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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高新区1GW高效晶体硅光伏集成制造产业项目

延安高新区10亿瓦时高效锂电池项目

吴起县LNG加工厂及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

志丹县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志丹县二硫化碳生产项目

志丹县六氯乙烷生产项目

安塞区天然气能源化工及配套产业项目

安塞区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安塞区年产5万吨液体洗涤剂项目

子长县羊马河煤矿建设项目

子长县120万吨煤矿建设项目

子长县天然气开发集输项目

延川县2×100万吨煤油共炼项目

延川县煤炭综合利用项目

延川县盐化工项目

延川县塑料日用品生产项目

延长县年产2万吨γ-丁内酯项目

延长县天然气制甲醇、二甲醚项目

富县聚乙烯电缆料建设项目

富县塑料合金建设项目

富县紫砂陶土开发利用项目

甘泉县10万吨/年聚乙烯/聚丙烯塑料制品项目

甘泉县5万吨/年醋酸纤维丝束项目

甘泉县10万吨/年碳酸二甲酯项目

甘泉县6万吨/年三聚氰胺项目

甘泉县5万吨/年聚乙烯醇项目

甘泉县60万吨/年精对苯二甲酸项目

甘泉县20万吨/年醋酸乙烯项目

甘泉县年产60万吨高效液体金属切割气生产项目

甘泉县天然气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黄陵县粘土粉煤灰陶粒及制品节能利废项目

黄陵县粉煤灰磁化肥项目

黄龙县地热资源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志丹县年产3000吨石油助剂项目

志丹县β环状糊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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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高新区1GW高效晶体硅光伏集成制造产业项目

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14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占地面积约212亩，建设规模为年生产1GWp兆瓦高效晶体硅电池组件。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后年销售额可达36.9亿元，年利税5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耀富

电  话：0911-8258561

传  真：0911-8258168

邮  编：716000

邮  箱：171084785@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10亿瓦时高效锂电池项目

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建设规模为年产10亿瓦时高效锂电池，全部采用互联网+管理系统的高智能无人自动化生产线，占地约170亩。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30亿元，利税4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耀富

电  话：0911-8258561    传  真：0911-8258168

邮  编：716000

邮  箱：171084785@qq.com

[联系方式]

吴起县LNG加工厂及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

吴起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总占地300亩。建设内容包括接收站、输气管线三个单项工程。接收站工程建设２座16万立方米的LNG储罐；输气管

线工程建设输气管线122公里，将于吴起县天然气管网相连接。供气范围覆盖吴起县，及与志丹定边接网。项目建设年生产

规模70万吨液化天然气。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实行分期推进、滚动发展原则，一期项目年天然气液化能力为20万吨。项目建设时间为30个月；该项目建成后，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观，投资回收期4.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贾治乾

电  话：0911—8390595    手  机：13991786348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志丹县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设2×400MW级（9F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供热机组，装机容量800MW,年发电量约30亿度。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年产值4.5亿元，可解决电网全荷调峰、当地企业直供电源、民用和工业供热问题。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同二虎         

电  话：18609110020     传  真: 0911-6622328      

邮  编：717500

邮  箱：582339600@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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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二硫化碳生产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设二硫化碳制备厂房、生产用房及储罐区等，设计年产二硫化碳6万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可实现年产值2.65亿元，创利税25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同二虎         

电  话：18609110020

传  真: 0911-6622328      

邮  编：717500

邮  箱：582339600@qq.com

[联系方式]

志丹县六氯乙烷生产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主要生产无残留农药、肟菌酯中间体，设计年产六氯乙烷10000吨、苯胺500吨，建设六氯乙烷制备车间、啶酰菌胺关键

中间体（2-（4-氯苯基）苯胺）制备车间、生产综合用房及储罐区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利润5000万元，上缴税金384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同二虎         

电  话：18609110020    传  真: 0911-6622328      

邮  编：717500

邮  箱：582339600@qq.com

[联系方式]

安塞区天然气能源化工及配套产业项目

安塞区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拟建在安塞工业园区，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可以投资建设的下游项目有天然气制氢、天然气合成甲醇、天然气合成

氨、天然气制一氧化碳、天然气制干冰等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利润5亿元，10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孝斌

电  话：0911-6212080    13909119971

地  址：安塞区政府大院招商局    邮  编：717400          

邮  箱：aszszxb@163.com

[联系方式]

安塞区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安塞区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拟建在安塞工业园区，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50000㎡,主要计划建设天然气储运专区、供热设备区、发电装置区、

升压装置区、冷却设施区、办公综合楼、研发中心、检测中心、职工生活中心、道路、绿化、管网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年销售收入可达12亿元，利润约2.5亿元，4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孝斌

电  话：0911-6212080    13909119971

地  址：安塞区政府大院招商局    邮  编：717400          

邮  箱：aszszxb@163.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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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区年产5万吨液体洗涤剂项目

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9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新建液体洗涤剂装置（包括辅助设施和公用工程供应设施），厂区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总占地约15亩左右，定员

约300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年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利润5000万元，税金3500万元。投资回收期3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晓春     

电  话：0911-6582088

地  址：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码：717400     

邮  箱：517568408@qq.com

[联系方式]

子长县羊马河煤矿建设项目

子长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羊马河井田面积为27.9平方公里，规划生产能力120万吨/年。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资源价款、矿井标准化建设、工业广场、

办公楼、职工宿舍、安全设备、采掘设备、道路建设、配套选洗煤厂建设、工业废弃物处置及其他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以大力促进新型煤化工、煤炭清洁综合利用等产业的发展，为煤炭下游产业链发展提供原料保障，有效带

动我县经济发展。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江 

电  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子长县120万吨煤矿建设项目

子长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8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位于寺湾刘家硷村，建设年产120万吨煤矿一座，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资源价款、矿井标准化建设、工业广场、

办公楼、职工宿舍、安全设备、采掘设备、道路建设、配套选洗煤厂建设、工业废弃物处置及其他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以大力促进煤电一体化、新型煤化工、煤炭清洁综合利用等产业的发展，为煤炭下游产业链发展提供原料

保障，有效带动经济发展。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江 

电  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子长县天然气开发集输项目

子长县石油协调办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新打天然气钻井40口，试气20口，建地面集气站2座及其它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以大力改善燃料结构，减轻城市污染，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清洁能源，促进天然气化工园区发展，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和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江 

电  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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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2×100万吨煤油共炼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10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

拟依托永坪炼油厂，建设2×100万吨/年油煤共炼等装置及其配套的备煤系统、制氢装置、硫磺回收、消防系统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可按近远期分别建设两条100万吨煤油共炼生产线，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65亿元以上。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延川县煤炭综合利用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0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

选址在永坪化工园，占地200亩，建设100万吨/年粉煤热解、3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生产装置及相关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预计投资回收期为14年，内部收益率为8.5%。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延川县盐化工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70.4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在永坪化工园建设盐化工基地，包括60万吨真空盐、12万吨甲烷氯化物、5万吨氯酸钠、2万吨CPVC、6万吨三氯乙烯、

1万吨聚四氟乙烯、5万吨层硅、30万吨烧碱、2万吨氯丁橡胶等生产装置。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预计投资回收期为9年，内部收益率为12.7%。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延川县塑料日用品生产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拟利用延川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西气东输余热发电，通过低电价和低气价招商引入企业，在园区占地100亩，投资建设年

产8000吨塑料用品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1.5亿元以上，实现利税30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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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年产2万吨γ-丁内酯项目

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0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以1.4-丁二醇为主要生产原料，采用脱氢法合成路线生产γ-丁内酯，装置规模为2万吨/年。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按21000元/吨计算，年销售收入4.2亿元，净利润2276万元，投资回收期约为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国锋    

电  话：0911-8617003  13509116590  

地  址：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7100

邮  箱：2140156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天然气制甲醇、二甲醚项目

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6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拟建于延长县黑家堡镇能源化工园区，占地面积300亩，主要以6亿方天然气/年为原料，年产甲醇60万吨，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厂区建设、设备购置安装、管网及配套设施建设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18.84亿元，年利税总额5.04亿元。投资回收期3.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国锋    

电  话：0911-8617003  13509116590  

地  址：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7100

邮  箱：214015688@qq.com

[联系方式]

富县聚乙烯电缆料建设项目

富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

项目规模定为2万吨/年，主要生产为聚乙烯电缆料，用于生产斜交胎和力车胎的内胎、医用瓶塞、口香糖、粘合剂、防水

建材、减震材料等领域，项目概算总投资1.5亿元。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电  话：0911-3216372

[联系方式]

富县塑料合金建设项目

富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7亿元，投资方式为合资、独资。

项目规模定为5万吨/年，产品塑料合金，用于汽车制造业、电子电器、航空航天、机械制造、体育用品等多个领域。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电  话：0911-3216372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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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紫砂陶土开发利用项目

富县国土资源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

拟建一座占地50亩的紫砂陶土系列产品加工厂，年可实现销售收入6000万元。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实现利润3500万元，3年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电  话：0911-3216372

[联系方式]

甘泉县10万吨/年聚乙烯/聚丙烯塑料制品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年产10万吨聚乙烯/聚丙烯塑料制品，主要推荐聚乙烯膜、聚丙烯膜、食品用聚丙烯产品、改性聚丙烯产品、PPR管材等生产，

采用热熔后的注塑、吸塑、吹塑等成型工艺。主要原材料消耗三聚乙烯4万吨/年，聚丙烯6万吨/年，冷却水（循环）8万吨/年，

电133万度/年。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收入7.6亿元、利润0.74亿元、税金0.68亿元。投资利税率37％，投资回收期（动态）3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5万吨/年醋酸纤维丝束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9.7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年产醋酸纤维丝束5万吨,采用干法工艺技术。主要原材料消耗木浆3.4万吨/年；冷却水40.5万立方米/年；

醋酸8.9万吨/年；电4250万度/年。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后，年可实现产值17亿元、利润4.54亿元、税金1.46亿元。投资利税率30％，投资回收

期5.3年（含2年建设期）。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10万吨/年碳酸二甲酯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年产碳酸二甲酯10万吨，采用甲醇氧化羰基法技术。主要原材料消耗冷却水40万立方米/年；

甲醇20万吨/年；电3200万度/年。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后，年销售额预计约31亿元，年利税合计约7.7亿元，投资回收期约6.31年（含2年建设期）。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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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6万吨/年三聚氰胺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年产三聚氰胺6万吨，常压气相淬冷三聚氰胺技术。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4.8亿元，利税80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5万吨/年聚乙烯醇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68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年产聚乙烯醇5万吨，选择醋酸乙烯溶液聚合、低碱醇解工艺。主要原材料消耗醋酸乙烯年耗92500吨；甲醇年耗4500吨；

