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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上新台阶。

︰

︰ ︰ ︰



 

    交通、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人民生活水平有效改善。

︰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成果显著。



 

表 1  茂名市“十二五”规划主要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0 年
基期数 

“ 十 二
五”规划
目标值 

2015 年
完成值 

“ 十 二
五”年均
增长 

完成情况 属性 

一、经济发展  

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492 年均 10 2446 10.6 完成 预期 

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5496 年均 8.5 40324 9.8 完成 预期 

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3.0 104 101.3 - 完成 预期 

二、经济结构  

4.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42.0 43 以上 43.2 - 完成 预期 

5.城镇化率（%） 35.06 45 以上 40 - 未完成 预期 

6.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例（%） 
0.26 0.55 0.55 - 完成 预期 

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 
1.25 1 3.6 - 完成 预期 

三、社会发展  

8.常住人口（万人） 582.64 665 608 - 完成 预期 

9.人口自然增长率（‰） 6.47 6 6.52 - 
完成省下
达任务 

约束 

10.城镇登记失业率（%） 3.13 4 以内 2.42 - 完成 预期 

11.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万人） 7.3 [30] [33.5] - 完成 预期 

1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82.23 90 86.3 - 未完成 预期 

13.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85.2 95 97.7 - 完成 约束 



 

 2010 年
基期数 

“ 十 二
五”规划
目标值 

2015 年
完成值 

“ 十 二
五”年均
增长 

完成情况 属性 

14.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34.86 40 125.8 18.2 超额完成 约束 

15.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

人） 
551.76 40 685.4 26.7 超额完成 约束 

16.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万人） 99.1 99.5 220.2 24.2 超额完成 约束 

17.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套） 975 [33906] [13030] - 
完成省下
达任务 

约束 

18.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2621 21100 21319 11.1 完成 预期 

1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6765 10228 13069 14.1 完成 预期 

四、资源环境  

20.耕地保有量（万公顷） 24.7 24.67 24.718 - 完成 预期 

21.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 25 19 - 超额完成 约束 

22.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 
- 

执行省
下达 

市级未统计 

23.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 [18] [18] -3.79 完成 约束 

24.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 

执行省下
达 

市级未统计 

25. 主要污

染 物 排 放

减少（%） 

化学需氧量(万吨) 12.65 
[11.01 
万吨] 

[11.01
万吨] 

-2.59 完成 约束 

二氧化硫(万吨) 3.31 
[3.27 万

吨] 
[3.07
万吨] 

-1.45 完成 约束 

氨氮(万吨) 1.32 
[1.108万

吨] 
[1.108
万吨] 

-3.21 完成 约束 

氮氧化物(万吨) 3.21 
[2.98 万

吨] 
[2.89
万吨] 

-2 完成 约束 

26.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60.58 65.00 88 - 超额完成 预期 

27.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20.51 75 100 - 超额完成 预期 

28. 森林增

长 

森林覆盖率（%） 56.6 57 58.26 - 超额完成 约束 

森林蓄积量（亿立方

米） 
0.25 0.29 0.34 3.6 超额完成 约束 

29.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10.02 13 12.02 - 未完成 预期 

注：1.[]为累计数。 

2.2015年数值为预计数。 

3.第 9项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第 17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指标均已完成省每

年下达我市的目标任务。第 22、24项指标由于市级未作统计，没有数据。第 25项主要

污染物排放减少“十二五”规划目标值为省 2015 年重新下达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新的活力。

新业态带来新的发展潜力。



 

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战略提供稳定的政策保障。

交通、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奠定了发展基础。

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改变。



 

交通、产业园区和城建基础仍然薄弱。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

资源环境约束较紧。



 



 

    

人民主体，成果共享。

加快发展，创新驱动。

深化改革，增强动力。

依法治市，公平正义。

党委领导，政治保证。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基本建成粤西重要交通枢纽。

基本建立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



 

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改革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表 2  茂名市“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序号 指  标 2015年 2020年 
年均增长 
〔累计〕 

属性 

一、经济发展 

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446 3200 8.5% 预期性 

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40324 - 7.5% 预期性 

3 
城镇化
率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5.6 39.6 〔4〕 
预期性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0.02 45 〔5〕 

4 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3.2 50左右 〔6.8〕 预期性 

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3 - 103 预期性 

6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5.8 23.8 9.4% 预期性 

7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0.55 1.1 〔0.55〕 预期性 

8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0.26 0.52 〔0.26〕 预期性 

9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 

3.3 3.8 〔0.5〕 预期性 

二、民生福祉 

10 常住人口（万人） 608 650 1.2% 预期性 

1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 - 8.5% 预期性 

12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6 - 〔30〕 预期性 

13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万人） - - - 约束性 

14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82.6 98 〔15.4〕 预期性 

15 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套） - - - 约束性 

16 每千名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张） 24.8 35 〔10.2〕 约束性 

三、生态文明 

17 耕地保有量（万公顷） 24.718 24.673 － 约束性 

18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亩） - - 〔12024〕 约束性 

19 万元 GDP用水量（m
3
） 148 99 -7.73 约束性 



 

序号 指  标 2015年 2020年 
年均增长 
〔累计〕 

属性 

20 单位 GDP能耗降低（%） 7.36 - - 约束性 

21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 - - 约束性 

22 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 - 约束性 

23 
森林发
展 

森林覆盖率（%） 58.26 59 〔0.74〕 
约束性 

森林蓄积量（万立方米） 3400 3950 〔550〕 

24 
空气质
量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1.8 93 〔1.2〕 
约束性 

城市 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32 ≤32 - 

25 
地表水
质量 

达到或好于 III类水体比例（%） 71.4 85.7 - 
约束性 

劣 V类水体比例（%） 14.2 0 - 

26 

主要污
染物排
放减少
（%） 

化学需氧量 

- 约束性 
二氧化硫 

氨氮 

氮氧化物 

 

注：1.〔〕内为五年累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 2020 年绝对数按当年价预计，增长速度为实际增速。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实际增长。 

3.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耕地保有量、万元 GDP 用水量、单位 GDP能耗降低、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主要

污染物排放等 9项指标按省最终核定目标值执行。已标出的为初步控制目标。2015年耕

地保有量为初步预计数，待省确认后进行相应调整。 

 

 

 

 

 

 



 

坚持创新发展，形成核心竞争力。

坚持协调发展，增强发展协调性。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茂名。

坚持开放发展，实现互利合作。

坚持共享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立足经济社会发展

新常态，把创新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提质增资、转型升级，加快结

构性改革，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迈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为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政务服务改革。

深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完善要素市场。



 

规范市场竞争环境。

推进价格机制改革。

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



 

完善预算管理机制。

健全财政保障机制。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深化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加快融资机制创新。

推动金融创新发展。



 

深化金融机构改革。

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



 



 

强化孵化育成体系。

健全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体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

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力度。

加强创新人才交流合作。

优化创新人才发展环境。



 

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深入推进众创众包众扶众筹。



 

 



 

完善“四横两纵”铁路网。

建成“三横三纵”高速公路网。

打造区域性综合深水大港。

完善提升主干公路网。



 

建设便捷客运系统。

构建现代货运体系。



 

