、中心供氧楼主体和安装工程，医技楼

、连廊、室外配套安装，综合改造，设备采购

。

博罗县石湾镇卫生院

9
博罗县中医医院异地搬迁新建

项目

业务用房面积2.85万平方米中医医疗机构，设置

床位350张。
20000 13000 完成基础及结构工程施工工作。 博罗县中医院

10
龙门县综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项目（三院）

进行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综合建设，

设置床位850张。
57800 6000 完成装修工程及附属工程。 龙门县卫生健康局

11 市第一人民医院扩建工程 新增病床400张，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86个。 57349 22749 
进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医疗设备采购

安装、开业物资采购等。

市代建局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续建项目（2项） 138000 51887 

12 博罗县人民医院新院建设项目

设计床位1000张，建设门诊楼、医技楼、住院楼

、行政公寓综合楼、传染病楼、高压氧舱、地下

室、垃圾房、污水房、污水处理系统等配套工程

。

100000 41887 
屋面工程、装饰装修、设备安装，绿化及医疗

设备采购。
博罗县人民医院

13 惠东县中医院新建项目 开设住院病床400张，设置停车位500个。 38000 10000 进行室内外装修、医疗设备采购等。 惠东县卫生健康局

新开工项目（4项） 103793 17300 

14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项目
建设地上17层，地下3层，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

米。
50000 4000 

征迁补偿、招标工作、设计、审图、勘探、三

通一平、地下室开挖等。
惠城区卫生健康局

15 惠东县慢性病防治站迁建项目
主要用于收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设置病床199

张。
15000 8000 

完成项目建设用地三通一平工程，建设项目基

础工程。

惠东县代建项目管理

局

16
龙门县人民医院第一分院建设

项目
设置床位300张。 20273 5000 开展地下室建设和主体建设。 龙门县卫生健康局

17
惠州市健康城一期（血站、

120）工程

建设中心血站、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直升飞机

停机库和地下室等配套设施。
18520 300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施工。

市代建局

市中心血站

（三） 居民保障项目（3项） 39702 12702 

投产项目（1项） 12702 5702 

18
惠城区“一场三馆”配套工程

项目

下沉式广场、地下室设备用房、高榜山景区配套

服务用房、人防工程设施，配套工程。
12702 5702 

进行街区道路和特色旅馆改造，建设民宅酒店

和美食街。

广东英秀文创科技有

限公司

续建项目（1项） 20000 3000 

19 惠城祝屋巷文创街区
收储民宅，将其改造成各式各样的民宿、咖啡小

屋、美食街等，改造200户民房。
20000 3000 广场、地下室设备用房、人防、主体雕塑等。 惠城区代建办

新开工项目（1项） 7000 4000 

20
惠南高新科技文化生态公园及

惠南中心公园建设项目

进行惠南中心公园和文化生态公园主体及配套设

施建设。
7000 4000 完成报建手续，开展建筑和园建施工。

惠州市惠南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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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惠州市2020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估算总投资
(万元）

2020年度工作目标 实施单位

总计150项 45929905 

一 基础设施项目（47项） 18542605 

（一） 公路工程（16项） 6338687 

1 深莞惠红色干线(惠州)
项目起点位于惠东谟岭，终点接东莞清溪镇S358线，全长44.415公
里，按双向八车道、一级公路结合城市道路标准实施。

748433 完成前期可研、环评等工作。 惠阳区公路局

2
惠州国道G236线惠东紫金交界至

高潭公梅段改扩建工程
对高潭公梅至紫金交界段全长12.5公里进行改扩建。 49940 

完成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各专项评
估及工可报告批复，完成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批
复，完成用地报批工作。

惠东县公路局

3 惠州市东西交通轴线建设工程
建设里程约52公里的东西交通轴线主线西段（惠阳秋长至平潭段）
及互通立交。

2050000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市交投集团

4 惠东环稔平半岛高速公路 建设里程约48.7公里的高速主线。 680000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市交投集团

5 惠州机场高速公路 建设程约20.9公里的高速主线里及6处互通立交。 520000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市交投集团

6 惠州至深圳第二高速公路惠州段 建设里程约27.5公里的高速主线及8处互通立交。 620000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市交投集团

7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惠州段 建设主线约118.289公里，支线约67.43公里的旅游公路。 969211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市交投集团

8
石龙铁路集装箱办理站配套道路
工程

建设全长约8.27公里，设计时速60公里/小时，路宽为50米的双向六
车道二级公路。

83000 完成用地预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石湾镇政府

9 博罗县石湾黄巢墩大道
建设全长约10.74公里，设计车速60公里/小时，宽度40至66米的双
向六车道二级公路。

111600 完成用地预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石湾镇政府

10 博罗县城振兴大道建设工程
建设全长为3.3公里的道路、四对公交停靠站、两处圆管涵、两座箱

涵、一座拱桥和一座跨线桥。
98730 完成立项、选址、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公用事业管理局