烧碱年耗3000吨；副产醋酸年耗50000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后，年均销售收入7亿元，年均利税额7817万元，年均利润额4927万元，投资利税率21.2%，利润率13.4%。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60万吨/年精对苯二甲酸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9.07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年产6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PTA生产工艺过程可分氧化单元和加氢精制单元两部分。原料PX以醋酸为溶剂，在催化剂作用

下经空气氧化成粗对苯二甲酸，再依次经结晶、过滤、干燥为粗品；粗对苯二甲酸经加氢脱除杂质，再经结晶、离心分离、

干燥为PTA成品。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均销售收入46.9亿元，年利润额3.2亿元，税后投资回收期为6.58年（含建设期）。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20万吨/年醋酸乙烯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7.66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年产20万吨醋酸乙烯，醋酸乙烯能和其它单体进行二元或三元共聚，生产很多具有特殊性能的高分子合成材料。能够广泛

用于发泡鞋材、功能性棚膜、包装膜、热熔胶、电线电缆、玩具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年销售收入18亿元，年利润额2.03亿元，投资利润率19％。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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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年产60万吨高效液体金属切割气生产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9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

拟利用甘泉境内油气资源，建设占地80亩，建设年产60万吨高效液体金属切割气项目。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实现年营业收入13.8亿元，税后利润3.3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天然气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占地150亩，为了综合开发利用天然气，拟建LNG产量20×10  t/a、切割气产量22×10  t/a规模的生产线，厂区涵盖罐区、

办公大楼、职工生活中心、给排水系统、变电房、化验室、库房及其他附属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7亿元，项目经营期内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4亿元，年上缴所得税0.3亿元（各年平均值），税后利

润1.1亿元（各年平均），投资回收期5年（不含建设期）。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黄陵县粘土粉煤灰陶粒及制品节能利废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主要建设年产50万m³粉煤灰陶粒烧结生产线，包括液压推进装置、陶粒料仓、平料装置、预热装置、点火装置、

焙烧装置、冷却装置、卸料装置、窑体车及其主导轨、窑体运载车及窑体运载车轨道。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达产达效后，正常年份生产粘土粉煤灰陶粒10万m³、粉煤灰陶粒砌块10万m³，粉煤灰陶粒隔墙板20万m³。

年销售收入1.2亿元；利税0.6亿元；投资回收期3.98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粉煤灰磁化肥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3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新建200万吨/年粉煤灰磁化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厂房、设备及附属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利用废弃粉煤灰为原料，生产成本低，市场竞争力强。项目达产达效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

利税3.9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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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地热资源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黄龙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亿元，投资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建设地热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收入3000万元，4年即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袁广亚

电  话：0911-5622454

地  址：黄龙县招商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志丹县β环状糊精项目

志丹县中小企业促进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主要建设环状糊精系列产品的加工厂及工业酒精的制造，预计年产β环糊精1000吨，α环糊精500吨，γ环糊精100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胡金宝

手  机：13992189212

地  址：志丹县城

[联系方式]

志丹县年产3000吨石油助剂项目

志丹县中小企业促进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主要建设厂区基础设施及石油助剂生产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胡金宝

手  机：13992189212

地  址：志丹县城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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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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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安塞区液化天然气（LNG）车用气瓶生产建设项目

安塞区煤炭机械装备制造项目

安塞区专用机床厂生产建设项目

安塞区半导体照明产业化项目

安塞区智能电能表生产项目

安塞区塑料机械装备制造生产项目

子长县油井伴生气发电设备制造项目

延川县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项目

延川县果品包装机械制造项目

延川县电线电缆生产项目

延长县年产5000吨铝合金型材生产加工项目

延长县年产1万吨HDPE双壁波纹缠绕增强管项目

延长县年产2000吨铝型材项目

延长县年产10万吨秸秆、粉煤灰复合防水板项目

甘泉县石油装备生产项目

甘泉县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DC）截齿及潜孔钻头项目

甘泉县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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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区液化天然气（LNG）车用气瓶生产建设项目

安塞区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拟建在安塞工业园区，计划建设10000套/年车载气瓶生产线，占地30亩。目前工业园区水、电、路、气、通讯、污水处理

等基础设施已配套完善，完全可以满足企业入驻条件、正常生产以及产品运输。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年销售收入2.2亿元，年利润3000万元，投资回收期3.5年，投资利润率30%。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孝斌

电  话：0911-6212080    13909119971

地  址：安塞区政府大院招商局       邮  编：717400         

邮  箱：aszszxb@163.com

[联系方式]

安塞区煤炭机械装备制造项目

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1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年产采煤机150台、掘进机100台、提升设备100台、高端沥青混凝土摊铺机系列120台、高端稳定土摊铺机系列80台，其它

筑路设备1800台（套）。项目占地50亩。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产值23亿元，利税3.45亿元。预计投产5-7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晓春     

电  话：0911-6582088

地  址：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码：717400     

邮  箱：517568408@qq.com

[联系方式]

安塞区专用机床厂生产建设项目

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计划年生产精密螺纹磨床、数控外螺纹磨床、内螺纹磨削中心、丝杠旋风铣床400台以上。项目占地50亩。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利税1.2亿元。预计投产4-6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晓春     

电  话：0911-6582088

地  址：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码：717400     

邮  箱：517568408@qq.com

[联系方式]

安塞区半导体照明产业化项目

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8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建设1条LED外延片、芯片生产线，3条LED封装生产线和5条大功率LED应用生产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生产后, 可实现年收入5.5亿元，年可实现利税1亿元，预计投产3-5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晓春     

电  话：0911-6582088

地  址：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码：717400     

邮  箱：51756840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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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区智能电能表生产项目

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建设年生产20万只单相智能电能表和5万只三相智能电能表生产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生产后, 建成后可实现年收入8000万元，年可实现利税3500万元，预计投产4-6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晓春     

电  话：0911-6582088

地  址：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码：717400     

邮  箱：517568408@qq.com

[联系方式]

安塞区塑料机械装备制造生产项目

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生产各类木塑电磁节点系统，木塑挤出机、造粒机、成型辅机、成型机、混合机，塑料包装机械，纺织设备和器材，

塑料拉丝机等产品，年产出4000台（套）。计划新建生产线2条、综合办公楼1栋及库房1座，共占地100亩。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达到3亿元，利税7500万元。预计投产3-5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晓春     

电  话：0911-6582088

地  址：安塞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码：717400     

邮  箱：517568408@qq.com

[联系方式]

子长县油井伴生气发电设备制造项目

子长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拟建设新型环保发动机生产线一条，利用油井伴生气为燃料，以环保发动机为动力进行分布式发电，电能接入当地

油井电网，实现转化再利用，可有效解决油田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 江               

电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延川县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拟新建年产8万吨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生产基地，并配套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年利润2.2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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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果品包装机械制造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规划占地约100亩，利用我县及周边地区苹果产业优势，新建年产50台套果品包装机械及PSP塑料板材生产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以上，实现利税50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延川县电线电缆生产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拟占地50亩，建设电线电缆生产基地及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1亿元，实现利税15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年产5000吨铝合金型材生产加工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占地43亩，建设各种车间7栋，形成年产5000吨铝合金型材以及铝合金加工制作、铝合金配件生产的工厂一座。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7800万元，净利润1300万元，预计5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古川

电  话：0911—8611327   15891576505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71548800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年产1万吨HDPE双壁波纹缠绕增强管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1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占地35亩，总建筑面积16600㎡，建设内容包括：HDPE管生产车间、仓库、办公楼及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年销售收入为1.44亿元，可实现利润总额1085.84万元，投资回收期

从建设期算8.78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赵莉       

电  话：0911-8611325   18391115772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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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年产2000吨铝型材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占地18亩，总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模具车间、熔铸车间、挤压车间、表面处理车间、仓库、

办公实验楼及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销售收入为376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7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赵莉       

电  话：0911-8611325   18391115772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年产10万吨秸秆、粉煤灰复合防水板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主要原料为秸秆、粉煤灰、粘合剂及过氧化剂。项目总建筑面积20100平方米，购置生产设备204台（套）。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年销售收入为3亿元，投资回收期从建设期算为5.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申伟军       

电  话：0911-8613076    13571140223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646087586@qq.com

[联系方式]

甘泉县石油装备生产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设办公大楼、职工生活中心、生产车间、辅助车间、机修车间、检测车间、库房及其他附属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3.5亿元，项目经营期内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28亿元，年上缴利税0.32亿元（各年平均值），

税后利润0.96亿元（各年平均），投资回收期3.65年（不含建设期）。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DC）截齿及潜孔钻头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投资建设为年产100万支PDC潜孔钻头和100万只PDC截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形成产值10亿元，实现产品销售收入8.5亿元，利润总额2.7亿元，工业增加值1亿元，

税后利润1.8亿元，销售税金及附加1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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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00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位于道镇镇，拟建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主要建设配料系统、干燥系统、燃烧系统、热料提升、振动筛、热料贮存仓、

称量搅拌系统、沥青供给系统、粉料供给系统、除尘系统、成品料仓及控制系统等设施，并配套附属设施建设。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约为4500万元，年生产成本约3500万元，税金约250万元，净利润250万元，投资回收期约6年，

项目可行。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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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高新区杏仁油研发生产项目

吴起县沙棘系列产品深加工项目

吴起县生物降解食品包装容器生产项目

志丹县年产5万吨果饮加工项目

延川县纸箱厂建设项目

延川县果汁、饮料生产项目

延长县苹果醋饮生产建设项目

延长县年产1000吨果蔬脆片加工项目

延长县小杂粮深加工项目

延长县塑料果筐生产项目

富县苹果脆片加工厂建设

甘泉县年产8000吨系列豆制品加工项目

甘泉县玉米深加工系列产品项目

甘泉县杂粮系列方便面食品加工项目

甘泉县2万吨/年液态小杂粮加工项目

甘泉县美水矿泉水开发项目

甘泉县食用醋综合加工项目

洛川县塑料板材生产线项目

洛川县发泡网厂建设项目

洛川反光膜厂建设项目

洛川县塑料周转筐建设项目

洛川县PVC管材厂建设项目

洛川县塑料包装膜生产线项目

洛川县给水排水管业厂项目

洛川县苹果纸箱包装厂建设项目

黄陵县中蜂蜜养殖加工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黄陵县红薯颗粒全粉项目

黄陵县3万吨苹果蒸馏酒和果醋生产项目

黄龙县核桃加工厂建设项目

33/146 34/146

轻工食品
TEXTILE FOOD

轻工食品
TEXTILE FOOD

轻工食品
TEXTILE FOOD



延安高新区杏仁油研发生产项目

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总投资1.1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内容]
占地100亩，建设杏仁系列产品生产线一条。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年加工杏核能力2000吨，可生产杏仁100吨，杏仁油40吨，后期可研发杏仁系列产品，年销售收入可达5000万。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耀富

电  话：0911-8258561

传  真：0911-8258168

邮  编：716000

邮  箱：171084785@qq.com

[联系方式]