积极发展航空服务。

加快能源产业发展。

建设现代化能源输配网络。



 

 

提高城乡水利防灾减灾能力。



 

优化水资源配置。

加快农田水利建设。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优化产能结构。

加快建设质量强市。

拓展石油化工产业链。



 

 

做大矿产资源加工及建材产业。



 

发展金属新材料及装备制造业。



 

提升特色轻工纺织产业。

做强农副产品加工产业。



 

培育发展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



 

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打造滨海度假基地。

打造生态休闲基地。

打造温泉养生基地。



 

建设旅游经济走廊。

树立特色旅游品牌。



 

 

发展现代海洋产业。



 

壮大现代海洋渔业。

强化海洋资源环境保护。



 

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



 

贯彻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

 



 

 



 

完成城市主干道路升级改造。

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美化亮化城市环境。

加强城市生态修复。



 

提升宜居宜业水平。

打造物流商贸集聚区。

拓展科技研发空间。



 

加快水东片区建设和改造。

打造生态宜游的南海旅游岛。

建设宜居宜业的高地智慧城。



 

塑造“多元共生”的美丽水东湾。

完善组团内路网基础设施。

打造现代化滨海新城。

海新区供水工

程、燃气管道、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加



 

快推进滨海一中、滨海新区医院、滨海中心等配套设施建设。 

构建对东盟的开放合作平台。

建设华

南地区重要出海口和“一带一路”节点上的重要港口，

，把茂名滨海新区建设成为开放水平高、

辐射范围广、带动作用大的对外开放新高地。

加快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治理方式。

 



 



 

 

优化城镇规划布局。



 

强化中心镇集聚功能。

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

强化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



 

 



 

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构建多样化农业经营体系。



 

积极促进农民增收。

保护耕地资源。



 

促进粮食稳产增产。

   

优化农村规划布局。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加强外贸配套设施和口岸建设。

实行多元化招商。

优化企业投资环境。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拓展经贸合作和平台建设。



 

加强与省内城市合作。

深化周边省区合作。



 

大力发展重点开发区域。

适度开发生态发展区域。



 

保护禁止开发区域。

建立健全空间规划体系。

加强水污染防治。



 

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森林生态系统。



 

加强湿地和河湖生态保护。

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

建设节约型社会。

深入推进节能降耗。



 



 

 

 



 

促进就业创业。



 

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健全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构建现代教育体系。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完善教育发展保障体系。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快发展体育事业。

 



 

推进精准扶贫。

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



 

加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



 

把握舆论导向。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创新。



 

优化人口结构。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

完善人口服务管理。

提升应急和防灾减灾能力。



 

强化粮食等重要物资储备。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增强国防动员基础能力建设。继

 



 

健全依法行政和决策机制。

加强行政权力和执法的监督。



 

切实保证公正司法。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健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



 

推进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健全社会服务体系。



 

 

 



 

强化政策支撑。

强化要素保障。



 

加强规划任务落实。

加强评估考核。

加强社会监督。



 



 



投资单位：万元

大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序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至2015年底累计

完成投资
“十三五”期
间计划投资

建设（承办）单位

合计:170大项 449项 42115820 3199963 28480155

市直项目
（52大项）

242项 20816718 1888495 15487923

一、交通项目
（12大项）

19项 4579976 499447 3907229

1 深茂铁路茂名段 1 铁路55公里 2014-2017 551760 200000 351760 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2 茂名博贺疏港铁路 2 铁路54.3公里 2016-2019 377600 0 377600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市交投集
团

3 黎湛铁路电气化改造茂名段 3 铁路42公里电气化改造 2014-2016 25938 1200 24738
南宁铁路局黎湛铁路改
造工程指挥部

4
茂湛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茂
名段

4 铁路17公里电气化改造 2016-2017 35346 0 35346 茂湛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5 广茂铁路电气化改造茂名段 5 铁路63公里电气化改造 2017-2018 38907 0 38907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6
汕（头）湛（江）高速公路
茂名段（含支线）

6 高速公路146.303公里 2014-2018 1437628 293447 1144181
广东省南粤交通云湛高
速公路管理中心

7
云浮至茂名（粤桂界）高速
公路茂名段

7 高速公路89.3公里 2016-2020 1040897 0 1040897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

8
沈海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茂
名段

8-9
阳茂高速公路茂名段扩建、茂湛高速公路
茂名段扩建，长85.72公里

2017-2022 522000 0 348700
省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

9 茂名综合客运枢纽 10-11
建设集铁路、长短途客运、出租及公交等
为一体的综合客运枢纽，包括茂名东站站
房改造工程、茂名东站改造配套工程

2016-2018 180000 0 180000
茂湛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茂名市交投集团

附件

茂名市“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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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序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至2015年底累计

完成投资
“十三五”期
间计划投资

建设（承办）单位

10 茂名电白现代铁路货场 12

规划占地约1000亩，按现代化铁路物流货
场（含保税物流园）规划建设，规划货物
年吞吐量1000万吨以上，具备无水港集装
箱业务，白货整车、笨重等货物运输业务

2017-2020 139000 0 139000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11
国道改线、改建及路面改造
工程

13-17

新国道G325线高山至公馆旧村段、新国道
G325线电白观珠和平至水林路路口段、新
国道G325线化州新路口至石湾段，国道
G207线石仔岭至霞垌段、G207线朱砂至东
镇段路面改造工程等

2016-2020 181700 0 181700

茂名市公路管理局、茂
名市交通局、电白区政
府、茂南区政府、信宜
市政府、高州市政府、
化州市政府

12 省道改线、改建及新建工程 18-19
省道松仙线(S283线)高州市路段改建工程
(二期工程)、省道S291线公馆油库至七迳
段改造工程等

2014-2020 49200 4800 44400
茂名市交通局、茂名市
公路管理局、高州市政
府

二、能源项目（2大
项）

23项 861340 93340 768000

13
茂名市500千伏、220千伏、
110千伏及以下配网输变电工
程

20-40

建设500千伏线路379千米，220千伏线路
226.4千米、主变容量90万千伏安；110千
伏线路638.8千米、主变容量128.9万千伏
安；35千伏线路49.7千米，35千伏主变容
量5.43万千伏安

2015-2020 561340 63340 498000 茂名供电局

14 茂名市风电场建设 41-42
建设中广核茂名电白黄岭、粤电电白白马
等风电场，总装机容量30万千瓦

2015-2025 300000 30000 270000
广东粤电电白风电有限
公司、中广核电白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三、现代产业项目
（11大项）

98项 10088335 871048 653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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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序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至2015年底累计

完成投资
“十三五”期
间计划投资

建设（承办）单位

15 茂名石化炼油基础建设 43-49

30万吨级单点系泊输油终端海底管线安全
隐患治理、廉江-茂名原油管道工程、湛
江-廉江及北山岭-茂名原油管道安全隐患
治理、炼油低浓度污水处理场提标改造、
炼油700吨/小时污水场改造、炼油厂区清
污分流改造（二期）等基础建设、茂石化
炼油厂区卫生防护距离内搬迁及配套设施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2009-2020 2250565 80500 2170065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茂名分公司、茂南
区政府