11 博罗县博中东江大桥工程
建设一座跨东江的主线桥长约1060米，互通匝道长约3060米的博中
东江大桥，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车道荷载城-A，桥面宽35米。

72200 完成立项、征拆、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交通运输局

12 博罗县滨江路（西段）道路工程
建设一条设计速度为50公里/小时，道路红线宽36米，全长约2.5公
里，双向六车道的城市主干路。

75000 完成立项、征拆、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罗阳街道办

13 博罗县双杨大道公路工程
建设全长8.2公里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车速60公里/小时，路基宽
度为38米，双向六车道。

61338 完成征拆，路基、桥涵建设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交通运输局

14
博罗县东江大道工程（博罗大桥
至粤湘高速段）

建设全长约11.793公里。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112596 完成立项、征拆、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交通运输局

15
金龙大道罗阳段及联络线（小罗
线）升级改造工程

建设一条全长4.75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小时，双向八车道的一级
公路；另建设一条全长长2.25公里，设计时速为80公里/小时，双向
六车道的一级公路。

77639 完成立项、征拆、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交通运输局

16
惠风六路（惠新大道-陈江大道
北）建设工程

建设全长约1公里，宽32米，主要连接惠新大道至陈江大道北。 9000 完成立项、征拆、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仲恺高新区公用事业办

（二） 机场工程（2项） 527500 

17 惠东深业发展通用航空机场项目

建设一类通用航空机场，机场范围用地1800亩，近期机场飞行区等
级3B，建设1800×45米跑道一条，停机坪、滑行道、联络道、机库
、航站航管综合楼、特种车库、油车库、空管工程、飞行区供电及
照明工程、供水工程、飞行保障及配套办公建筑等。

60000 
完成规划选址，编制项目工可报告，编制项目周边用
地控规。

惠东深业发展通用航空
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 惠州干线机场建设项目
现有跑道南侧360米新建一条3200×45米跑道及一条3200×45米平行
滑行道，南航站区建设航站楼5万平方米，停机位21个（近机位
13个），按照满足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建设，飞行区等级为4E。

467500 
总体规划编制、总归阶段各专项报告编制、预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预可研阶段各专项报告编制等前期工
作。

广东省机场集团管理有
限公司

（三） 铁路工程（2项）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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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惠大铁路复线电气化改造工程
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增建二线方案，长度为59.8公里，速度目标值120
公里/小时，全线电气化。改建惠州西、惠环西、惠阳、大亚湾、惠
州港5站，新建惠城南（惠大）、三栋、三和两站。

400000 
完成站点设置，线路选线及实施方案的研究形成工作
主案报告。

惠州铁路公司

20
广汕铁路（惠州）综合交通枢纽
配套项目

建设罗浮山站、博罗站和惠东南站3个高铁站的综合交通枢纽。 150000 
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用地报批等前期工
作。

惠东县政府
博罗县政府

（四） 港航工程（4项） 242867 

21
惠州港东马港区欧德油储公用石
化码头三期工程

新建2个50000吨级液体化工品泊位，1个5000GT级液化烃泊位和2个
工作船泊位。设计的吞吐量为677万吨/年。

75247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报批、设计等前期工作
。

惠州大亚湾欧德油储公
用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22
大亚湾石化区液体化工品码头及

化工品管廊

建设一个5万吨级液体化工品码头及建设约4.5公里管廊从主厂区连

接到液体产品仓库。
91900 开展设计，调规，项目核准等前期工作。

埃克森美孚（惠州）化
工公司
惠州市港口投资有限公
司
大亚湾石化投资公司

23
惠州港东马港区欧德油储公用石
化码头扩建工程

在一期码头的基础上，新建2个5万吨级油品及液体化工品泊位，设
计的吞吐量为340万吨/年。

39800
开展招标施工、监理招标及施工报批报建等前期工作
。

惠州大亚湾欧德油储公
用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24
惠州港东马港区东联作业区中海
壳牌南海石化化工码头扩建工程

新建2个1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4~#5泊位），建成后东联码头设计
年通过能力为355万吨。

35920 开展项目核准等前期工作。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五） 能源工程（5项） 894530 

25
惠东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三期（焚
烧发电）项目

建设总装机容量36兆瓦，处理能力1500吨/日焚烧炉。 83930 进行项目立项、用地预审、报批工作。
惠东县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局

26
惠州韶能集团惠东生物质发电项
目

建设规模为2×3万千瓦及配套设施。 70000 开展项目前期专题及土地补偿等工作。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7 粤东天然气主干管网惠州支线
建设管道长约67公里，管径DN900，设计压力9.2兆帕。支线分两
段，一段是惠州LNG接收站外输管道，另一段是连接大亚湾石化区支
线。

115600 
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环评、规划选址及用地预审等
前期工作。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
公司

28 惠东县中洞抽水蓄能电站 总装机规模为120万千瓦，电站上库在五马归槽、下库在中洞库。 600000 开展前期工作，征地拆迁补偿。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
公司
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
圳）有限公司