吴起县沙棘系列产品深加工项目

吴起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已入住金马工业园区，厂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完善，建设规模为年产沙棘系列产品2050吨。其中沙棘保健饮料、

沙棘茶2000吨，沙棘油500吨，并提取沙棘黄酮产品。后续可研发生产药品、化妆品，还可生产沙棘压缩板材。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1亿元，实现利润5500万元，投资回收期4.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姜雨微

电  话：0911—8390285

手  机：15091258859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吴起县生物降解食品包装容器生产项目

吴起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建设规模为年生产各类食品包装容器4亿件。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500万元，实现利润14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2.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姜雨微

电  话：0911—8390285

手  机：15091258859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志丹县年产5万吨果饮加工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预计用地50亩，建设标准化厂房一座，包括水处理、原料车间、灌装车间、包装车间、

化验室及产品研发中心、库房、环保设施、办公室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按年均销售收入3亿元，税后利润8000万元，新增税收51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同二虎        

电  话：18609110020

传  真: 0911-6622328     邮  编：717500

邮  箱：582339600@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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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纸箱厂建设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总投资3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内容]
拟招商引进企业，在园区内投资建设纸箱生产线，包括原料库，成品库，包装车间，生产车间等。并配套建设职工宿舍、

办公楼、食堂等公共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实现利税8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延川县果汁、饮料生产项目

延川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拟依托当地及周边苹果、梨、红枣、山杏、杏仁等资源，谋划引进企业，在工业园区建设果汁、饮料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通过产品认证，推广至全国各地，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3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贺延雄

电  话：18109111638

传  真：09118436633

地  址：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工业园区     邮  编：717200

邮  箱：8422102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苹果醋饮生产建设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1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占地20亩，总建筑面积728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灌装车间、冷库、检测室及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为4900万元，正常年份产品总成本为3338.56万元，投资回收期从建设期算3.52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申伟军       

电  话：0911-8613076   1357110223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646087586@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年产1000吨果蔬脆片加工项目

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925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主要原料为新鲜水果、蔬菜，建成年产1000吨果蔬脆片生产线一条。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经营成本为4820万元/年，动态投资回收期为2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国锋    

电  话：0911-8617003  13509116590  

地  址：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7100

邮  箱：21401568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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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小杂粮深加工项目

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总投资38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内容]
拟在延长县驻地设厂，计划购置小杂粮系列保健品深加工生产线一条，年加工小杂粮系列产品1000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小杂粮系列产品1000吨，实现销售收入1200万元，预计7年半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国锋    

电  话：0911-8617003  13509116590  

地  址：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7100

邮  箱：2140156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塑料果筐生产项目

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4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拟建于东区农副产品加工物流园区河堤沿岸，占地面积10亩。新建标准化厂房4000㎡，主要内容包括果品包装塑料

制品生产线2条、果袋生产线2条，停车场及院落硬化、管网等配套设施建设。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营业收入3000万元,年利税600万元，可新增就业岗位约80个。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国锋    

电  话：0911-8617003  13509116590  

地  址：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7100

邮  箱：214015688@qq.com

[联系方式]

富县苹果脆片加工厂建设

富县果业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262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

项目占地30亩，建筑面积1326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4262万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3644万元和铺底流动资金618万元。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电  话：0911-3222824

[联系方式]

甘泉县年产8000吨系列豆制品加工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拟建年产8000吨系列豆制品生产线，占地20亩，建设标准化厂房一座，包括生产车间、包装车间、成品车间、

原料库房、办公室等。引进先进的全自动化计算机控制的腐竹、微杀菌保鲜豆腐、豆腐干、豆腐皮、素鸡、内酯

豆腐、瓶装豆浆和豆类休闲袋装食品生产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总生产能力将达到日加工黄豆25吨，产品品种将达到30余种，市场前景可观，产品畅销省内外。按年均

销售收入8000万元，税后利润2000万元，新增税收1360万元。预计可解决200人就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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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玉米深加工系列产品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内容]
年处理玉米 27万吨，生产优质食品级酒精30000吨，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12000吨，精制玉米油1700吨，

DDGS蛋白饲料28000吨，淀粉10万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年产值8400万元，年利润3500万元，税金500万元，投资回报率为28.9%，投资回收期为3.3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杂粮系列方便面食品加工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5000吨杂粮系列产品，项目预计用地50亩，建设标准化厂房一座，包括生产车间、包装车间、

库房、办公室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按年均销售收入5000万元，税后利润700万元，新增税收1000万元。预计可解决200人就业，并可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2万吨/年液态小杂粮加工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5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

项目建设后经济效益十分可观，预计投资回报期为5年。

拟建年产2万吨液态小杂粮生产线，国内外先进的利乐枕包装流水线、易拉罐灌装流水线;配套建设化验检测室、

成品库、材料库各一间。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美水矿泉水开发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设日加工50吨超虑过滤矿泉水生产线、重力微负压灌装生产线、CM-8y半自动吹瓶机、套标生产线、

ＤＰ系列倒瓶杀菌生产线。同时配套其他设施设备。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5000万元，利润3100万元，税金65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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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食用醋综合加工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总投资46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内容]
项目占地60亩，采用传统的固态发酵生产工艺，年产食用醋5000吨，新建老陈醋生产车间、果醋生产车间、

包装车间及辅助设备、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只要达到设计能力的66.6%，企业就可以保本。由此可见，项目前景广阔。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洛川县塑料板材生产线项目

洛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4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占地50亩，建设年产5000吨主要生产PVC软板、硬板、PP板、ABS板（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板）

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利润可观、市场巨大，回报快，经济效益持久稳定，预期资本回收年限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文沛    

电  话：0911－3622498  18609298276

地  址：洛川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498

[联系方式]

洛川县发泡网厂建设项目

洛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的建成投产将对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果品附加值，降低包装成本，对加快洛川产业经营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

项目占地40亩，建设年生产20亿只发泡套网生产厂一个，包括生产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文沛    

电  话：0911－3622498  18609298276

地  址：洛川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498

[联系方式]

洛川反光膜厂建设项目

洛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建年生产能力达10亿米反光膜生产厂一个，主要包括厂房建设、生产线引进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按每亩地年需反光膜300米计算，50万亩果园共需反光膜1.5亿米。因此，市场空间很大，以当年每米1元

的销售计算，2年即可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文沛    

电  话：0911－3622498  18609298276

地  址：洛川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498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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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县塑料周转筐建设项目

洛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总投资5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内容]
拟建年生产300万只塑料周转筐生产厂一个，占地50亩，主要建设综合楼一栋、生产车间三栋、配电室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设塑料周转筐生产厂市场空间很大，3年即可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文沛    

电  话：0911－3622498  18609298276

地  址：洛川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498

[联系方式]

洛川县PVC管材厂建设项目

洛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2万吨PVC管材管件，配套建设各型号管材管件生产机组30条，年设计生产各型管材19000吨，

管件1000吨。项目建设规模占地3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500平方米，主要产品为PVC塑胶管材，管接件等产品。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销售收入2.3亿元，实现利税6500万元，预期回收年限3.8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文沛    

电  话：0911－3622498  18609298276

地  址：洛川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498

[联系方式]

洛川县塑料包装膜生产线项目

洛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建成后利润可观、市场巨大，回报快，经济效益持久稳定，预期回收年限4年。

占地6.5亩，兴建十二层研发楼1栋，总建筑面积18228平方米。建设年产1000吨膜包装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文沛    

电  话：0911－3622498  18609298276

地  址：洛川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498

[联系方式]

洛川县给水排水管业厂项目

洛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6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占地50亩，建设聚乙烯塑钢缠绕排水管道生产线4条，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生产线四条以及上下水管道

等管件产品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随着聚乙烯技术的改进，聚乙烯管道具有广阔的使用领域。项目建成后利润可观、市场巨大，回报快，经济

效益持久稳定，预期资本回收年限4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文沛    

电  话：0911－3622498  18609298276

地  址：洛川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498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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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县苹果纸箱包装厂建设项目

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内容]
拟建年产5000万平方米纸箱生产线，产品为高档纸箱1000万平方米，中档纸箱3000万平方米，低档纸箱1000万平方米，

然后在生产中逐步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生产规模。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据市场销售价、出厂差率推算，满负荷生产5年可回收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安金海  

电  话：0911－8382201  13509116993

地  址：洛川县产业园区

传  真：0911—8382201

邮  编：7274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中蜂蜜养殖加工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设中华蜂植物观光园1个、蜂巢蜜示范生产基地2个、200吨标准化厂房1200平米、全自动国际灌装生产线1条、自动化

巢蜜生产线1条、全自动花粉灌装生产线1条、标准化包装生产线1条、200平米工艺产品展示大厅及办公生活活动中心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利税6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 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 7273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红薯颗粒全粉项目

黄陵县桥山街道办事处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年产量1万吨，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利润1000万元，税金800万元。

占地面积3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2000平方米，辅助车间、办公室、库房3000平方米。

购置去皮机、切片机、干燥机、分离机等生产设备。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 张斌

电  话：0911-5211691

地  址：桥山镇安沟村

邮  编: 7273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3万吨苹果蒸馏酒和果醋生产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修建原料储备车间、发酵车间、包装车间以及相关消毒设备。采用国内先进的生产技术，主要工艺

过程原料→清洗→去皮→去核→切粒→储藏→发酵→包装。主要生产设备：年产3万吨水果醋发酵

生产线、罐装生产线及冷库一座。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达产达效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0.72亿元，利税11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 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 72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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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核桃加工厂建设项目

黄龙县干果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总投资1.2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

[项目内容]
拟建商品核桃、核桃油、核桃露三条生产线的加工厂一座。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产品市场前景广阔，5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陈永杰

电  话：0911-5622197

地  址：黄龙县干果公司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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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区专科医院

延安高新区能源清洁利用项目

延安高新区环保型锂电池及电池组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吴起县3万吨/年城市餐后油转化生物柴油项目

吴起县二道川商业步行街建设项目

志丹县足球场建设项目

子长县废弃物再生处置环保工程项目

宝塔区碾庄汽车机械园区项目

延长县旧城区集中供热煤改气、管网改造项目

延长县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延长县年产200万㎡釉面内墙砖生产项目

延长县年产200万㎡仿古砖生产项目

延长县污油泥处理厂建设项目

黄陵县汽车配件工业园项目 

黄陵县隆坊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黄陵县生产生态环保型无甲醛板材建设项目

黄陵县生物质能发电建设项目

黄陵县再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洛川县微生物菌肥厂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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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区专科医院

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亿元 ，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规划用地80亩，是一所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康复于一体的专科医院，建有门诊大楼、住院部、康复中心、

药店等设施，规模床位600张。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市场潜力大，投资回报丰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万荣

手  机：13892111390

地  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东侧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290659553@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能源清洁利用项目