16 炼油结构调整项目 50-53

新建150万吨/年连续重整装置、50万吨/
年干气回收富乙烷气装置、260万吨/年浆
态床渣油加氢装置、10万吨/年硫磺回收
联合装置

2015-2020 600000 10000 59000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茂名分公司

17 乙烯下游能力升级改造项目 54-58
新建20万吨/年环氧乙烷装置、2.5万标立
方米/小时空分装置、化工热电技改项目
、乙烷炉项目、40万吨/年苯乙烯装置

2015-2022 800000 90000 71000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茂名分公司

18 茂名石化下游产品加工基地 59-66

建设碳四萃取分离技术改造项目，18万吨
/年脱蜡脱油、切割、精制联合装置，15
万吨/年异丁烷综合利用，10万吨/年特种
工艺油项目，6万吨/年闪蒸油二段加氢改
质，十二碳硫醇，5000吨/年抗氧剂项
目， 2万吨/年加氢众和树脂等项目

2015-2020 120000 40000 100000

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
公司、广东新华粤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众
和化塑有限公司、茂名
市大泽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茂名海和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广东希必
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9 茂名市移动4G网络建设项目 67-72

建设茂名市（包括辖属县区）重点区域4G
基站，传输管道杆路等相应覆盖，建设广
东联通粤西数据中心、茂名联通核心大数
据局房等

2009-2020 451500 180548 305952

中国移动茂名分公司 中
国联通茂名分公司 中国
电信茂名分公司 中国铁
塔茂名分公司

20 茂名医药物流建设项目 73-74
建设水东湾新城医药物流园、电白南药工
业园等

2016-2025 180000 0 80000
水东湾新城管委会、电
白区政府、广东一力集
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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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序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至2015年底累计

完成投资
“十三五”期
间计划投资

建设（承办）单位

21
茂名市现代物流及商务会展
建设项目

75-102

建设新茂名大厦城市综合体、茂名市农村
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茂名现代物流园
、环宇石化物流、茂名市国际汽车文化产
业园、高新区海景明珠财富广场、高新区
电商产业园、市民高新片区物流园、中国
（茂名）-东盟小商品交易城、高地电子
信息产业园、水东湾新城物流中心（人工
岛）、京东粤西区域运营中心、茂南电商
物流园、兴和商业广场、五洲广场、高山
家私城改造、河西商贸中心、广东渤海石
化物流中心、粤西空港物流园、化州市粤
西国际建材城、信宜南玉产业园、粤西农
副产品综合交易中心、茂名六韬珠宝创意
产业园、茂名亿丰国际家居博览城、电白
万达广场、电白岭门物流园、沙园工业物
流园、茂名电白广物汽车城等

2015-2025 1708000 50000 1001000

茂南区、电白区、信宜
市、化州市政府，滨海
新区、高新区、水东湾
新城管委会，广东茂名
大厦有限公司、茂名市
交投集团、茂名市安畅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广
东渤海石化物流中心有
限公司、茂名粤沪投资
有限公司、茂名逊达洪
通公司、茂名市世和城
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
、化州市南粤建材市场
有限公司、信宜中宝南
玉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
司、茂名市环宇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22 茂名市现代农业基地项目 103-110

建设广东冠利海洋生物产业园区、茂名金
龟产业园、广东瑞恒农林科技油茶种植基
地、广东绿杨蛋鸡养殖基地、广垦生猪养
殖基地、广垦辰禧国际农产品物流投资项
目、广垦油脂开发、广垦(茂名)国家热带
农业公园风景区等

2013-2022 800000 100000 450000

广东冠利海洋生物有限
责任公司、茂名金龟产
业园公司、广东瑞恒农
林科技发展公司、茂名
农垦局、广垦辰禧国际
农产品物流投资公司、
广垦粮油公司、广垦名
富果业公司

23
茂名市沿海旅游资源深度开
发项目

111-122

建设东达蒙古王龙头湾、博贺国际旅游度
假村、博贺滨海国际度假岛、绅威游艇俱
乐部项目、放鸡岛旅游景区扩建项目、浪
漫海岸国际旅游度假区（三期）、水东湾
新城儿童滨海乐园、水东湾滨海旅游度假
区、水东湾国际生态旅游岛、童子湾旅游
度假区、水东湾海洋公园、水东湾旅游码
头等

2015-2025 1050000 220000 660000

滨海新区、水东湾新城
管委会，四川省东达立
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汇兴泰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正域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电白县龙头山浪
漫海岸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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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序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至2015年底累计

完成投资
“十三五”期
间计划投资

建设（承办）单位

24
茂名市文化及生态旅游开发
项目

123-138

建设粤西百越特色文化产业创意园（冼太
夫人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水东湾新城冼
夫人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镇隆古城杨筠
松文化产业园、信宜大仁山养生休闲旅游
新城、化州市孔文化产业创意园、横江水
库旅游文化创意园、浮山生态旅游风景区
、高州市丁颖生态农业谷、高州市俚人文
化园、三官山生态旅游度假村、高州中华
冼太文化宗祖园、高州市孔子文化园、冼
太草原国际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万寿山文
化生态旅游、电白野生动物园、茂南区青
年湖湿地公园

2015-2025 2100000 100000 440000

茂南区、信宜市政府，
化州市良光镇人民政
府，茂名市岭南圣母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广州
珠江文化娱乐制作有限
公司、广东宏达集团、
广州概括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高州市根子荔海
旅游服务有限公司、高
州市三官山生态旅游度
假有限公司

25
茂名市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139-140
新建10万吨仓容粮库、茂名市粮油质量检

测中心
2016-2020 28270 0 28270 茂名市粮食储备公司

四、宜居城乡工程
（8大项）

51项 1671285 266860 1304425

26
油城十路片区商品房建设项
目

141-146

长湖窿村“三旧”改造工程，建筑面积
108万平方米；金源城项目，总建筑面积
42万平方米；东方绿洲，总建筑面积48万
平方米；荔晶新城，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
方米；茂名东汇城，总建筑面积58.9万平
方米；建设大型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
超甲级写字楼、住宅等

2014-2020 820000 110000 710000

茂名市宏丰长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茂名泰
源置业有限公司、茂名
市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茂名市荔晶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广东
富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
油城十路片区土地一级开发
项目

147 一级开发土地约1000亩 2016-2020 60000 0 60000
茂名市土地开发储备中
心

28
茂名市中心城区整体开发建
设

148-156

完善茂南城区（北组团）、发展市民片区
（中组团）、水东湾新城（南组团）的客
运及公交站场、道路、地下综合管廊、给
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建设东北五小
区、站南片区、油城十路片区、陈村旦场
片区、高地片区、南海片区等

2015-2023 350000 80000 170000
茂名市城管局、茂名市
交投集团、茂名市水投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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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茂名城区组团快速干线 157-164