29
惠州市海福燃LNG-LPG储备库灌装
建设项目

建设站房、网架、LNG-LPG防护堤、场坪、围墙、进出站道路、设备
基础等。

25000 进行项目立项、用地预审、报批工作。
惠州市海福燃气有限公
司

（六） 水利工程（1项） 5131

30
广东省西枝江白盆珠水库加固工
程

进行大坝（主坝、副坝）加固，并对存在问题的机电、金属结构设
备进行更新和加固。

5131 开展用地预审、可行性报告研究等前期工作。
市白盆珠水库工程管理
局

（七） 科技基础设施工程（3项） 340000

31 共建中广核研究院惠州分院
建设中广核研究院惠州分院，开展能源领域科学技术研究、试验检
测及成果转化工作。

50000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用地报批等前期工
作。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共建南方电网科学研院
分支机构

建设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分支机构，开展能源领域科学技术研究、
试验检测及成果转化工作。

50000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用地报批等前期工
作。

南方电网科研院有限公
司

33
博罗南方电网大数据中心及配套
电源建设项目

新建南方电网大数据中心，机柜规模为10000个;新建220千伏升压
站，主变2台，每台容量240MVA；对侧220千伏站扩建2个220千伏线
路间隔;新建220千伏输电线路20公里。

240000 完成立项、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等前期工作。 惠州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八） 城市建设工程（7项） 9155658 

34
惠东稔平半岛综合旅游基础设施
项目  

公路、道路、停车场、城市综合管廊、旅游集散中心、电子智能及
引导系统等基础设施。

1500000 
土地平整、征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

北京中青旅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

35
惠东县政府与华夏幸福区域合作
开发项目（起步区项目）

建设迎宾大道、江南大道、白云大道、产业大道等工程道路，门户
公园、滨江公园、湿地公园，三大公园类；规划展览馆、市民中心
、水事博物院、青年科创馆、社区文体中心、滨水风情商业街等公
共配套设施。

500000 进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河道整治工程。
华夏幸福基础股份有有
限公司

36 惠州金山新城会展中心
建设集TOD 交通、产业孵化（文创孵化器等）、生态健康、文化宜
居等为一体的城市会展中心。

5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保利（惠州）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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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仲恺357创新产业带新型城镇化合
作项目

建设市政道路建设、公共绿地、广场建设及施配套建设工程。 5586125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恺晟投资有限公
司

38 惠东创新国际会展文化中心
建设展览中心（含仓储及物流）、展览馆集群、商业及购物中心、
产业孵化人才公寓、产业交流生活区和论坛会议集群等。

200000 开展规划调整、申请用地指标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理富置业有限公
司

39
中海油/壳牌三期项目填海造地工
程

建设内容包括护岸、陆域形成、地基处理等。 829533 开展海域使用不动产权证、环评等前期工作。
惠州大亚湾石化工业区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0 惠州市植物园二期项目 建设市植物园二期，26.07公顷。 40000 完成总体规划设计、项目建议书等前期工作。 市林业局

（九） 生态环保工程（7项） 488232 

41
博罗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容
工程暨餐厨垃圾协同处理项目

建设一座设计处理规模为850吨/日、年产生绿色电力约1.2亿度的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及处理规模为100吨/日的餐厨垃圾协同处理项目
。

55582 完成立项、环评、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光大环保能源（博罗）
有限公司

42
惠州众原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
目建设工程

主要设备为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自动发酵翻抛机及曝气系统、自

动化生产线、中控及可视化操作系统和专业车队等,设计年处理量约
39万吨，年生产有机肥25-30万吨。

23680
完成用地预审工作，完成100亩林地调整并落实建设
用地指标。

惠州众原环农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

43
惠州陈江二号污水处理厂及管网

建设PPP项目
建设一座污水处理能力为10万立方/天的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61185 开展用地、规划、报建等前期工作。 仲恺高新区公用事业办

44
惠阳区污泥、餐厨垃圾、粪便无
害化处理项目

处理规模600吨/日，包括餐厨垃圾200吨/日、污泥300吨/日、粪便
100吨/日。

25785 确定项目投资人，推进项目立项、环评等前期工作。 惠阳区环卫局

45 惠州市生态环境园二期
建设日处理42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1500吨的污水处理，840吨
的炉渣综合利用，分期逐步完善园区管理设施和生态景观等。

250000 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许可等。
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
心

46 龙丰街道区域级垃圾中转站

建设一座处理规模为1200吨/天的生活垃圾区域中转站，包括转运站

主体工程（含压缩设备）、配套除臭系统、配套污水处理工程、站
区景观绿化、生活管理区、车修机间、教育配套设施及运输车辆等
。

22000
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办理施工
许可等前期工作。

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
心

47 惠城飞云绿色石场
主要生产碎石骨料和机制砂，设计年产各种骨料292.5万吨，尾砂
7.5万吨。

50000
开展石场选址、矿区地表权租用、采矿权招拍挂、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二 现代产业项目（89项） 26057897 