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建设年处理能力200万吨原煤的能源清洁利用项目，处理后可获得清洁煤140万吨，供给电厂发电，产出20万吨/年焦油，

10万Nm3/h氢气，利用当地的80万吨/年渣油，通过加氢可生产100万吨/年成品油，计划用地300亩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利税6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耀富

电  话：0911-8258561    传  真：0911-8258168

邮  编：716000

邮  箱：171084785@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环保型锂电池及电池组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78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建设环保型锂锂离子电芯和电池组研发中心及8条PACK生产线，孵化器内，占地约2000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10亿元，利税20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耀富

电  话：0911-8258561     传  真：0911-8258168

邮  编：716000

邮  箱：171084785@qq.com

[联系方式]

吴起县3万吨/年城市餐后油转化生物柴油项目

吴起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3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拟新建餐后油转化生物柴油工厂，建设主要生产车间、辅助生产部分、公用工程及附属设施的土建工程，

购置生产设备。建设规模为3万吨/年。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消化县域内的餐后油，绿色环保，所得税后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达42.31%，投资回收期4.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姜雨微

电  话：0911—8390291

手  机：15091258859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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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二道川商业步行街建设项目

吴起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占地面积为69亩，其中建筑面积64175平方米。分为购物、美食、娱乐三个特色板块进行建设。

美食区：拟建4到5家档次高、服务好的高档次餐厅，增设小吃、快餐等摊位100个；

娱乐区：建成以酒吧、咖啡厅、歌城、茶楼、棋牌洗浴等多业态相结合的一条休闲娱乐的街道；

购物区：建设1到2座具有吴起县文化标志性大型旅游购物商业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1.1亿元，实现利润4100万元，投资回收期5.2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姜雨微

电  话：0911—8390285     手  机：15091258859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志丹县足球场建设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合作方式为独资。

拟在志丹县建一个足球训练基地，建成集足球队训练、食宿、游泳、健身、垂钓、理疗康复为一体的服务中心。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志丹县高度重视足球事业的发展，德国之旅使得志丹足球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以在志丹发展足球事业前景广阔。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同二虎         

电  话：18609110020     传  真: 0911-6622328      

邮  编：717500

邮  箱：582339600@qq.com

[联系方式]

子长县废弃物再生处置环保工程项目

子长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位于子长县工业园区内，占地约200亩，建设年处理规模130万吨，处置年限25年，建设一套废弃物从源头收集、

清运、堆储、处置、利用全过程的环保工程。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原材料供应充足，“零”成本优势明显，产品市场前景好，竞争优势明显，投资利润回报率高。该项目符合循环

经济和国家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变废为宝，减少了环境危害。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 江               

电  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宝塔区碾庄汽车机械园区项目

宝塔区中小企业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9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规划用地面积1.65平方公里（2479亩）。主要建设以4S店为主，集汽车、农机、工程机械销售、维修、检测、

配件供应、汽车运动、汽车休闲公园和综合服务为一体的汽车机械贸易园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园区分三期建设，计划2-3年内建成。建成后可容纳汽车4S店、汽配服务企业、检测维修企业和其它农机、

大型机械、货运、物流等企业100家左右，可实现年销售收入80亿元，年上缴税金4亿元，安置3600人就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雷霆  

电  话：13892100585    传  真：0911—2317579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延安机场    邮  编：716000        

邮  箱：27498245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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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旧城区集中供热煤改气、管网改造项目

延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9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共用地2180.39平方米，更新燃气热水锅炉17台，革新旧锅炉6座，更换一级管网10千米，

更换二、三级管网40千米，老旧小区节能改造40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取暖费按照6元/㎡，年供暖4个月计算，供暖收入为1080万元/年。同时可以

节约能源，提高相关能源利用率。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马文智

电  话：0911—8616683   13909114061

地  址：延长县政府办公楼一楼 

邮  编：717100      

[联系方式]

延长县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延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7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拟对延长县吴家山、西桥片区、朱家湾棚户区进行改造，项目新建幼儿园、老年活动中心、燃气锅炉房、

安置楼一座，地下停车场及石油广场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住宅、商铺及地下停车场的销售收入，预计两年可回收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高怀应

电  话：0911—8612130   13892150660

地  址：延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年产200万㎡釉面内墙砖生产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8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拟建设投资釉面内墙砖生产线一条，年总产量约为200万㎡。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运营收入1000万元左右，净利润550万元左右，投资回收期为6-7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丁

电  话：0911—8611327   13319113600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657204293@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年产200万㎡仿古砖生产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拟建设投资仿古砖生产线一条，年总产量约为200万㎡。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可达1500万元，预计7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古川

电  话：0911—8611327   15891576505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71548800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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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污油泥处理厂建设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0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均可。

项目占地13.78亩，道路3亩。内容包括：油水池子、两个储油罐、厂房、油饼储放室、配电房、办公楼及其

配套设备，建设面积3661㎡。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产处理污油泥10万吨，可回收原油1.5万吨，回收利用注水3万吨，用于建筑材料的泥饼5.8万吨，

年均销售收入376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1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赵  莉

电  话：0911—8611325   18391115772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黄陵县汽车配件工业园项目 

黄陵县新区建设办公室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规划园区建设面积300亩，建成汽配生产车间2座、汽车展厅2座、配件交易厅10座、仓储6座和综合服务楼1座，

具有汽车展示、汽配生产及交易、仓储物流、维修美容、汽车文化等五大功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达效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6亿元，利税90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郭军

电  话：0911-5216818

地  址：黄陵县梨园新区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隆坊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黄陵县隆坊镇人民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占地50亩，主要用于镇区和上官新型社区生活污水处理场建设。修建2个处理车间，1个服务中心。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每年处理镇区和上官新型社区生活污水182.5万吨，每吨污水处理费用0.6元，每年可收污水

处理费109.5万元，预计12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武小强

电  话：0911--5462319

地  址：隆坊镇上官村

邮  编：727309

[联系方式]

黄陵县生产生态环保型无甲醛板材建设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利用苹果枝条、麦秸秆、玉米秸秆、花生秸秆、花生壳为主要原料,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加工生态环保型无甲醛板材。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黄陵及周边县区果园面积在150万亩以上，每亩地按年产生500斤废枝计算，共产生37.5万吨废枝。周边粮食作物

共产生各种秸秆8.5万吨。年销售收入1.8亿，年利税43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 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 72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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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陵县生物质能发电建设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新建1×130吨/小时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配套1台30兆瓦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同时

投资8700万元，利用生物质能发电灰渣配套新建一条年产10万吨有机肥生产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黄陵及周边县区果园面积在150万亩以上，年产苹果192万吨，每亩地按年产生500斤废枝计算，

共产生37.5万吨废枝。周边粮食作物共产生各种秸秆8.5万吨。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 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 7273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再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黄陵县供销联社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主要包括建立新区再生资源绿色回收网点、建设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中心。项目占地20亩，

建筑面积 6000㎡，年收购再生资源2万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回收量1.5万吨，其中纸品3000吨，金属材料1万吨，塑料等其他2000吨。

预计年收入300万元，10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建刚

电  话：13991786768

地  址：黄陵县梨园新区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洛川县微生物菌肥厂建设项目

洛川县农业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拟建占地50亩,修建厂房10000平方米,购置微生物菌肥加工厂生产线及质量检测设备,建设年生产微生物菌肥

15万吨的微生物菌肥厂一处。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获利1800万元,3年可收回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永宏

电  话：0911－3622328  13891163766

传  真：0911－3622328

地  址：洛川县城      邮  编：727400

[联系方式]

60/146 61/146

城建环保
URBAN CONSTRUCTION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吴起县周湾、长城旅游开发建设项目

吴起县袁沟与南沟生态度假园开发项目

志丹县九吾山景区及索道建设项目

子长县红色旅游开发项目

子长县植物园建设项目

宝塔区蟠龙战役红色教育基地项目

宝塔区冯庄知青文化旅游区项目

宝塔区临镇兰花花故里及耕读文化旅游项目

延长县凉水岸禹王坪古渡旅游景区建设项目

富县直罗战役纪念园   

富县秦直道旅游景区项目   

甘泉县美丽乡村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甘泉县南义沟休闲农庄建设项目

甘泉县白鹿禅寺文化风景区开发项目

甘泉县香林寺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甘泉县劳山溪园小区建设项目

甘泉县劳山山庄建设项目

黄陵县黄帝文化园（东湾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黄陵县黄帝文化园区（旅游服务区）建设项目

黄陵县田庄镇贾塬湫生态农业观光园项目

宜川县秋林抗战文化古镇建设项目

黄龙县无量山景区生态观光园开发建设项目

黄龙县旗杆庙文化实景演绎基地建设项目

黄龙县神道岭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黄龙县无量山居拓展训练基地建设项目

黄龙县瓦子街国家级森林公园建设项目

黄龙县神峪川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黄龙县圪台冯家塔民俗文化村建设项目

黄龙县影视基地建设项目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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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黄河秦晋大峡谷旅游观光带建设项目

延安民俗文化风情小镇建设项目

延安新区陕北民俗文化体验园

延安新区生态观光农场

延安新区特色美食街区

延安南泥湾农耕文化体验基地

延安南泥湾冰雪场建设项目

延安南泥湾景区实景演出建设

延安南泥湾军事体验区建设

延安智慧房车营地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延安南泥湾生态休闲养生基地

吴起县胜利山景区开发项目

62/146 63/146



延安黄河秦晋大峡谷旅游观光带建设项目

延安市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5.7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独资。

依托黄河秦晋大峡谷特有的生态景观、黄河沿线浓郁的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元素，变点状开发为线状联合开发，以黄河壶口瀑布和

乾坤湾为核心，中间联通延长凉水岸、马头关，采用水、陆、空结合的立体开发模式，打造长达82KM的黄河文化旅游景观廊道。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预计回收期5至8年，建成后，将推动一河两岸一体化发展，辐射带动黄河沿岸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沿线居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

作用。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涛慧       电    话： 0911-2160340

地  址: 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   邮  编：716000

邮  箱：258982728@com

[联系方式]

延安民俗文化风情小镇建设项目

延安市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独资。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600亩。依托延安城南交通组织良好、功能齐全的优势，建设旅游咨询、集散、特色民宿、特色小吃、

旅游购物、大型停车等服务功能，最终形成在城南有延安民俗文化风情小镇，在城西有延安•1938红色文化街区，在城北

有圣地河谷•金延安，三大城市休闲街区的格局。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预计回收期5至10年，建成后，将带动城南棚户区改造，弥补旅游有效供给不足，改变旅游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

不相匹配的现状。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涛慧       电    话： 0911-2160340

地  址: 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   邮  编：716000

邮  箱：258982728@com

[联系方式]

延安新区陕北民俗文化体验园

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独资。

项目分两个地块，其中新区陕北民俗文化体验园--绿色长廊主题园：占地面积约90.9亩，包括景观绿化、

景观小品、服务建筑硬质铺装、给排水、电力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公园配套设施；新区陕北民俗文化体