建设市民大道二期、西部快线、工业大道
南段、茂名市工业大道北段新建工程、潘
州大道、海洋大道、茂名现代物流园连接
茂东快线一级公路、连接市东环路二级公
路等

2015-2020 283872 38050 245822
茂名市公路管理局、茂
名市交投集团、茂名市
水投集团

30
茂名市政路网及园林建设工
程

165-185

建设大园一至六路、西粤北路（大园路至
官渡路段）、西粤南路、站前大道、站南
路、金城路、文明北路（官渡-大园路）
、高凉北路（官山-大园路）、高凉南路
（新福—站北路）、人民北路；对站北一
路、双山一至五路、江东路等市区道路实
施沥青罩面工程；建设官渡、上宾健身公
园及街头小公园，建设茂南大道污水总
管；治理城区公园湖面水质，对低埒河、
隔坑河污水点及天桥路、茂南大道水浸点
进行改造等

2012-2018 76512 38810 37702 茂名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31
茂名市自来水应急管网建设
和水厂扩容建设工程

186-187
河东水厂扩建10万吨/日净水处理系统，
河东30万吨/日污泥处理系统，DN1200应
急供水管道3600米

2016-2020 18100 0 18100 茂名市水投集团

32 茂名市城区旧管网改造工程 188
改造DN50-DN800水泥管、灰口铸铁管、钢
管、镀锌钢管，总长度约380公里

2016-2020 24000 0 24000 茂名市水投集团

33
茂名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容
改造及河东片区污水总管项
目

189-191
项目拟分期建设，一期先完成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二期完成扩建工程，三期
完成河东片区污水管网布置工程

2016-2020 38801 0 38801 茂名市水投集团

五、水利项目
（8大项）

8项 1323540 23000 100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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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供水工程 192

建设调水工程、河东供水改造工程，建设
儒洞河水闸、取水泵站、二级泵站及分界
支渠清淤、重建渡槽、新建名湖水库至河
东水厂段输水管道等

2016-2019 152782 0 152782 茂名市水务局

35
茂名市大中型水闸除险加固
工程

193
除险加固大型拦河闸等8宗，中型水闸等
17宗

2015-2018 140000 20000 120000
茂名市水务局，各区、
县级市水务局

36 茂名市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194
对全市流域面积50-3000平方公里中小河
流进行治理

2016-2023 350000 0 200000
茂名市水务局，各区、
县级市人民政府

37
鉴江茂名段治理工程（高州
城区下游段、茂南梅江段）

195
整治堤防长度67.99公里，重建穿堤涵闸

98座 2017-2019 40266 0 40266
茂名市水务局、茂南区
、高州市政府

38
高州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二期工程

196
加固改造渠道574.68公里，加固改造渠系
建筑物4771座

2018-2020 329000 0 329000
茂名市水务局，茂南区
、电白区、高州市、化
州市政府

39
高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库
恢复89.0米正常蓄水位淹没
处理工程

197
淹没土地1.15万亩，搬迁安置人口2772
人，淹没影响房屋14.99万平方米

2015-2018 73492 3000 73492
茂名市鉴江流域水利工
程管理局

40
茂名市鉴江流域综合整治工
程

198
疏浚鉴江干流河道125公里（信宜段40公
里、高州城区上游段40公里、化州段45公
里）、加固堤防210公里，涵闸98座

2018-2023 125000 0 13000
茂名市水务局，信宜市
、高州市、化州市政府

41
高州水库玉湖国家风景区项
目

199
建设酒店、服务中心、特色餐饮、污水处
理、道路码头、水文化长廊等

2016-2022 113000 0 80000
茂名市鉴江流域水利工
程管理局

六、环保项目
（3大项）

3项 149839 5000 74839

42
小东江生态整治（小东江公
园）项目

200 整治小东江沿岸污水、提升小东江环境 2016-2018 14839 0 14839 茂名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43
高州水库库区100万亩生态林
保护工程

201
规划建设高州水库集雨面积内100万亩生
态林

2009-2019 15000 5000 10000 茂名市林业局

44 茂名市供销社静脉产业园 202

建设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废弃电器电子
资源化处理、废塑料处理加工、餐厨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印刷电路板
资源化处理等厂房、仓库及配套办公、生
活区10万平方米

2018-2023 120000 0 50000
茂名天保再生资源发展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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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会事业项目
（8大项）

40项 2142403 129800 1889603

45 茂名市医院建设 203-216

建设茂名市人民医院内科综合楼、人民医
院水东湾新城院区（茂名市中心医院）、
茂名市中医院高新区分院、茂名市妇幼保
健院滨海新区院区及河东院区综合大楼改
建、电白妇幼保健院搬迁、电白人民医院
门诊大楼迁建工程、电白中医院门诊大楼
、高州第二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高州人民
医院门诊肿瘤综合大楼、高州妇幼保健院
、信宜人民医院住院医技综合大楼、化州
市人民医院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搬迁
医院）、化州市中医院门诊住院楼、新建
茂南区中医院等

2015-2020 680000 60000 620000

茂名市人民医院、茂名
市妇幼保健院、茂名市
中医院、电白区妇幼保
健院、电白区人民医院
、电白中医院、高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高州市
人民医院、高州市妇幼
保健院、信宜市人民医
院、化州市人民医院、
化州市中医院、茂南区
中医院

46
茂名高等院校（一本五专）
扩建及产学研中心工程

217-224

建设广东茂名石油化工学院扩建工程（西
城校区一期），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滨海校区、广东
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广东农林科技职
业学院、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新校区、
茂名石油化工协同创新研究院（广东石油
化工学院高新研究院）、华南石化科技创
新港等

2015-2020 959688 64800 894888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西城
校区项目管理处、茂名
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科
技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农林科技职业学
院项目管理处

47 茂名市基础教育建设 225-229
建设水东湾新城“九年一贯制”教育城、
茂名崇文学堂、茂名市育才小学、茂名市
趣园学校、茂名市德育学校搬迁等

2016-2022 200000 0 100000
茂名市教育局、水东湾
新城管委会，高州市、
信宜市

48 茂名市养老、福利设施建设 230-234
建设茂名颐年苑、茂南区社会福利中心、
高州市老年康复中心、电白海程颐养院、
茂名农垦医院老年养护中心等

2015-2022 108000 5000 85000

茂名市社会福利院、茂
南区社会福利中心、高
州市人民医院、电白海
程颐养中心有限公司、
茂名农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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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茂名市公共停车场、道路临
时停车泊位

235-237

在茂名中心城区建设九个公共停车场；另
对城区67条路段进行停车规划，再增加
2990个小汽车泊位；建设各区（县级市）
城区公共停车场及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2016-2020 50000 0 50000
市国资委、各区（县级
市）政府

50 茂名市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238-240

建设高新区消防站、茂南区官渡消防站、
滨海新区消防站、滨海新区博贺水陆两用
消防站、滨海新区吉达港消防站、化州市
第二消防站、高州市第二消防站、信宜市
第二消防站等共8座消防站，建设500吨泡
沫液供给站和市消防支队培训基地；全市
新建市政消火栓2000个，全市更新换代一
批消防器材装备