（一） 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15项） 3005900 

1
惠阳五金精密零件加工及手机配
件生产项目

主要生产精密五金零件、手机配件生产、年产量3-5亿件。 56000 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许可。
惠州市银屏山实业有限
公司

2
塑米“博罗产业互联网总部经济
园区"项目

建设以信息技术互联网总部经济园区，互联网创业与孵化服务中心
、云与数据服务中心、信息与技术服务中心、交易与结算服务中
心，投资与融资服务中心、等主体功能，并配套相应硬件建筑和设
施等。

300000 完成工程勘探与项目规划以及各项审批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塑米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3
富通集团（惠州）光通信智能制
造中心项目

生产制造光通信智能产品。 300000 完成项目一期项目用地招、拍、挂工作。
深圳富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4
惠州迈腾电子新一代智能通讯终
端产业化项目

主要产品有高端智能交换机、路由器、光通讯设备、智能机顶盒
等，年产1500万台。

50900 开展项目前期可研、土地勘察及前期报建工作。
惠州迈腾伟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5
中韩（惠东）产业园核心组团项
目

建设市政道路、土地平整、供水、供电、供气、通信设施、排污、
污水处理、路灯、园区休闲中心、园林绿化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
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

1000000 完成立项，部分土地调规、征地等。 惠东县商务局

6 惠州先进科技半导体产业园项目 建设半导体、LED及CMOS图像传感器封装设备。 83000 完成土地挂牌，项目规划设计等。
先进科技（惠州）有限
公司

7
中科院计算所惠州分所及其产业
园项目

引进国产芯片、云计算、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相关产业，形成以人工智能芯片、卫星导航芯片为重点，大数据
、云计算、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特色应用等产业为核心的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

1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
惠州市中科星辰科技有
限公司

8
惠州市（惠城）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

建设包括腾讯创新基地、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大数据中心、电

子商务、互联网+医疗、便捷支付城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等内容。
15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

惠州市云腾汇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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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惠州航天云宏信息安全产业基地
主要建设信息安全产业孵化基地、信息安全产业人才培养基地、信
息安全技术研发中心、信息安全技术测试与认证中心、信息安全技
术与产品展示中心。

1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航天云宏技术有限公司

10 惠阳科信技术5G智能产业项目
主要从事通信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光通信网
络传输设备、接配线设备、无源光器件、有源光器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技术服务。

200000 完成土地挂牌等相关前期工作。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11 仲恺金环宇研发项目 建设一个国家级课题研究中心和国家级CNAS试验室等。 8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深圳市金环宇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

12
仲恺铠盛通通信光纤产研基地项
目

建设主要用于通信光纤、光缆、居家光盒及光纤跳线等的创新研究
的光纤技术研究中心。

6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铠盛通光缆科技公
司

13
豪鹏国际惠州新能源研发、制造
基地项目

主要进行锂电池和电池整体应用服务。 2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豪鹏国际集团

14
仲恺讯强智能产业创新研发产业
园项目

主要生产5G类通讯散热产品，车用自动驾驶类产品，超算及人工智
能产品。

126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讯强电子（惠州）有限
公司

15
仲恺中集新能源智谷项目（一
期）

建设中集新能源装备研发和应用基地、VA电池工艺研发中心、BR燃
料电池电控研发中心、Atop电机自动化生产基地、CP导热材料研制
中心、ZK电机减速器研发中心、VE电子机械制动技术应用中心和BR
无线充电设备研发平台。

2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深圳市中集产城集团发
展有限公司

（二） 生物产业工程（2项） 240000 

16 惠阳恒昂科技产业园
主要生产生物科技新材料、家具产品、地产酒店、教育、出口贸易
和电子科技。

180000 完善动工前的有关手续。
深圳市恒昂实业有限公
司

17 惠州科伦医药物流园 占地约5.6万平方米，建设应急供应物流园。 60000 土地挂牌，项目规划设计等。
惠州市科伦卫康实业有
限公司

（三） 高端装备制造工程（14项） 4348700 

18 惠东深业发展通航产业基地项目

建设配套通航产业一体化综合基地,在机场周边建设通用飞机发动机
与关键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飞行培训基地、国际航天航空博览基
地、公务机维护托管基地、通用航空业务运营基地、中国传统文化
区等通用航空配套设施建筑。

600000 完成工可报告、编制初步设计、周边用地控规。
惠东深业发展通用航空
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 哈工大机器人智谷（惠州）项目
打造机器人与航天研究院、共享实验室、机器人孵化加速器、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独角兽总部基地、机器人博
物馆、机器人场景综合应用体验中心、机器人职教培训学院等。

3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哈工大机器人智谷（惠
州）投资有限公司

20 惠州航空产业基地
建设航空飞行及乘务培训基地，航空物流基地及保税区，通用飞机
制造、展示、销售、维修一体化产业园区。

1000000 开展项目的工可编制及前期报批工作。 深圳联合航空有限公司

21 惠阳高盛国际创智城
建设集高标准高层生产厂房、研发用房、生活配套和人才公寓于一
体的大型智能产业园。

1000000 办理用地预审、报批等工作。
广东高盛科技园有限公
司

22
惠阳凯中精密电机换向器生产项
目

主要生产电机换向器、集电环及连接器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达产后年产30500万只电机换向器、集电环及连接器。