验园--儿童主题园：占地面积约103.65亩，包括绿化、照明、给排水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市场潜力大，投资回报丰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万荣

手  机：13892111390

地  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东侧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290659553@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新区生态观光农场

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独资。

规划用地300亩，建设有机生态蔬果种植基地，集租地种菜、蔬果采摘、棋牌娱乐、拓展运动、骑马钓鱼、

儿童乐园、生态主题餐厅、乡村度假酒店、垂钓、会议接待、运动场馆、马术训练场、为一体的娱乐休闲场所。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市场潜力大，投资回报丰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万荣

手  机：13892111390

地  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东侧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290659553@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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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区特色美食街区

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规划用地100亩，按照将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为理念，统一规划、统一风格、彰显特色的方式，将陕北

传统特色美食与非遗文化、红色文化、黄土风情文化相结合，打造成城市餐饮品牌及旅游观光为一体的集聚发展区域。位于

城市商业区，周边交通便利，人流量大，区位优势明显。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市场潜力大，投资回报丰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万荣

手  机：13892111390

地  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东侧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290659553@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南泥湾农耕文化体验基地

延安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4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把农耕文化与旅游有机结合，基地以博物、展览为主，辅之教育、增知、娱乐功能，涵盖种植采摘、民居演变、民俗民风、

农家乐园、手工作坊、驯化养殖、演艺游乐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旅游接待人数150万，并以10％－20％的速度增长。项目预计年运营收入3750万元，年运营成本

1500万元，内部收益率12.8%，投资回收期8.76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崔彬

电  话：0911-2933201     手  机：15191109196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104329102@ 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南泥湾冰雪场建设项目

延安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主要建设滑雪场、索道、接待中心、雪具店、办公区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旅游接待人次20万，并以8％－15％的速度增长。项目预计年运营收入2600万元，

年运营成本1040万元，内部收益率10.71%，投资回收期9.66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崔彬

电  话：0911-2933201     手  机：15191109196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104329102@ 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南泥湾景区实景演出建设

延安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6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主要建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全景微缩蜡像馆，建设陕北根据地革命历史实景演出基地、陕北革命老区

支援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物展览馆、知青纪念馆、知青劳动体验生活基地。占地220亩，建筑面积26000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旅游接待人数180万，并以10％－15％的速度增长。项目预计年运营收入4500万元，年运营成本

1800万元，内部收益率11.78%，投资回收期9.18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崔彬

电  话：0911-2933201     手  机：15191109196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104329102@ 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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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南泥湾军事体验区建设

延安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主要建设抗日、解放战争著名战役战争推演及角色互换体验，开发引进激光侦察特种兵游戏、导弹奇兵游戏、航空母舰

军事游戏等兼红色革命教育与健康娱乐为一体的军事仿真互动体验等。占地420亩，建筑面积48000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旅游接待人数200万人次，并以10％－20％的速度增长。项目预计年运营收入6000万元，年运营成本2400

万元，内部收益率12.68%，投资回收期8.81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崔彬

电  话：0911-2933201     手  机：15191109196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104329102@ 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智慧房车营地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延安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主要为景区推行房车旅游休闲生活方式新业态，规划设置室内、室外两部分。拟打造一个以露营地为中心，带动周边

相关产业发展并能产生集聚效应的服务平台。占地80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旅游接待人数80万，并以10％－15％的速度增长。项目预计年运营收入4000万元，年运营成本

1600万元，内部收益率14.22%，投资回收期8.2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崔彬

电  话：0911-2933201     手  机：15191109196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104329102@ 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南泥湾生态休闲养生基地

延安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9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开发建设包括“种花植草”、“运动游艺”、“书画歌乐”、“休闲消遣”等融生态文化、民俗古村落文化、

旅游文化、观光体验、体育健身、高端生态休闲养生基地。占地面积320亩，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旅游接待人数120万人次，并以8％－15％的速度增长。项目预计年运营收入4800万元，

年运营成本1920万元，内部收益率10.32%，投资回收期9.8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崔彬

电  话：0911-2933201     手  机：15191109196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104329102@ qq.com

[联系方式]

吴起县胜利山景区开发项目

吴起县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9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一是长征精神博览园建设项目；二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园建设项目；三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线路

浓缩建设项目：建设25000米（25公里）二万五千里长征浓缩旅游精品线路项目，建设“一日长征”体验项目。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吴起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落脚点，胜利山红军遗迹众多，有利于发展红色旅游；项目的实施，

必将带来较强的盈利能力，成为吴起旅游的引擎。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英

电  话：0911-8390818        手  机：13636860101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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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周湾、长城旅游开发建设项目

吴起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建设内容有长城景观设施，周湾、边墙渠水库治理及水上游乐、景区内生态观光、水上垂钓、地方饮食小吃城、

冬季滑冰等项目。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投资回收期5.7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姜雨微

电  话：0911—8390285

手  机：15091258859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吴起县袁沟与南沟生态度假园开发项目

吴起县吴起街道办事处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对袁沟与南沟水系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同时，对水体进行开发，提升和改进现有的水上快艇、水上摩托、脚蹬船、

橡皮艇等特色娱乐项目，增加空中飞椅、碰碰车场、高空滑索、水上乐园等设施，完善凉亭庙宇建设，推广陕北

窑洞黄土风情、农家小院特色，建设成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区域以淤地坝宽阔水域为依托，水源涵养，林草丰茂，环境优雅，是一个集观光旅游、水上游玩、野餐垂钓、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休闲度假园。项目的实施，必将带来较强的盈利能力，投资回收期5.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光显

电  话：0911-7886610    手  机：13891169238

地  址：吴起县吴起镇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志丹县九吾山景区及索道建设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合作方式为独资。

九吾山景区为自然风光山岳型景区，为国家AAA级景区，近年来游客数量与日剧增，为满足游客需求，拟在景区

内建设索道1500米及其他附属景观，供游客观光游览。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接纳旅客3-5万人次，每人消费500-800元，预期4-8年可收回全部投资转为全面盈利。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小炜         

电  话：13992125797     传  真: 0911-6621626      

邮  编：717500

邮  箱：1042781550@qq.com

[联系方式]

子长县红色旅游开发项目

子长县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建设内容为：贺氏三将军故居-玉家湾革命历史展览室-羊马河战役遗址--谢子长将军故居-子长陵-龙虎山-

毛泽东旧居-瓦窑堡革命旧址等红色旅游景点的维修保护及配套设施建设。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收入约为17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  江              

电  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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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县植物园建设项目

子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1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位于子长县龙虎山风景区北坡，规划面积约800亩。规划区为陕北黄土高原地貌区，建设“三带、一谷、一面”

的包含科普教育、旅游、休憩为一体的黄土风情植物园。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山体绿化、道路广场、水景、小品雕塑、

温室、照明、建筑及配套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按照目前子长县年旅游人数3万人次计，每人按150元消费，年均收入约为450万元。项目建成后，年可增加6万旅游

人次，收入增加1350万元，提供工作岗位约100余个，带动500余人实现就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  江              

电  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宝塔区蟠龙战役红色教育基地项目

宝塔区蟠龙镇人民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3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位于宝塔区蟠龙镇蟠龙烈士陵园，占地面积251公顷，总建筑面积41296平米，蟠龙红色小镇恢复

15000平米，纸房红色文化提升区8600平米，蟠龙战役主阵地遗址公园4500平米，窑坪现代农业体验

区2196平米，蟠龙红色文化旅游区11000平米，建设周期3年。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后能给国防大学提供教育实训基地，能建立我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成为青少年教育基地，能带

动我镇旅游产业发展。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董延斌   

电  话：13488249932     传  真：0911—2552100

地  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蟠龙镇      邮  箱：274982458@qq.com

[联系方式]

宝塔区冯庄知青文化旅游区项目

宝塔区冯庄乡人民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0.83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涉及8个行政村，建设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知青旧居点、康熙亲笔题词观光点、陕北特色文化展示馆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知青文化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市场感召力，在全国范围内，知青文化这一“文化财富”，正在被

逐渐的认识、开发和整理。宝塔区冯庄乡是北京知青“上山下乡”较为集中的区域，具有丰富的知青文化资源。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石建荣   

电  话：13669215125     传  真：0911-2812101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    邮  编：716001 

邮  箱：274982458@qq.com

[联系方式]

宝塔区临镇兰花花故里及耕读文化旅游项目

宝塔区临镇镇人民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0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规划以革命、历史、耕读文化为主题，分为四大板块，即以革命为主题的三五九旅革命历史遗址的恢复和修缮

王震将军雕塑；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兰花花雕塑、兰花花文化墙、兰花花民间大舞台；以文化为主题的乡村酒店、

兰花花民间艺术工坊、兰花花特色农产品经营区、游客服务中心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陈伟   

电  话：13992199007      传  真：0911-2952100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临镇镇      邮  编：716008

邮  箱：27498245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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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凉水岸禹王坪古渡旅游景区建设项目

延长县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8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占地面积1200亩，恢复禹王坪渡口，建设河滨景观区，运用渡船、栈道、建筑等景观元素创造一个具有黄河

河滨特色的旅游景观。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按每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计，可实现门票收入9000万元，3年可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柴东利

电  话：0911—8611958   13891175568  

地  址：延长县旅游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2856012203@qq.com

[联系方式]

富县直罗战役纪念园   

富县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直罗战役纪念园的开发建设，在规划和建筑的造型、风格、色彩上体现红色纪念地的庄严、神圣以及富县的历史命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实现利润1200元，7年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电  话：0911-3216477

[联系方式]

富县秦直道旅游景区项目   

富县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4.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秦直道景区的开发建设体现富县的历史文脉。将有形的文化遗产与无形的风俗文化相结合，历史文化和现代

文化相结合，创造展示历史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优秀景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 6年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电  话：0911-3216477

[联系方式]

甘泉县美丽乡村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

项目位于石门村，拟建大田采摘区、传统饮食制作展示区、滑草场、跑马场等项目，并综合配套交通、

旅游、纪念、商贸、景观、游乐等各方面的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据测算，该项目综合营业投入利润20%，税后利润率25%，投资利润率14%，景区建成后，每年接待

游客15万人次，六到八年即可收回全部投入。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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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南义沟休闲农庄建设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

项目位于道镇南义沟村，占地约300亩，拟建陕北窑洞风情区1处、旱地游乐场1处、特色农产品展示区1处、

水上乐园1处、仿古商业街1处、水果采摘园1处、停车场2个，同时配套建设其他基础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据测算，项目综合营业投入利润16%，税后利润率23%，投资利润率12%，景区建成后，每年接待游客

10万人次，八到十年即可收回全部投入。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甘泉县白鹿禅寺文化风景区开发项目