2016-2020 61715 0 61715
茂名市消防局，各区、
县级市、经济功能区政
府（管委会）

51 茂名监狱 241 建设完善茂名监狱基础设施 2016-2020 72000 0 72000 广东省茂名监狱

52
大竹洲岛国家海洋气象观测
基地

242
建设国家级海洋气象探测基地和台风破坏
观测试验基地

2016-2021 11000 0 6000 茂名市气象局

“三大平台”项目
（35大项）

97项 12420777 888313 6149464

滨海新区起步区项目
（16大项）

61项 7731508 351200 4207308

53 茂名港航道及防波堤工程 243-257
茂名港博贺新港区30万吨级（首期15万吨
级）航道工程、东西防波堤工程；茂名港
吉达港区东、中防波堤及航道工程等

2014-2025 500000 60000 100000

茂名博贺新港区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茂名港集
团有限公司，茂名市港
航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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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茂名港码头工程 258-274

建设博贺新港区粤电煤炭码头、博贺新港
区通用码头工程、博贺新港区散货码头项
目、吉达港通用码头后方基础设施工程、
博贺新港区东区化工码头工程、博贺新港
区矿石码头、博贺新港区集装箱码头、博
贺新港区原油码头、博贺新港区东区油品
码头工程、博贺新港区液体化工码头及仓
储堆场、博贺新港区LNG码头、博贺新港
区西区通用级码头、博贺新港区东区化工
码头附属设施项目、博贺新港区煤炭码头
配套工程（堆场）、博贺渔港外港池（电
场莲头新渔港）以及渔业码头；水东港区
3万吨级码头等

2015-2025 2900000 100000 320000

广东粤电茂名博贺煤电
有限公司、茂名港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茂名港
集团有限公司、茂名博
贺新港区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博贺渔港建设指
挥中心、广东保利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茂名市
昌利码头有限公司、茂
名港长兴石化储运有限
公司、茂名石化博贺港
码头有限公司、茂名石
化博贺港储运有限公司

55 博贺临港工业区基础设施 275-276

完善港区后方陆域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路
网，项目包含：港西路、莲头环山路、恒
大路、吉达大道、茂名港大道（霞海、莲
头段）等工程等

2016-2022 245804 0 95804
茂名博贺新港区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交投集团

56
博贺新港区装备制造业园区
基础设施

277-278

完善博贺清洁能源物流基地项目造陆工程
、博贺冷能利用工业园区项目造陆工程；
在博贺新港区西侧规划建设大型装备制造
区，现代化电力装备制造、石化装备、海
洋工程装备制造、船舶制造、汽车装备等

2016-2021 450000 0 250000

茂名港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茂名港集团有限公
司，茂名博贺新港区建
设指挥部办公室

57
博贺海洋经济产业园（台商
工业园）

279

重点发展生态休闲渔业、海洋旅游业、海
洋文化产业、涉海金融服务业和海洋信息
服务业，建设海洋公园，海洋渔业博物
馆，滨海步道系统，渔家小镇，博贺客运
站等

2017-2020 50000 0 50000 博贺镇人民政府

58 食品工业园区 280
利用茂名港口、区位、农业产业优势发展
粮油加工、水产品加工及肉类加工、蔬菜
、水果和坚果食品加工等

2016-2020 250000 0 250000 滨海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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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博贺湾城区建设工程 281-293

建设海岭家园、南海绿城、西港小区及博
贺湾城区基础设施、滨海新区长途客运
站，约4平方公里，博贺湾大道、博贺半
岛滨海大道、新城东路新建工程、博贺湾
大桥及连接线新建工程等路网工程

2014-2020 359797 50000 309797

茂名博贺新港区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茂名滨海
控股有限公司，茂名市
交通局

60
茂名博贺湾新城东片区启动
区工程

294
土地开发面积为351.65万平方米，新建沿
海大堤长度3260米

2015-2018 246868 22000 224868
茂名博贺湾生态新城建
设有限公司

61
博贺至沈海高速观珠出口快
速干线

295
长约30公里，双向6车道，路基宽30米，
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

2018-2020 180000 0 180000 滨海新区管委会

62 粤电茂名博贺电厂 296 装机2×100万千瓦 2014-2016 693739 100000 593739
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
有限公司

63 粤西（茂名）LNG项目 297
两个靠泊能力为8-26.6万立方米 LNG码
头，配套建设8套16万立方米 LNG储罐和
310公里天然气管道

2016-2019 1130000 0 1130000 中海油气电集团

64 光伏发电项目 298-299 20兆瓦渔光、农光互补光伏发电 2016-2017 18900 0 18900
茂名聚能光伏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

65
滨海新区自来水厂及供水管
网

300 建设日供水10万吨水厂及供水管网 2017-2019 30000 0 30000
茂名博贺新港区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

66 保利大都会城市综合体项目 301
规划开发建设1300亩土地，首期建设214
亩

2014-2017 600000 16200 583800
茂名和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7
茂名博贺新港区南部污水处
理厂

302
项目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6.6万吨、污
水收集管网15公里

2015-2018 26400 3000 20400 茂名滨海水务有限公司

68 博贺新港区现代物流园 303 提供大宗商品仓储、配送服务 2016-2020 50000 0 50000
茂名港集团有限公司，
茂名博贺新港区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

高新区项目
（10大项）

23项 3703880 432083 106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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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茂名产业转移工业园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

304
建设高新大道、工业大道、管廊等基础设
施

2009-2018 350000 230000 120000 广东茂化发展有限公司

70 茂名重力石化装备制造基地 305

建设大型设备总装厂房、办公楼、食堂
等，购置300吨桥吊、大型卷板和焊接设
备、检测设备等，形成新增大型石化装备
5000吨/年的生产能力

2014-2020 100000 49000 51000
茂名重力石化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71 精细化工下游项目 306-318

建设中德（茂名）精细化工园，建设年产
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5万吨/年生物柴
油装置、年产10万吨涂料、年产3000吨引
发剂及8000吨助剂、2000N立方米/小时全
液化空分装置项目、8万吨/年合成橡胶、
22/13万吨/年苯酚丙酮、15万吨/年异丁
烷、20万吨/年聚碳酸酯、20万吨/年己内
酰胺项目、20万吨/年锦纶纤维、30万吨/
年苯乙烯等

2014-2025 2500000 110000 180000 广东茂化发展有限公司

72 长青集团集中供热项目 319
一期建设规模为3×260吨/小时锅炉及配
套发电机,预留二期扩建场地

2017-2018 55000 0 55000 中山长青集团

73
广东粤电茂名露天矿林光伏
互补项目

320 装机10万千瓦 2016-2018 86281 0 86281 广东粤电集团

74
华南塑化五金机电汽配商贸
城项目

321
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建设批发产易市场
商铺、写字楼办公室等

2014-2017 115049 3000 112049
广东建穗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

75
健康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

322
土地一级开发5000亩，进行征地拆迁、市
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2016-2020 100000 0 100000

茂名高新开发有限公司
、茂名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76
露天矿生态恢复及公园建设
项目

323-324

利用原有废弃厂房改造建设博物馆及公
园，总面积8660平方米；开展6000亩露天
矿区生态修复复绿工程及农业灌渠引水治
理露天矿矿坑湖工程，建设尚垌湖堤围、
现有渠道扩建、新开引水系统、输/泄水
系统、灌溉抽水泵站等

2014-2020 167550 5850 161700 广东茂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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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茂名高新区污水处理系统 325
建设规模为2.5万吨/天的污水处理主体设
施及管网等配套设施