77000 办理用地预审、报批等工作。
惠州市凯中精密技术有
限公司

23 龙门冠泰新型元器件生产基地
主要生产精密微动开关，汔车开关，防水开关等，预计年生产能力
5000万个。

80000 完成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许可、施工许可。 惠州冠泰电子有限公司

24 龙门县德瑞达电子产品生产基地
主要生产电源系统制造、保护板、热水袋等保暖用品，预计年生产
能力4000万个。

70700 完成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许可、施工许可。
惠州市德瑞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5 惠州天安数码城
建设包括国际研发中心、智造中心、中试产业基地、中韩产业创新
基地、粤港澳台青年创业创新基地、惠州科技金融创新基地、市民
生态湿地公园等一系列的综合性城市产业园区。

8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天安数码城（集团）有
限公司

26 惠阳裕华创新中心 主要用于工业机器人、工业物联网研发与生产。 78000 完成办理施工许可证等前期工作。
广东裕华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7
仲恺鑫裕达新能源汽车及智能家
电产品精密模具项目

主要生产干法刻蚀工艺用部件，化学气相沉积用部件，物理气相沉
积用部件等。

3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鑫裕达科技有限公
司

28 仲恺金彩虹便捷式医疗器械项目
一期主要建设精密模具及精密结构件和医用耗材；二期主要建设精
密模具及精密结构件扩产、医用耗材和国家级研发中心。

38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深圳市金彩虹精密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29
仲恺龙德科技有限公司微型电机
总部项目

主要生产微电机、自动化设备、无人机等。 3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市龙德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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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仲恺旭鑫机器视觉智能识别设备
研发制造产业园项目

主要生产组装智能视觉检测设备和智能制造整线设备等产品，年产
量可超450台。

45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旭鑫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

31
仲恺三协精密工业自动化设备研
发制造基地

建设全自动锂离子电池生产线、智能瓷砖分拣包装线、全自动槟榔
生产线、全自动异型插件生产线、FPC自动粘贴机、视觉检测设备、
铅酸电池智能制造工厂等。

2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市三协精密有限公
司

（四） 新材料产业工程（5项） 3930000

32 惠州市惠东新材料产业园
建设市政道路、路灯、供气、排污、供水、供电、污水处理、园林
绿化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

1000000 完成立项，用地规划调整，方案设计报批。
惠州市惠东白花新材料
产业园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

33 大亚湾PTA项目 生产500万吨/年PTA。 800000 推动投资协议签订，推动编制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34 惠东PTA下游项目
生产300万吨/年PET、100万吨/年工业丝、100万吨/年民用丝、50万
吨/年PBT工程塑料和50万吨/年BOPET薄膜。

2000000 推动投资协议签订，推动编制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35 安姆科智能新材料制造基地 引进绿色环保数码印刷系统，建设亚洲食品智能化材料研发中心。 1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安姆科投资有限公司

36 宇皓光学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主要开发和生产液晶显示及照明行业用的光学级挤压大板、激光导
光板等产品。

3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宇皓光学有限公司

（五） 绿色低碳工程（2项） 184000 

37 惠阳普盛旺智能产业园 主要用于新型材料加工、智能工厂设计与咨询。 34000 办理前期办理手续。
惠州市普盛旺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38 博罗自立环保科技项目
建设生产工业固体废物再生资源回收，年回收再生资源45万吨、年
产值20亿元。

150000 完成立项、选址、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惠州自立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六） 重化工业工程（4项） 4138883 

39 中海壳牌惠州三期乙烯项目
以150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为核心，主要包括环氧乙烷/乙二醇、
SMPO、POD、α-烯烃、聚α-烯烃、苯酚丙酮、双酚A、聚碳酸酯、
茂金属聚乙烯、共聚聚丙烯等14套化工装置。

3960000 完成海域使用不动产权证等前期工作。
中国海油和壳牌公司合
资

40 惠州化工综合体原料管线项目 新建一条原油和一条石脑油管线，管线总长14公里。 80000 开展可研、环评等前期工作。
埃克森美孚（惠州）化
工公司

41
科莱恩化工（惠州）高性能无卤
阻燃新材料项目

生产高性能无卤阻燃新材料，产量8500吨/年。 40000 开展立项、环评等前期工作。
科莱恩化工（惠州）有
限公司

42
惠州大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改扩
建工程

建设10个储罐，罐容规模28万方，年周转量259万吨油品。 58883 开展设计、报批报建等前期工作。
惠州大诚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七） 现代服务业工程（27项） 8513414 

43 惠州市惠城高盛创智城

建设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芯片等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集聚中心，同时配备智能生产、产业展示、
科研孵化、商业配套、企业办公、人才公寓于一体的产业加速示范
区。