甘泉县文旅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建设佛教文化中心，对寺内千年银杏树及其他文物进行保护维修，建设百亩银杏园、牡丹园及其他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景区建成后，每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可实现综合收入2000余万元，八到十年即可收回全部投入。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甘泉县香林寺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甘泉县文物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6亿元，合作方式为合作。

拟扩建休闲度假、旅游服务、游览观光三大板块，总面积为30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景区建成后，每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可实现综合收入1000万元，八到十年即可收回全部投入。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甘泉县劳山溪园小区建设项目

甘泉县劳山乡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9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作。

建设“两条线九个景一个面”：“两条线”即：拓宽210国道沿线，治理劳山河流域沿线。建度假别墅、

宾馆、物流中心、商贸楼等，共计占地面积480亩，建筑面积50300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优化整合旅游资源，拉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高旅游收入。该项目建成后，带动农民增收2000万元/年，吸引

外来游客10万人次，拉动消费4500万元，年利润1500万元，6年可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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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劳山山庄建设项目

甘泉县住建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70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

项目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建设标准间180间，宾馆大堂、商务中心、办公区、

洗浴中心、棋牌室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后年收益可达960万元，投资回收期约7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黄陵县黄帝文化园（东湾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延安黄帝文化园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04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

片区占地面积124.77公顷,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主要分为“古韵流芳”大型山水游园、“药滋院苔”

高端休闲疗养酒店、“华夏家园”特色度假别墅、“农耕庄园”文化休闲体验园以及游客中心五个功能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投资回收期8.42年，投资利润率11.62％。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晓斌 

电  话：0911-5216977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黄帝文化园区（旅游服务区）建设项目

延安黄帝文化园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9.78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

项目位于黄帝文化园区的东侧，轩辕大道以东。该片区的功能定位为：以文化博览、展示为主的始祖文化休

闲体验区。该项目包括文化产业区、旅游商业服务区、文化演艺区、宾馆会所区、景区配套服务区、生态保

护区和发展备用地八个功能区。项目占地面为72.01公顷，用地面积26.19公顷，建筑面积10.19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投资回收期9.07年，投资利润率10.31％。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晓斌 

电  话：0911-5216977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田庄镇贾塬湫生态农业观光园项目

黄陵县田庄镇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独资。

项目占地面积1000亩，总建设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50亩水上游船、120亩养生休闲娱乐园、8亩民俗

园窑洞农家乐院落、 400亩山丹丹花百草园、300亩露天采摘园、生态公园、特色散养区及停车场、道路

等配套设施建设。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投资回收期12.5年，利润率11.32%。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赵文平

电  话：0911-5472327

地  址：黄陵县田庄镇贾塬村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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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县秋林抗战文化古镇建设项目

宜川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位于宜川县秋林镇，主要内容包括修复展示抗战遗址，建设丹州民俗文化、旅游服务设施，形成“一心、

两翼、一带、八大功能区”的旅游发展空间格局，满足特色抗战文化体验旅游和本土文化休闲度假旅游的市场

需求，打造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的特色文化旅游古镇。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综合收益6000万元以上，10-12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猛           

电  话：0911-4811066  

传  真：0911-4811066 

[联系方式]

黄龙县无量山景区生态观光园开发建设项目

黄龙县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开发建设观光缆车、观光步道、观光平台、人行游览步道、游客服务中心等娱乐餐饮服务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接待游客130万余人（次）。年收益可达4000万元，4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石玉龙 

电  话：0911-5625666

地  址：黄龙县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黄龙县旗杆庙文化实景演绎基地建设项目

黄龙县文体广电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建设实地演绎基地，内容包括：复原该村的土坯屋、篱笆墙，“土匪窝”、木屋、栈桥、吊楼、地窨子、山寨子，

旧战场和三十年代的民居街市，实景填充，真实演绎，展示当年黄龙山的民俗生活。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接待游客30万人（次），年收益可达6000万元，5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李  健   

电  话：0911-5622367

地  址：黄龙县文体广电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黄龙县神道岭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黄龙县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建设游客接待中心、生态停车场、森林客栈、“驴友”俱乐部、观景塔（台），野营基地、

森林酒吧、褐马鸡观赏站。同时建设森林养生公寓、森林疗养医院、森林保健浴场等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接待游客30万余人（次）。年收益可达1亿元，5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郭  宏

电  话：0911—5623772

地  址：黄龙县旅游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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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无量山居拓展训练基地建设项目

黄龙县林业综合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9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位于黄龙县无量山居景区，占地30亩，拟建设拓展训练基础设施：室内外攀岩设施，障碍设施，娱乐设施，

体能训练设施，射击训练场地，动植物科普基地，餐饮住宿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收益可达1500万元，6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肖楠          

电  话：0911-5625775

地  址：黄龙县林业综合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黄龙县瓦子街国家级森林公园建设项目

黄龙县瓦子街镇人民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开发桥榆沟原始森林风景观赏区、管理服务区、生态保护培育区、休闲疗养区、居民生产

生活区等五大功能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观光游客达8万人（次）。年净收益可达2000万元，8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左  军

电  话：0911-5888103

地  址：黄龙县瓦子街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702

[联系方式]

黄龙县神峪川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黄龙县白马滩镇人民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开发建设九郎庙、伏羲洞、大石、千手千眼佛寺、马武山、东周古寨、雍正年间古碾盘、五角山革命遗迹等景点。

使神峪川景区成为集游客避暑纳凉、原始森林探险、“忠义、忠孝、诚信”历史文化追溯、民俗文化体验、农家乐品

尝与一体的休闲旅游理想之地。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收益可达3000万元，6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朱宏涛

电  话：0911-5977103

地  址：黄龙县白马滩镇人民政府     邮  编：715704

[联系方式]

黄龙县圪台冯家塔民俗文化村建设项目

黄龙县文体广电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建设内容有： ①驿站城墙门楼修复；②地下迷宫、古哨瞭望、索道观光；③农耕文化区；④民俗美食街；

⑤生态动植物园、体验采摘、狩猎区；⑥健身、攀岩、蹦极；⑦水上乐园、儿童漂流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年收益可达3000万元， 5年即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李  健

电  话：0911-5622367

地  址：黄龙县文体广电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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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影视基地建设项目

黄龙县文体广电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建设一座集影视拍摄、制作、服务、旅游及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具备完善的影视人才创新创业、

工作培训体系，融入全国影视工业产业链的多功能影视基地一处。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以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经济效益可观，年收益可达2000万元，6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李健

地  址：黄龙县文化局

电  话：0911-5622367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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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现代化生猪养殖园区示范项目

志丹县30000吨高档气调保鲜库建设项目

志丹县畜产品加工项目

子长县农业生态园建设项目

子长县苹果产业供应链服务基地建设项目

子长县油用牡丹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延长县年产5万吨生物有机肥料建设项目

延长县现代化温室花卉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延长县黄河鲤鱼规模化生态养殖项目

延长县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建设项目

富县2万吨苹果气调库建设

中国洛川苹果大观园建设项目

洛川农药厂建设项目

黄龙县矮化苹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黄龙县农产品综合加工建设项目

延安3000吨/年菊芋加工及5万亩菊芋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洛川县苹果配套建设项目

宝塔区30万头生猪产业化园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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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现代化生猪养殖园区示范项目

吴起县畜牧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7．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

项目建设5000头现代化父母代猪场2座，占地300亩 ；150头种公猪站一座,占地30亩；8800头现代化育肥园区14个，占地

700亩；洗消中心两座,占地20亩，；管理中心两座,占地30亩（土地不计入租赁）;  年产16万吨有机肥场一座,占地50亩；

16万吨饲料厂一座,占地120亩； 10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项目占地50亩。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20年的经营期限内预估可实现利润约13亿元。项目运行可解决吴起县8000贫困户和进城农户就业问题。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石秀旗

电  话：0911—7616680    手  机：15891113666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志丹县30000吨高档气调保鲜库建设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6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设30000吨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的果蔬气调保鲜库。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果蔬农户的收入水平，促进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延安市果品蔬菜产业

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同二虎         

电  话：18609110020     传  真: 0911-6622328      

邮  编：717500

邮  箱：582339600@qq.com

[联系方式]

志丹县畜产品加工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000万，合作方式为独资。

引进自动化分割生产线，形成年产400万罐羊肉、150万罐羊杂，每罐500g。引进苦菜深加工生产线，

生产袋装苦菜100万袋（500克/袋）、筒装苦菜茶10万筒（50克/筒）。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正常投产后，每年可加工7万只羊，500吨苦菜，实现产值11000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24%，税后12%。

投资回收期：税前4.17年，税后4.39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同二虎         

电  话：18609110020     传  真: 0911-6622328      

邮  编：717500

邮  箱：582339600@qq.com

[联系方式]

子长县农业生态园建设项目

子长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集种植、养殖、旅游、休闲等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园。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功能规划为服务区、景观区、种植区、养

殖区、活动区等；兴建小型现代化的养殖中心：修建工作人员办公区、宿舍及小规模接待区，建立绿色产品生产基地。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郝祥祥            

电  话：13991792581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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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县苹果产业供应链服务基地建设项目

子长县果业开发中心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8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建设涵盖五大核心功能：科技农资供应中心；苹果外包采购服务中心；冷库仓储中心；农产品交易中心；资金周转

中心。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可进驻商户400余家。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利润在30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6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郝祥祥                 

电  话：13991792581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子长县油用牡丹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子长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主要规划面积3000亩，由油用牡丹种植区、观赏区、加工区三部分组成，建设内容包括土地租赁整理、牡丹栽植、

生产道路硬化绿化、给排水设施、生活用房、油用牡丹加工厂等及其他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通过油用牡丹基地的建设，不仅可以带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而且可以带动全县农户种植油用牡丹，

平均每亩增收3000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郝祥祥                 

电  话：13991792581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延长县年产5万吨生物有机肥料建设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占地12亩，总建筑面积6520㎡。建设内容包括：预处理车间、发酵车间、制粒车间、原辅料库、成品库、

供配电室、办公楼、餐厅、宿舍及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为5000万元，产品总成本为4274.52万元，投资回收期为6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申伟军       

电  话：0911-8613076   13571140223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646087586@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现代化温室花卉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2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培育花卉50万株。正常年份产品年销售收入为1200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为7年。

项目占地45亩，为租赁土地。总建筑面积24530㎡，建设连栋玻璃温室3座。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申伟军       

电  话：0911-8613076   13571140223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646087586@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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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黄河鲤鱼规模化生态养殖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占地50亩，建设内容包括：孵化车间、饲料加工车间、办公室、流水养鱼池、鱼塘及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利润总额23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赵莉      

电  话：0911-8611325    18391115772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建设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033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占地34亩，划分为：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区、精品果园生产示范及采摘观光区、优质良种苗木繁育区、特色果蔬

高效栽培示范区、生态畜牧业循环养殖示范区及相关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1200万元左右，净利润500万元左右，投资回收期为8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丁