2016-2020 50000 0 50000 茂名高新开发有限公司

78 高新区新型城镇化项目 326
新建高新客运站、七迳新城土地开发、财
富广场创新大厦、德国小镇、高新区山水
园林湖改造、雨公山公园改造等

2015-2020 180000 34233.04 145766.96 茂名高新开发有限公司

水东湾新城项目
（9大项）

13项 985389 105030 880359

79 水东湾大桥新建工程 327
总长6.13公里，其中桥梁长3.16公里，连
接线长2.97公里

2014-2020 158000 43000 115000
中交（茂名）水东湾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

80
省道280线改建工程(环湾大
道高地至南海段）

328
路线全长5.9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
公路标准建设

2017-2019 72000 0 72000
中交（茂名）水东湾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

81 水东湾水域清淤整治工程 329
疏浚面积16.82平方公里，总疏浚量为
4162.82万立方米，吹填总面积12.3平方
公里

2014-2018 40000 21730 18270
中交（茂名）水东湾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

82
水东湾新城南海片区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

330 开发项目用地约3489亩 2015-2020 190000 12300 177700
中交（茂名）水东湾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

83 南海旅游岛综合开发 331-335

建设海城西路、滨湾路及附属设施、南海
旅游岛道路及两侧棚户区改造，完善园区
基础设施，引进电子信息产业及都市制造
业、创业中心、产业孵化中心及水东湾数
据储备中心等

2015-2020 80000 3000 77000
茂名市高地智慧城项目
管理处、茂名市高地智
慧城投资公司

84
歌美海公园及歌美海西路建
设工程

336
歌美海公园绿化面积10.8万平方米，建设
水系景观10.9万平方米；歌美海西路全长
2.5公里

2016-2018 10000 0 10000
茂名市高地智慧城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85
高地智慧城土地一级开发项
目

337
开发面积为9.48平方公里，路网建设总长
为36公里

2015-2019 329300 25000 304300
茂名市高地智慧城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86 慧城三街-海城西路工程 338
建设慧城三街路线全长3.15公里，海城西
路路线全长3.45公里

2016-2019 56089 0 56089
茂名市高地智慧城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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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水东湾新城产业园 339
总规划用地1000亩，重点引入电子信息产
业及都市制造业

2016-2020 50000 0 50000
茂名市高地智慧城项目
管理处

各区、县级市项目
（83大项）

110项 8878325 423155 6842768

茂南区项目
（16大项）

33项 1924570 22000 1455770

88
中科云粤西产业园（茂南区
产业转移园区）

340
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招商、首批入
园企业奠基、征地拆迁等

2015-2020 220000 22000 198000
中科云粤西产业园管理
办

89
茂南新能源汽车农村公共交
通“村村通”项目

341
在茂南区全部行政村开通新能源公交，年
农村客运服务700万人次

2016-2017 16300 0 16300
茂名茂南区国骅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

90 环保型橡胶填充油项目 342
利用茂石化及周边市场的原料，采用国内
先进技术，建设一套环保型橡胶填充油装
置，项目规模为5万吨/年

2017-2018 30000 0 30000
广东新华粤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

91
20万吨/年（27.5％）双氧水
项目

343
利用氢气和蒽醌为主要原料，建设一套20
万吨/年（27.5％）双氧水生产装置

2016-2017 24870 0 24870
广东新华粤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

92 20万/年丙烯项目 344
建设原料预处理、重油裂解、石脑油混合
原料加氢等装置，生产乙烯、丙烯、轻芳
烃等产品，年产20万吨丙烯

2016-2017 160000 0 160000 茂名天源石化有限公司

93 粤西云谷 345

涵盖云计算大数据基地、现代物流仓储基
地、会展中心交易基地、电子商务集约基
地、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文化产业创意基
地、龙头企业总部基地、园区生活配套基
地，总建筑面积380万平方米

2016-2025 300000 0 150000
广东中购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94 金塘生态循环农业园区项目 346
建筑占地面积2600亩，涵盖五大功能区：
皮革加工区、皮革贸易区、皮革研发区、
污水治理区、生态休闲区

2016-2020 20000 0 20000 茂南区金塘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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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茂名互联网+应用示范基地项
目

347

项目首期占地100亩，涵盖互联网+特色农
业和互联网+健康旅游两大产业，包括五
大基地：茂名馆O2O体验基地，茂名市青
少年教育体验示范基地，企业家俱乐部培
育基地，电商企业孵化基地，家庭活动、

 休闲乐园基地等

2018-2025 133800 0 80000
广东大中商品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96 茂南区新型城镇化改造工程 348-353

开展公馆镇旧城镇改造、河西新城城镇化
改造、金塘城中村改造、露天矿区新农村
示范片、茂南锦堂居委住房改造、鳌头镇
圩镇旧区改造等

2016-2020 200000 0 200000 茂南区政府

97 茂南国际汽车城 354
开展汽车产业综合服务，建设与汽车产业
相关联的改装、生产、维修以及汽车文
化，旅游、餐饮、汽车体验等

2016-2020 60000 0 60000 茂南电商物流园管理办

98 中国联塑茂南工业区 355
建设塑料管材专业园区：吹膜、印刷，塑
料管道配件，型材门窗，海洋浮标等

2016-2020 120000 0 120000 茂名联塑建材有限公司

99 茂南区道路建设工程 356-366

建设云湛高速金塘镇桂山出口接茂湛高速
鳌头镇合岗出口一级路、环市西路及北路
改造、茂化快线接站前路道路、钟鼓岭桥
至茂高快线道路、吉祥大道改造、工业大
道改造、高凉北路（接官渡路段）、人民
北路至江东北路道路、天桥路南延接高新
区工业大道、县道X612线山阁段改线工程
、乡道Y108线（新墟至佛子岭）二级公路
改造等

2016-2023 493000 0 250000 茂南区政府

100 茂南区水利建设工程 367-369
茂南区中心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及水
系连通项目、黄竹河综合治理工程、青年
湖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2016-2020 57600 0 57600 茂南区水务局

101 彭村湖整治项目 370 16.2公顷湖泊、湿地整治 2016-2020 50000 0 50000 茂南区镇盛镇政府

102
高山镇章福片区污水截流工
程

371
建设污水收集管网、加压站，将污水输送
到污水处理厂

2016-2020 20000 0 20000 茂南区高山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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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茂南石化产品运输车辆监控
综合服务平台

372
石化产品运输车辆综合服务中心、监控系
统建设

2016-2020 19000 0 19000
茂南区中科云粤西产业
园

电白区项目
（17大项）

22项 1158550 81255 1077295

104
广州白云江高（电白）产业
转移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

373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2013-2018 120000 40000 80000 电白工业园管理中心

105
电白区通镇、通高铁站及高
速路路口一级公路改造

374-379

新迎宾北路（水林路）扩建、新国道G325
水林路路口至霞洞（含通电白东站）一级
公路、新国道G325沈海高速观珠出口至沙
琅一级公路、新国道G325观珠至电白东高
铁站、新省道S386马踏高速出口至马踏高
铁等，总长45公里；改造县乡公路路面，
共10条120公里