85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东莞市高盛集团有限公
司

44 惠东江恒新农村生态旅游项目
建设生态农业蔬果观光采摘园、新农村示范区、民宿旅游、休闲康
养及其他配套设施等项目，占地面积1466740平方米。

32000 用地报批、规划申报、用林报审、土地挂牌等。
惠州市江恒美景生态旅
游有限公司

45 惠州云溪谷生态旅游项目

打造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特色小镇及田
园综合体，项目建设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相结合，主要包括：特
色农业、农民新村、风情文化商业街、度假酒店、生态庄园、生态

修复、生活服务及道路等配套设施，道路（国家二级公路）15公里
。

56000 
项目环境评价、风险评估、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征地前期工作等。

惠东神农云溪谷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46 惠州华润罗浮山风景区项目 建设大型综合发展项目，包括景区配套、旅游服务、医养园区等。 800000 完成项目立项、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罗浮山嘉宝田乡

村俱乐部有限公司

47 惠州（石湾）综合物流园

主要承接广东铁路物流基地辐射带动而规划建设的园区。园区为东
西两大片区，东片区包含公路港、工贸配送中心、生活物资配送中
心、电子产品仓储等；西片区包含物流仓储区、第三方物流区、跨
境电商区、外贸物流区、科技研发中心、孵化、信息服务中心、国
际贸易总部、专业市场区、展示交易中心和增值加工区等。

500000 完成土地的征用和招投标工作。
博罗石湾市政建设总公
司

48 惠州市罗浮山洞天药市项目
主要包括洞天药材市场、配套社区、中医学院、酒店以及仓储物流
。

793800 项目详细规划编制，完善项目用地相关手续。
深圳市兴业宝田发展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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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万户山智慧航天旅游项目

主要建设宇宙航天科普总汇、太空航天旅游中心、青少年航天夏
（冬）令营、青少年卫星研发中心、无人机智慧大本营、国际智能
体育与汽车科技文化赛场、飞天广场、梦幻太空等九大板块的航天
旅游项目。

500000 完成项目规划设计、用地报批、征地拆迁工作。 广东怡和投资有限公司

50
惠州市十里洋河生态旅游度假村
项目

占地面积约1500亩，分五期开发，拟打造一个集农耕体验园、生态
采摘园、农田景观、风情长廊、水上运动、主题木屋及漂浮栈道等
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度假村。

130000 完成立项、选址、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建源生态旅游文
化管理有限公司

51 广东博罗万洋众创城项目
打造一个高端制造业集聚平台，主要建设超高层厂房、新型产业用
房、科创中心、仓储物流、集中生活配套等硬件设施，以及全链条
的科技金融服务、供应链管理、智慧园区运营等软环境建设。

400000
完成一期供应和及调规，完善立项、用地报批、规划
设计等前期工作。

万洋众创城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2 广东龙门鹿鹰园生态旅游项目
主要建设综合服务区、科普园区、生态旅游植物园区、亲子水上乐
园、生态康养区、田园风光街等。

270000 完成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许可、施工许可。 广东鹿鹰文化有限公司

53
惠州仲恺梧村人工智能科技产业
园

三旧改造，建设学校、医疗、文化中心、体育中心、市政设施等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800000 
推进三旧改造及周边产业用地建设，启动土地整理工
程，申报省级特色小镇。

惠州星河产业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

54 仲恺演达创新创业生态区
建设“演达文化基地”、 “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生命健康产
业基地”、“生态公园”、“教育培训基地”及“玩•梦工厂”等六
大功能板块。

520000 开展项目用地、报建等前期工作。
惠州仲恺高新区凯建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55
粤东智慧供应链科技创新总部基
地（惠州）

主要建设电商服务中心、物流仓储、快件分拨中心、写字楼，以及
购买全自动快件分拣设备、仓储设备等。

1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56
惠州海吉星智慧型农产品流通新
兴产业园项目

主要建设蔬菜交易区、3万吨冷库、水产、肉类及冻品交易区、水果
交易区、电商中心、加工配送中心以及配套公寓。

250000 完成项目设计、规划及申报工作等前期工作。
惠州海吉星农产品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57 惠东三胜村田园综合体项目 主要包括现代农业研发、田园综合服务体验及农业观光。 250000 
完成环境评价、风险评估、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作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大湾情缘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58 惠东莲蓬生态园
建设游客接待中心、园区管理中心、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
八团华山武工队革命纪念园、文化展览区、种植养殖游客体验园和
园区配套设施。

100000 完成用林、用地相关前期工作手续。
惠州市莲蓬实业有限公
司

59
惠东锦秀东江国际生态文化旅游
度假区项目

建设生态旅游度假区、客家风情小镇、养生度假公寓及有机种植农
场。

450000 完成用地报批，征地及土地招拍挂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金众生态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60 惠东县巽寮蜜月湾生态旅游项目 主要建设度假酒店、观光生态休闲园林景观及其他配套设施。 300000 完成征地、用地报批、场地平整等前期工作。
惠东县蜜月湾实业有限
公司