电  话：0911—8611327   13319113600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件：657204293@qq.com

[联系方式]

富县2万吨苹果气调库建设

富县果业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95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

拟建2万吨苹果气调库一座。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9450万元，年实现利润972万元，4年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雷亚锋

电  话：0911-3222824

[联系方式]

中国洛川苹果大观园建设项目

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建设后，每年可生产优质苹果500万斤、生产优质种苗100万株、接待参观体验人员30万人次，综合收入可达

7000万元以上，使洛川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苹果发展引领中心。

总面积2000亩，主要规划建设占地500亩的国家级苹果种质资源圃，收集保存全世界苹果属35种5000份种质资源；

占地500亩的国家级苹果选种场，组织500份新品系进行比较试验，10年内筛选适合当地的新品种3-5个；占地1000

亩的世界苹果品种技术示范展示园，展示新品种200个。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安金海  

电  话：0911－8382201    13509116993   

地  址：洛川县产业园区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8382201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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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农药厂建设项目

洛川县农业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占地50亩，修建厂房12000平方米，购置灌装、粉剂、乳油加工生产线及质量检测设备。建设年生产农药100吨、

制剂5000吨的农药厂。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50万亩苹果年需杀虫、杀菌剂农药550吨，产品全靠外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获利500万元，投资回收期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永宏

电  话: 0911－3622328  13891163766

地  址：洛川县城          邮  编：727400  

传  真: 0911－3622328

[联系方式]

黄龙县矮化苹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黄龙县苹果生产管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位于黄龙县三岔镇、界头庙镇，拟建优质矮化苹果标准化示范园1万亩，带动全县发展矮化苹果5万亩，配套建设

生产车间、库房、办公室等基础设施建设。建成陕西矮化苹果生产基地。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3年进入收益期，6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屈海成

电  话：0911-5625786

地  址：黄龙县苹果生产管理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黄龙县农产品综合加工建设项目

黄龙县干果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78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建设农产品生产车间、库房、办公楼、宿舍、食堂、晾晒场、检验室、有机肥加工厂房等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测年收益可达3000万元，10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陈永杰          

电  话：0911-5622197

地  址：黄龙县干果公司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延安3000吨/年菊芋加工及5万亩菊芋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延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

产品达产后年销售收入为12,040万元，年利润总额（十年均值）4,295.73万元，年利税总额（十年均值）

6,195.49万元。内部收益率（税后）为51.62%，投资回收期为2.86年。

总占地面积为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年产菊粉3000吨。菊芋的种植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

的模式。公司将原料种植计划，以乡镇为种植单位，每个种植单位作为一个种植基地，公司与之签订协议，确

定种植的面积及收购的价格。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任永国 周军

电话：0911-8263279   传真：0911-8233110

地址：延安市宝塔区光华路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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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县苹果配套建设项目

洛川县果业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在洛川县苹果加工园区引资新建苹果深加工企业，包括果啤（酒）、果醋饮料、苹果深度加工企业各1个;新建果袋、

果网加工机械生产厂1个，果袋、果网厂各10个；果树枝条加工企业1个。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建锋

电  话：0911-3622842

手  机：13992138471

地  址：洛川县

[联系方式]

宝塔区30万头生猪产业化园区建设项目

宝塔区畜牧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6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合资。

建设6000头父母代种猪场1座，11200头育肥配套场8座，新建车辆洗消中心2处，主要用于运输的转猪车、饲料

运输车等清洗消毒、干燥。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周文亮 

手  机：13992117689

地  址：宝塔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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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区大数据产业园区

延安高新区绿色生态科技园项目

延安高新区信息安全研发生产项目

延安高新区石墨烯电热膜项目

吴起县光伏发电项目

吴起县风力发电项目

志丹县50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子长县50兆瓦高效光伏农业电站建设项目

子长县100兆瓦风电项目

延长县地面集中电站光伏扶贫项目

延长县黑家堡镇胡家村10MW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

延长县户用及村级光伏扶贫项目

甘泉县风力发电项目

甘泉县光伏发电项目

宜川县10兆瓦生物质发电项目

宜川县1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宜川县高树梁5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宜川县八郎山5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黄陵县道路热熔反光标杆涂料项目

黄陵县反光膜生产线项目

黄龙县范家卓子50MW风力发电站建设项目

黄龙县旗杆庙50MW风力发电站建设项目

黄龙县三岔30MWP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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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区大数据产业园区

延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4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建筑面积约915723.55㎡，共分为九大区域进行设计。包含数据中心用地1、2、3；办公酒店用地；

配套公寓用地1、2；文化休闲商业用地。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市场潜力大，投资回报丰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万荣

手  机：13892111390

地  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东侧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290659553@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绿色生态科技园项目

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规划占地500亩，以英国伊甸园为龙头、后边配套包括窑洞生态酒店、旅游生态庄园、

生态示范区及陕北生态文创村等项目，分三期进行。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投产后年利润率38%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耀富

电  话：0911-8258561     传  真：0911-8258168

邮  编：716000

邮  箱：171084785@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信息安全研发生产项目

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占地约3600平方米，建设以信息安全及物联网硬件设备、RFID射频卡、中间件研发基地；

行业解决方案、上网行为监管类软件等研发生产基地。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3亿元，利税15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耀富

电  话：0911-8258561     传  真：0911-8258168

邮  编：716000

邮  箱：171084785@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石墨烯电热膜项目

延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占地约215亩，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建设年产1200万平方米石墨烯电热膜生产线；二期建设年产2400万平方米。

石墨烯电热膜生产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建成后预计年销售达35亿元，利税3.5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耀富

电  话：0911-8258561     传  真：0911-8258168

邮  编：716000

邮  箱：171084785@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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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县光伏发电项目

吴起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建设规模为总装机容量350MW。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符合清洁发展机制，可向发达国家出售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内部收益率为8.7%，

投资回收期为10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贾治乾

电  话：0911—8390595

手  机：13991786348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吴起县风力发电项目

吴起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吴起年平均风速分别为6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191W/m2，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1975小时，

适合兴建风力发电项目，风电场地形以丘陵为主，规划装机内容为650MW。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符合清洁发展机制。内部收益率为8.7%，投资回收期为10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贾治乾

电  话：0911—8390595

手  机：13991786348

地  址：吴起县城中街     邮  编：717600

[联系方式]

志丹县50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志丹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5亿，合作方式为独资。

志丹县年均气温 8.1 ℃，全年无霜期142 天左右，年光照时间2332小时以上。县内现有35KV变电站7座，

110KV变电站 3座，电网上下连通，运行稳定，光伏发电可就近方便并网。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电站运营25年年均发电量为1.268亿度，预计本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约为9.7%，项目回收期约为8.6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同二虎         

电  话：18609110020      传  真: 0911-6622328      

邮  编：717500

邮  箱：582339600@qq.com

[联系方式]

子长县50兆瓦高效光伏农业电站建设项目

子长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其中一期站装机容量约20MW，封闭式冬暖温室大棚近130个，大棚结构为钢架结构和砖

混网结构式；二期站装机容量约30MW，封闭式冬暖温室大棚近520个，大棚结构为钢架结构和砖混网结构式

初步规划该项目发电接入薛家沟110千伏变电站，距离约7.5公里。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设年限为3年。大约6年可完成投资回收，第7年可以做到盈利。运营期满20年后，本系统光伏发电部分

依然可继续运行5年以上，农业部分的高收益期在10年以上。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郝祥祥              

电  话：13991792581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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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县100兆瓦风电项目

子长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拟在子长县安定镇区域内建设50台2兆瓦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00兆瓦，配套建设110千瓦升压站、

道路及场地硬化、供配电、给排水、消防工程、生产厂房等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万吨，减少烟尘排放约810吨、二氧化硫排放约750吨、二氧化氮排放

约600吨，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郝祥祥              

电  话：13991792581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延长县地面集中电站光伏扶贫项目

延长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拟在张家滩镇阎家滩等地，建设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1个，占地2200亩，总规模57MWP。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收入可达48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10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高   智

电   话：0911—8613094        13509116278

地   址：延长县经济发展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黑家堡镇胡家村10MW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

延长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拟在黑家堡镇胡家村等地，建设10MW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1个，占地400亩。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收入可达12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8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高   智

电   话：0911—8613094        13509116278

地   址：延长县经济发展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户用及村级光伏扶贫项目

延长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8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

拟建设户用系统3套、总规模0.53MWp;拟建设村级光伏电站15个，总规模3.615MWp。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每户每年可增加收入3000元，有效带动我县贫困户脱贫。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高   智

电   话：0911—8613094        13509116278

地   址：延长县经济发展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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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风力发电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6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位于石门镇、劳山乡，拟建200兆瓦房里发电场，主要竖立风机及建设升压输变、控制检测与数据

传输系统、场地基础及土建工程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总投资收益率为4.83%，投资利税率为4.41%，资本金净利润率为12.12%，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

得税前、税后）分别为8.19%、7.11%，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2.5%，大于基准收益率8%，项目可行。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甘泉县光伏发电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位于道镇，拟建100兆瓦光伏发电场，主要建设太阳能跟踪光伏阵列、逆变设施、升压输变、控制检测与

数据传输系统、场地基础及土建工程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年营业额达8000万元，税后利润润约5500万元，9年即可收回全部投入。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甘泉县招商局

[联系方式]

宜川县10兆瓦生物质发电项目

宜川县云岩镇人民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90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位于宜川县云岩镇，占地面积30亩。拟利用周边地区丰富的果树枝及农作物秸秆资源，建设年

发电量10兆瓦的生物质发电站。项目规划建设周期1年，目前完成前期调研论证等工作。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为中长期投资，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项目达产运行后，发电量10兆瓦/年，年综合收益800万元

以上，10至12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马伟伟           

电  话：0911-4911129   

[联系方式]

宜川县1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宜川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90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位于宜川县壶口镇、秋林镇，拟在该区域各移民新村新建住房及各种建筑物上、废置的老村搬迁区域排布光

伏发电组件，建设年发电量10兆瓦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规划建设周期1年，目前完成前期调研论证等工作。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不仅可以解决农户自身用电，还可以将多余电量上网，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

达产运行后，发电量10兆瓦/年，年综合收益800万元以上，10至12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建评           

电  话：0911-4622285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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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县高树梁5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宜川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拟在宜川县秋林镇高树梁区域建设总装机容量为50兆瓦的风力发电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装机容量50MW风能发电项目，年收益可达5000万元以上， 10-13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冯建评         

电  话：0911-4622285 

[联系方式]

宜川县八郎山5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宜川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拟在宜川县集义镇八郎山区域建设总装机容量为50兆瓦的风力发电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装机容量50MW风能发电项目，年收益可达5000万元以上， 10-13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继忠           

电  话：0911-4622622 

[联系方式]