2016-2020 160000 0 160000 电白区政府

106 电白区环市路东段 380
全长8.5公里，城市主干线，设计时速60
千米每小时，路基宽度60米，水泥砼路
面，六车道，用地900亩

2017-2019 45000 0 45000 电白区政府

107 电白区综合枢纽客运站 381
一级客运站，占地100亩，迁建城区内三
家客运站

2017-2019 30000 0 30000 电白区政府

108
茂名市水东湾城区引罗供水
工程

382 日供水24.3万立方米，源水干管53.9公里 2015-2017 112469 19697 92772 电白区水务局

109 电白区省级水利建设示范县 383
推进共80宗中小型灌区改造、中小河流治
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小流域治理
等7类工程建设

2013-2017 73920 20958 52962 电白区水务局

110 电白区村村通自来水工程 384
建设农村自来水管网，提高行政村自来水
覆盖率

2015-2017 14975 600 14375 电白区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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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湾水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红树林科普
教育栈道（一期）工程

385

（1）生态修复工程。对红树林保护区的
环境卫生和绿化工程进行修复，修建生态
检修通道约5.27公里，清淤疏浚工程约7
万立方米，以及排水附属设施等；（2）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3）科普教育栈道
工程。建设4.4公里双层科普栈道和堤路
科普栈桥，并对林中栈道两侧红树林进行
矮化，以及照明灯饰工程等；（4）污水
处理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5）污水收
集配套管网工程。

2016-2017 21537 0 21537
电白城市交通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12
御水古温泉旅游度假村二期
开发工程

386

征用土地250亩，租用土地1500亩，建设
温泉水上乐园、温泉养生谷、国际品牌五
星标准酒店、温泉文化小镇、野象谷生态
旅游区等

2016-2017 50000 0 50000 广东万旅集团有限公司

113
沉香国际交易市场及温泉酒
店

387

一期规划用地800亩，重点打造“香汤”
、“香木”、“香市”三大旅游品牌，集
温泉度假、生态农业等于一体，国内一流
的大型综合性文化温泉旅游度假区

2017-2018 150000 0 150000
茂名市龙珠温泉文化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

114 茂名乡村旅游电商产业园 388

占地约600亩，打造旅游+互联网的集食、
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
合体升级版，打造广东省首个智慧旅游集
散中心

2016-2018 30000 0 30000
茂名市茂东生态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115 电白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389
电白区新增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
造）约1185套，总建筑面积约9.48万平方
米

2016-2020 22104 0 22104
茂名市电白区房产管理
局

116 电白区海产品干果市场 390

建设综合管理区、海产品综合交易区、干
果综合交易区、物流区、仓储区、金融服
务区、停车区、加工区、建设市场信息网
络平台、场内配套道路

2016—2018 100000 0 100000
茂名市电白区海产品干
果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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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工业商业、民用管道天然气
、CNG/LNG汽车加储气站项目

391

利用粤西天然气管线，投资建设输气管
线，无缝钢管输气管道，线路80千米，通
过中压配气管道分别将天然气送到楼栋和
住户调压装置调至低压后，最终接入终端
用户供其使用

2016-2020 36000 0 36000 电白区政府

118
电白区全区污水处理设施示
范区建设

392 厂区建设、污水管道建设 2016—2017 100000 0 100000 电白区住建局

119
茂名市电白区凤凰大道地下
管廊建设项目

393

项目全线4.563公里，分两期建设，一期
实施万达广场以东部分，约2.6公里。工
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综合管廊建设工程
、绿化工程、道路照明工程及道路交通安
全设施等工程。其中，综合管廊建设工程
集中铺设电力、通讯、给排水工程、燃气
等市政管线

2016-2020 65293 0 65293
电白城市交通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20
电白生态恢复及公园建设项
目

394

电白区水东湾寨头环境整治项目，新建一
个湿地公园，含平台景观、公园措施、路
网及配套市政管线等；电白区水库公园，
主要由公园景观设施和廉政文化设施组成

2016-2018 27252 0 27252
电白城市交通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信宜市项目
（21大项）

22项 1678100 119000 1204100

121
东莞大朗（信宜）产业转移
工业园

395

总面积1万亩园区基础设施，在水口片建
设4000亩的高新科技集聚区，引进翔天电
子等高新技术产业进驻发展；在丁堡片建
设占地3500亩的电商物流产业区，年吞吐
量200万吨名泰物流园等电商物流产业进
驻发展

2006-2020 300000 60000 240000
信宜经济开发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

122 信宜市产业集聚区建设 396
包茂高速朱砂出口路段建设3000亩资源深
加工聚集区，建设集木材加工，矿产加工
、石板材加工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

2016-2025 100000 0 70000

信宜市名泰贸易有限公
司，中宝南玉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广州中大三
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3 中宝南玉工艺项目 397
占地200亩，南方碧玉商贸城建设玉器加
工和展销街、鉴定中心和工艺美术学校

2015-2018 36000 3000 33000
中宝南玉矿业发展有限
公司

124 紫金矿业银岩锡矿生产 398
钱排银岩锡矿恢复生产，合水东坑金矿生
产

2016-2020 30000 0 30000 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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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信宜市城西建材、玉器一条
街

399
建设一个大型集钢材、水泥、瓷砖、门窗
、装饰涂料等建材批发市场，玉器展销一
条街

2015-2018 50000 10000 40000 信宜市政府

126 信宜市一河两岸改造工程 400
一河两岸南环大桥以南至高速出口东西堤
路建设。一河两岸南环大桥以北至文昌桥
15公里东西堤路改造

2015-2018 30000 0 30000
信宜市市政工程项目管
理处

127 信宜市村村通自来水工程 401 铺设自来水管网，提高自来水普及率 2016-2017 18000 0 18000 信宜市水务局

128
信宜市中小型水库灌区改造
及河流治理工程

402
尚文水库灌区改造,建设石狗水库，开展
东江水闸重建、银湖水闸除险加固、白龙
河小流域治理工程

2015-2019 100000 20000 80000 信宜市政府

129 信宜市三江源头水清洁工程 403
治理水土流失、河道清淤、河道护岸等，
加快推进鉴江、黄华江、南江等流域综合
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

2016－2020 50000 0 50000 信宜市政府

130
信宜市城乡生活污水及生活
垃圾处理工程

404

建设日处理生活污水3万吨城区二期生活
污水处理厂1座，配套建设污水管网30公
里；建设15个乡镇0.3万吨生活污水处理
厂各1座及配套管网；建设18个乡镇50吨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各1座

2016-2020 110000 0 110000 信宜市政府

131
信宜市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
设示范区

405
开展水土流失防治、水源涵养建设、流域
污染治理等

2016-2025 225000 0 100000 信宜市政府

132 翔天电子塑胶产品生产 406 二期征地80亩，建厂房3000平方米 2014-2017 38000 26000 12000 翔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33
信宜市站前大道片区建设项
目

407 片区三通一平，路网建设，商业、地产 2015-2025 300000 0 100000 信宜市政府

134
信宜市环东大道（东镇旺同
至丁堡）

408 一级公路，长6.2公里 2017-2020 34600 0 34600 信宜市人民政府

135
云茂高速公路北界互通连接
线

409 二级公路，长5.5公里 2017-2020 16500 0 16500 信宜市人民政府

136 百富广场综合开发工程 410
建设超市、广场、住宅小区，用地面积
4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