61 博罗风景网智慧旅游示范基地
主要建设商业街、亲子度假乐园、中医疗养中心、农业观光、旅游
休闲、特色民宿、水上游乐设施运动、户外运动设施及其他基础配
套工程。

480000 完成项目用地约500亩用地的材料报批手续。
广东风景智联文化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62
惠州洋和农业大型花卉及新型农
业产业基地项目

建设1000亩的大型花卉及新型农业产业基地。 50000 完成立项、选址、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洋和农业有限公
司

63
博罗岭南金凤凰生态旅游度假村
项目

主要建设农业观光体验区、科技体验区、文化影视体验区、爱国主
义教育体验区、休闲运动体验区、精品庄园体验区、云端酒店体验
区、低空游览体验区、养生养老体验区等。

200000 完成立项、选址、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汇谦生态旅游文
化管理有限公司

64
博罗檀悦象头山大朵生态旅游度
假区

建设檀悦山居度假酒店、檀舍度假酒店、风情文化商业街、无动力
儿童乐园和森林三养社区。

80000 完成立项、选址、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博罗檀悦文旅创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65 岭南药用植物园

拟建设博罗南药电商交易园、博罗南药科创中心、优质南药种植基
地、南药水果立体种养生产基地、优质南药加工物流区、优质南药
创业孵化器、特色药膳美食一条街、创意南药产业实践基地和南药
产业综合服务中心等。

30000 开展用地手续、勘察和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

66
博罗乡遇未来罗洞田园综合体旅
游开发项目

主要建设乡村度假酒店、旅游商业街区、生态农庄、田园餐厅、游
乐项目及旅游基础设施等。

103233 完成立项、选址、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广东万霖三三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67 仲恺君子湖国际生态教育基地
建设山水酒店、会议中心、户外运动基地、企业总部基地、文创基
地、艺术学院等旅游、文化设施，以及配套居住生活设施。

40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尚世实业有限公司

68 华润惠州现代医药物流园项目 建设高架立体仓库，引进自动化分拣系统设备。 3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华润惠州医药有限公司

69 中燃物流项目 建设物流仓储库及配套设施。 38381 开展设计、报批报建等前期工作。 惠州中燃物流有限公司

（八） 传统产业升级工程（16项） 1525000 

70 惠东寰为木业（惠州）生产基地
原材料进口属符合产业政策的种植商用木材，生产高端新型零甲醛
国际认证的“飞鸽牌”复合地板。

200000 完成立项，用地规划调整，方案设计报批。
寰为木业（惠州）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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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惠州市肌缘生物科技化妆品生产
建设项目

研发、制造、销售具有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化妆及洗护等产
品，并提供专业的OEM/ODM服务。

25000 
进行用地预审、报批、规划许可、征地拆迁、施工许
可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肌缘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72 博罗香江电器项目 小型家电生产项目。 200000 完成项目首期用地报批及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湖北香江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73
博罗龙头矿泉水生产及水文化建

设项目

主要安装3条年产100万吨矿泉水生产线，建设观光型工业厂房，水

文化体验馆，水博物馆等。
50000 

完成用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许可、征地拆迁

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灏曦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74
惠州高盛达金属裁切配送及精密
制造临港产业建设项目

建设生产设施，总建筑面积22.8万平方米，开展通信设备、计算机
、电视机、家电用精密结构部件的设计与制造，产品包括镀锌板裁
切片料、五金冲压件、TV底座、塑胶件、精密CNC外观件、模具等。

115000 
完成一期项目用地申请，以及规划设计、环评及施工
报建手续。

高盛达控股（惠州）有
限公司

75
博罗县低丘缓坡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

本项目属于国土资源部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龙溪镇低丘缓坡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博东科
技园低丘缓坡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园洲时尚产业园基础设施建
设。

120000 项目规划设计、用地报批等前期工作。
园洲镇政府
龙溪镇政府
杨侨镇政府

76
龙门“火冰”新型环保消防灭火
器项目

主要生产手提式和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建筑外保温材料高效灭火
剂等，预计年生产能力2000万支。

150000 完成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许可、施工许可。
惠州市易泰消防产业有
限公司

77 惠州乐惠普科技智造产业园
主要生产智能手机配件及汽车内壳及零配件项目，投产后具备每天
生产1500万件塑胶壳料产品。

65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市乐惠普科技有限
公司

78
惠州市荣盛杭萧钢构装配式产业
化基地

主要生产专利产品钢管束构件及配套产品。 45000 完成用地预审和用地报批。
广东荣盛业杭萧钢构有
限公司

79 惠阳中诺智能手机项目 主要生产华为荣耀系列。 200000 完成土地摘牌工作。
深圳市中诺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

80
广东宝居乐家居（惠州）生产项

目
主要生产软体沙发和红木家具，并进行户外家具研发。 200000 完成项目用地挂牌、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东莞市宝居乐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

81 博罗诚瑞丰科技项目 主要生产智能设备。 25000 完成项目用地报批及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深圳市诚瑞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82 博罗富士精工项目 主要生产精密五金制品。 30000 完成项目用地报批及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博罗县富士精工精密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

83 博罗惠利兴惠州石湾五金厂项目 主要生产精密五金制品。 50000 完成土地摘牌工作。
深圳惠利兴包装有限公
司

84
博罗高端环保设备制造及技术研
发基地建设项目

主要生产KDL水处理系统设备后聚合氯化铝净水剂，进行农村治污运
营服务及技术开发等，年产污水处理设备800余套。

20000 
完成用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土地预征等前期工作
。

广东金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85
锦好医疗高端数字助听器及关键
芯片研发制造项目

主要生产耳背式数字助听器、内植式数字助听器、无线蓝牙数字助
听器、雾化器等。

3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九） 农林牧渔项目（4项） 172000 

86 惠州中澳农牧产业园项目
分三期建设，一期主要建设屠宰加工及部分冷链及相关配套设施及
隔离区，二期主要建设牛肉加工相关配套产业；三期在一、二期基
础上扩建，形成大型冷链物流仓储中心。

110000 开展项目用地、报建等前期工作。
惠州百攻鲜食品有限公
司

87 惠州三益生态农业示范中心项目
建设农业科研中心、研发成果展示中心、专家工作室、办公楼、员
工宿舍。

21000 
开展用地指标、规划条件、用地报批办理等前期工作
。

惠州市三益农业有限公
司

88
惠州农产品深加工保鲜储存与综
合利用项目

建设科技研发和电商调度中心、办公楼、生产车间、常温仓库、冷
库、物流中心、员工宿舍及专家楼。

20000 开展规划选址、土地挂牌、办理报建等前期工作。
惠州市盈佳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89
惠州红香食品深加工项目及农村
电商产业园项目

建设食品深加工工业厂房及配套设施。 21000 开展规划选址、项目报建等前期工作。 惠州红香食品有限公司

三 民生工程项目（14项） 1329403 

（一） 教育项目（2项） 187017 

1
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电子技术及
工业自动控制技术专业高技能人
才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新兴产业高技能实训中心，总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购置
五个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所需设备。

7017 项目招标、立项等前期工作。 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2
惠东“现代大学”产学研园区项
目

建立金融服务、生命健康、生态旅游、智能开发等高端服务产业
群，通过金融学院 、护理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三大体系学院延伸
出相关教育机构、在职培训等配套产业。

180000 
开展可行性研究、规划方案编制，完成项目范围内农
林用地清表补偿工作。

广东珠江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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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医疗卫生项目（10项） 715586 

3
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惠州市复
员退伍军人医院共建共享建设项
目

先行建设一期工程，作为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设置床位500张，

建筑面积46276平方米。
45194 

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地质勘探、设计、审批、立项等

前期工作。
市代建局

4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高水平医院
基建项目

进行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仲恺院区核辐射治疗病区和江南院区（原
惠州工程技术学校）科研教学基地改造。

6000 完成前期评估，立项和设计招标等前期。
市中心人民医院
市代建局

5 北京安贞惠州医院 建立北京安贞惠州医院。 220000 
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等

北京圣力华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6 横沥镇卫生院升级迁建建设 拟按70平方米/床标准建设，计划设置床位数150张。 18000 完成专项规划编制和项目用地手续。 横沥镇政府

7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江北新院 按500床位规模建设。 45000 完成项目设计、规划及申报工作。 惠城区卫生健康局

8 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迁建项目 建设门诊、医技楼、住院楼、综合楼等，拟设床位数约2000张。 277000 完成选址、可研等前期工作。 惠阳区卫生健康局

9 惠阳区中医院迁建项目 拟设置床位500张。 52000 完成选址、可研、环评等相关前期工作。 惠阳区中医院

10 惠阳区第二人民医院新建项目 建设门诊大楼、住院大楼和综合大楼共三栋，拟设床位数250张。 30000 完成可研、环评等相关前期工作。 惠阳区卫生健康局

11
惠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一期（皮肤
病医院新院）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6997平方米，建设床位100床位。 15932 
完成设计招标、初步设计及审批。施工图设计，施工
招标等前期工作。

市代建局

12
惠州市中医医院菱湖院区房屋改
造维修

建设门诊大楼、住院大楼和综合大楼共3栋、拟设床位数500张。 6461 完成前期评估，立项，设计招标等前期工作。 市中医院

（三） 文化体育项目（2项） 426800 

13 惠阳云鹤谷雕塑文化艺术园项目
建设潘鹤艺术馆、形而上艺术联盟和艺术培训基地校，打造集文化
、旅游及休闲于一体的文旅项目。

300000 
进行项目范围内6400平方米地块的收购及方案设计工
作，协助配合其他地块的有关用地指标报批工作。

惠州市首万实业有限公
司

14 惠州潼湖国家湿地公园一期工程
建设城市公园区、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
用区、管理服务区和创意农田区，构建湿地保护、生态科普与农业
生产相结合的综合型国家湿地公园，5A级旅游景区。

126800 开展用地、规划、报建等前期工作。 潼湖湿地公园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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