2016-2018 100000 0 100000 信宜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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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天马山二期 411
沿水库周边建别墅区，上山观光电瓶车、
主题公园、蝴蝶馆、教育基地等

2016-2018 30000 0 30000 天马山旅游开发公司

138 信宜莲花湖景区 412
占地500亩，建设休闲旅游景区包括：五
星级酒店、漂流、水上娱乐项目、泳池、
洗浴等

2014-2020 15000 0 15000
信宜市莲花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139
信宜市教育城西校区、实验
学校城北校区

413-414
在市区的城西和城北方向分别规划建设两
个各占地800亩左右的新教育园区，建设
幼儿园、小学、初中，容纳学生近万人

2016-2020 20000 0 20000 信宜市教育局

140 信宜市影剧院 415
主要建设多功能影剧院（青年体育文化广
场、都生态休闲公园、市民活动健身广
场）

2016-2020 30000 0 30000 信宜市文广新局

141 茂名市循环经济示范中心 416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与再生利用、环保
产业研究，处置固废5万吨/年

2017-2019 45000 0 45000 信宜市政府

高州市项目
（12大项）

14项 1431768 500 1300666

142 高州市永青大道建设工程 417

该项目起点为高州二中西门高凉路口，终
点经九龙湖商务区南侧接茂高快线。双向
六车道，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道路
全长约9.521公里

2016-2019 120000 0 120000 高州市城管局

143 高州市产业转移工业园 418
建设给排水、供电、通讯、路网、污水处
理等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

2014-2020 300000 0 300000 高州市工业园管理中心

144 高州现代加工制造业项目 419-421

兴盈不锈钢门业，建设占地200亩，日产
3000套的专业生产基地；澳美达铝业，建
设铝合金建筑型材和铝合金门窗生产基
地；高州冠誉新材料织造项目，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年产300万米（1.5米宽）高
档毛绒布

2016-2018 50000 0 50000

广东兴盈不锈钢门业有
限公司、广东澳美达铝
业有限公司、广州航达
纺织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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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茂名市北部绿色能源发电厂 422 茂名市北部绿色能源发电厂 2017-2020 35000 0 35000
茂名市北部绿色能源发
电厂

146 高州市水库湖泊治理工程 423

集雨区内7个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所有
医疗废物、生活垃圾集中外运集中处理，
水源涵养林的种植与管理等；灌溉面积为
10.274万亩；水闸最大过闸流量104-3855
立方米/秒；水库移民安居1510户，6040
人的住房改造

2016-2019 136000 0 136000
高州市政府，高州市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中
心

147 高州市防洪治理工程 424
防治全市89条山洪沟，综合治理总河长
64.9公里

2016-2020 91362 0 60760
高州市水务局，高州市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

148 高州市村村通自来水工程 425 新建水厂、铺设管道 2016-2018 183000 0 183000
高州市水务局、高州市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

149 高州市第二自来水厂 426 建设日处理原水10万吨 2015-2018 27924 500 27424
高州市水务局、高州市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

150 高州市南山采玉矿开发项目 427 开采量10万吨 2016-2020 100000 0 100000 高州市政府

151
高州市东方新城（片区）综
合开发项目

428 建筑面积600万平方米 2016-2022 200000 0 100000 高州市住建局

152
高州市北江新城（片区）开
发项目

429 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 2016-2020 100000 0 100000 高州市住建局

153
原茂名矿务局棚户区改造及
安置房建设项目

430
规划用地面积3977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341145平方米，计容面积269595平方米

2016-2018 88482 0 88482 高州市住建局

化州市项目
（17大项）

19项 2685337 200400 1804937

154 化州产业转移园区建设工程 431
对“一园多区”进行开发建设，面积共
450.41公顷，主要是征地和基础设施建设

2013-2020 170000 35000 135000
化州市产业转移工业园
管理委员会

155 化州化橘红产业园 432
总体规划65000亩，首期2500亩，主要是
征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化橘红深加工
项目

2017-2020 200000 0 200000 化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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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化橘红现代化种植利用项目 433-435
建设万亩化橘红种植基地、化橘红红珠胶
囊制药项目、中药材化橘红规范化规模化
产业化生产基地

2015-2018 73700 15400 58300

广东美华农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橘星药
业有限公司、化州化橘
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157

玉林至茂名一级公路茂名段
（省道S277线化州市双坡至
平定段、省道S285线化州市
平定至白鸠垌段）改建工程

436
一级公路约90公里，其中省道S285线化州
市丽岗至白鸠垌段（第一期）建设里程约
12.399公里

2016-2020 500000 0 500000
化州市地方公路建设管
理处

158
化州市综合交通枢纽站场及
周边道路

437 300亩综合交通枢纽站场及周边道路 2017-2019 100000 0 30000 化州市交通运输局

159 化州市机场大道新改建工程 438
一级公路，双向8车道，路全线长15.5公
里 2016-2018 80388 0 80388 化州市地方公路局

160 化州市东堤南路建设项目 439
全长2.4公里，双向6车道，包括人行道、
绿化、路灯、市政管网建设

2016-2018 11000 0 11000 化州市城管局

161
化州市县道X729线江岸至勒
垌段改建工程

440 一级公路4.92公里，二级公路3.06公里 2016-2018 16950 0 16950 化州市交通局

162 鉴江高岭拦河闸重建工程 441

建设项目包括拦水闸、船闸、左右岸水轮
泵站、左右岸连接段、交通桥及管理楼等
。工程等别为Ⅰ等，工程规模为大（Ⅰ）
型

2016-2018 30299 0 30299 广东省西江流域管理局

163 化州市引水保安工程 442
引水钢管铺设43.9公里、新建13.4万吨/
日水厂、供水管网78公里等

2016-2018 115000 0 115000 化州市水务局

164 化州市村村通自来水工程 443 铺设自来水管网，建设农村自来水厂等 2016-2018 18000 0 18000 化州市水务局

165 橘州新城综合开发项目 444 用地2000亩,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 2013-2023 800000 150000 100000
化州市绿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66 碳酸钙深加工项目 445 年产800至1000目碳酸钙70万吨 2017-2020 150000 0 150000
广东鑫钰股份有限公司
、文楼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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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化州海螺5000吨/日新型干法
熟料水泥生产线及协同处置
城市生活垃圾工程

446

建设1条日产5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
产线,年产220万吨的水泥粉磨,9兆瓦纯低
温余热发电和日处理300吨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系统项目

2017-2020 120000 0 120000
化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168 化州市城南片区改造 447
化工总厂水泥厂改造开发等，总建筑面积
30万平方米

2017-2020 70000 0 70000 化州市住建局

169
化橘红生态旅游度假养生基
地

448
总规划面积30000亩，利用化橘红基地开
发建设生态旅游度假养生项目

2017-2023 80000 0 50000
广东美华农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70 中国化橘红商贸城 449

 占地250亩，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
包括橘红产品交易区、橘红标准仓储区、
橘红产业发展研发中心、橘红大厦、橘红
历史博物馆、橘红物流中心等

2017-2023 150000 0 120000 化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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