黄陵县道路热熔反光标杆涂料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设年产1万吨的高性能防腐涂料生产线2条。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产后将吸收社会劳动力800名，年产道路反光涂料7000吨，或获利税600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黄陵县反光膜生产线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建设年产500万平方米反光膜生产线，项目规划占地30亩，建筑面积15050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生产

车间、仓库、办公楼及附属设施等。主要设备包括：反光膜生产线、玻璃微珠生产线、压敏胶生产设备、导热

油炉、反光膜生产辅助设备及研发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9000万元，利润1000万元，投资回收期2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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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范家卓子50MW风力发电站建设项目

黄龙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拟在黄龙县范家卓子区域内建设一座50兆瓦风力发电站。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净收益可达9000万元，5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凤军

电  话：0911-5622211

地  址：黄龙县经发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黄龙县旗杆庙50MW风力发电站建设项目

黄龙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在黄龙县旗杆庙区域内建设一座50MW风力发电站。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净收益可达9000万元，5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凤军

电  话：0911-5622211

地  址：黄龙县经发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黄龙县三岔30MWP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

黄龙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在黄龙县三岔镇建设30MWP光伏扶贫电站一座。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收益可达6000万元，5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凤军

电  话：0911-5622211

地  址：黄龙县经济发展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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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区连锁星级酒店

子长县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

子长县商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子长县文化艺术中心建设项目

宝塔区河庄坪镇星级酒店建设项目

延川县2300吨冷库建设项目

延川县陕北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延长县农产品产业化升级配套项目

延长县农场综合开发项目

延长县禽类生产服务平台项目

延长县物流信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延长县果品交易服务平台项目

延长县七里村综合商贸中心开发建设项目

延长县焦家岭物流配套中心建设项目

富县综合物流园区    

富县50万吨苹果商品化处理加工基地   

富县小商品批发市场   

甘泉县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建设项目

甘泉县高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国家级洛川苹果批发市场果品深加工项目

国家级洛川苹果批发市场果用物资建设项目

洛川县家具及建材市场建设项目

洛川县10万吨气调库建设项目

宜川县十里坪商务酒店建设项目

宜川县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

宜川县农产品仓储加工物流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黄陵县农副产品仓储及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黄龙县现代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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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区连锁星级酒店

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规划建设占地85亩，建有客房、中西餐厅、宴会厅、会议厅、健身中心及停车场等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处于新区黄金地段，邻近大型公园及商业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项目市场潜力大，投资回报丰厚。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万荣

电  话：13892111390

地  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东侧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290659553@qq.com

[联系方式]

子长县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

子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占地100亩，总建筑面积60000平方米，拟建设农产品交易中心，仓储设施中心，农副产品配送中心，

农产品检测中心及供电、供水、供气等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加快子长农副产品流通，促进县城商贸物流集散基地建设。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郝祥祥              

电  话：1399179258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子长县商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子长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规划商业总面积3.1万平方米，具体建设内容包含零售、文化娱乐、配套餐饮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定位为集购物、居住、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城镇中心区标志性商业区，预计项目年

利润3000多万元，投资回收期约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郝祥祥              

电  话：1399179258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子长县文化艺术中心建设项目

子长县文体广电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2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项目位于子长县城西瓦窑堡新区，占地15.11亩，建筑结构为框剪结构，主体四层（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总建筑面积17260㎡。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子长县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改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并可进一步开展各类文化

艺术活动，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修养发挥重要作用。预计年接待消费人群6万人次，收入可达522万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郝祥祥              

电  话：1399179258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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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区河庄坪镇星级酒店建设项目

宝塔区河庄坪镇人民政府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

项目总占地面积8.25亩，建筑面积33169.16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建设一栋21层高层及4层裙楼。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镇新区的地标性建筑。项目位于镇区中心主街道旁、延安北部门户，此外长庆

采油一厂、包茂高速延靖分公司、西安政治学院延安基地等大型企事业单位，客流量巨大，客源稳定，

使得该项目具有较大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收益预期。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侯安   

电  话：13509112991   

地  址：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镇     邮  编：716009       

邮  箱：274982458@qq.com

[联系方式]

延川县2300吨冷库建设项目

延川县兴盛红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0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

项目计划占地10亩，建设3000平方米气调冷库一座，1600平方米的库房；购置制冷设备和质量检测设备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加工和储藏能力2300吨，预计年可销售收入1320万元，净利润113万元，投资回收期预计3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曹向宁   

电  话：0911—8400222　  手  机：13509118226

邮  编：717200

[联系方式]

延川县陕北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延川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877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合作。

项目总建筑面积600亩，主要建设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家居仓库，建材仓库，日常百货仓库，综合办公用房，

硬化道路、停车场及其它附属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东进   

电  话：0911—8113758　

邮  编：717200

[联系方式]

延长县农产品产业化升级配套项目

延长阳光果品有限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2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占地面积7亩，新建标准化厂房4000㎡，主要内容包括果品包装塑料制品生产线6条、塑料废品循环

再利用、果袋生产线4条。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投入运营后，可实现年运营收入1200万元，利润总额7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7.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叶晓宏       

电  话：13891152074

地  址：延长县七里村镇罗家川村     邮  编：717100

邮  箱：646087586@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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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农场综合开发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 56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建设用地65亩，进行土地集约后，利用流转土地开展生态养殖及种植和开发先进的农业休闲旅游设施，

建设生态休闲农业观光园，形成现代生态农业生产模式。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均营业收入为20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5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  丁

电  话：0911—8611327   13319113600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657204293@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禽类生产服务平台项目

延长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71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占地52亩，总建筑面积16500㎡，主要包括信息服务中心、肉类检测中心、养殖技术推广和培训中心、

配套冷藏室，并购置检验、检测、网络硬件等设备，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2700万元，年利润9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7-8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  丁

电  话：0911—8611327   13319113600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657204293@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物流信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30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5年。可新增就业岗位约80个。

项目拟建于延长农副产品加工物流园区，占地面积15亩，总建筑面积6000㎡。新建物流服务平台大楼一座，框架结

构六层，配套建设给排水、电气、环保工程、交易信息厅及购置配送车辆等,向果农及时发布果品价格及交易信息。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申伟军       

电  话：0911-8613076    13571140223   

地  址：延长县商务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646087586@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果品交易服务平台项目

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9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占地25亩，总建筑面积8600㎡。年果品交易量7.75万吨，实现交易额5亿元；向果农及时发布价格

及科技信息；每年向果农开展200场种植技术培训。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2000万元左右，净利润500万元左右，投资回收期为5-6年。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国锋    

电  话：0911-8617003     13509116590  

地  址：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邮  编：717100

邮  箱：214015688@qq.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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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七里村综合商贸中心开发建设项目

延长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8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在现有的七里村农贸市场，开发建设占地面积11187㎡，规划总建筑面积33350 ㎡，商业建筑面

积20500 ㎡，住宅面积12850 ㎡的综合商贸中心一座。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8200万元,项目建成当年不但可回收全部投资,还可以拉动当地消费近2亿元。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马文智

电  话：0911—8616683     13909114061

地  址：延长县政府办公楼一楼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延长县焦家岭物流配套中心建设项目

延长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1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5803.84平方米（38.71亩），计划新建6栋4层框架结构物流配套服务中心，

总建筑面积37932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实现利润20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6年。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00个。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马文智

电  话：0911—8616683       13909114061

地  址：延长县政府办公楼一楼     邮  编：717100    

邮  箱：1056114088@qq.com

[联系方式]

富县综合物流园区    

富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利润1亿元，4年收回投资。

园区位于茶坊镇李家沟村，依托区位、交通、资源和产业优势，以建材家具、电器、农资、农产品为主，

建成集仓储、配送、商贸、信息平台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物流园区。总规划面积560亩，年吞吐量500万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电  话：0911-3214483

[联系方式]

富县50万吨苹果商品化处理加工基地   

富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2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拟建设5000平方米富县苹果营销基地，新建5万吨气调库、10万吨苹果采后处理加工厂、两条全自动瓦楞

纸箱生产线、年产5000万套苹果包装箱生产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实现利润7000万元，3年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雷亚锋   

电  话：0911-3217192   13772853591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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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小商品批发市场   

富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拟选址在沙梁街或茶坊街，临街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市场内部建筑面积8200平方米，主要

围绕百货小商品加工、批发、零售、招商租凭、电子商务信息、市场服务中心等建设。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年实现利润1300元，4年收回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雷亚锋   

电  话：0911-3217192   13772853591

[联系方式]

甘泉县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建设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0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建设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农产品储备园区、农产品商贸园区、网络交易中心和物流园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设可引领延安的农业快速走向集约化、信息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带动大量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就业，促进延安服务业发展和整体经济转型升级。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 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甘泉县高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甘泉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作。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4538万元，年利润1667万元，年上缴税金417万元。

新建20000平方米的现代物流标准库房基地办公、生活设施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 冯海龙

电  话：0911-4224994  13992101212 

地  址：延安市甘泉县政府大楼

[联系方式]

国家级洛川苹果批发市场果品深加工项目

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占地500亩，建设果汁、果酒、果醋、果干、苹果保健品等苹果深加工企业若干家，延伸产业链条，

增加产业附加值，打造苹果深加工基地和中小企业发展孵化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带动农民收入1亿元以上，推动苹果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促进果品贸易和流通，

可提供2000人就业岗位，对解决社会就业作用明显。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安金海  

电  话：0911－8382201  13509116993   

地  址：洛川县产业园区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8382201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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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洛川苹果批发市场果用物资建设项目

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总占地500亩。建设果网、纸箱、果袋、专用肥、生物农药、农业机械等加工企业若干家。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推动苹果产业标准化生产，促进商品贸易和流通，可提供2000人就业岗位，

对解决社会就业作用明显。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安金海  

电  话：0911－8382201     13509116993   

地  址：洛川县产业园区

传  真：0911—8382201     邮  编：727400

[联系方式]

洛川县家具及建材市场建设项目

洛川县住建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选址位于洛川县中心街南段，占地80亩，目前已完成了项目规划和用地申报等前期工作，

市场主要规划建设五大功能区,即：一是高档家具销售区;二是中低档家具销售区;三是钢材、水

泥销售区;四是瓷砖及卫生洁具销售区;五是电料及灯具销售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经济效益较好，建成后3年内可全部收回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李世昌

电  话：0911－3622324  13992116800  

地  址：洛川县城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455

[联系方式]

洛川县10万吨气调库建设项目

洛川县农业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亿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合作。

项目建成后， 5年即可收回成本，投资回收率高，市场前景好，无风险。

项目总占地1000亩，拟每年建设1000吨气调库20座，5年共建100座，贮藏能力达到10万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王永宏

电  话:0911－3622328  13891163766

地  址：洛川县城         邮  编：727400  

传  真:0911－3622328

[联系方式]

宜川县十里坪商务酒店建设项目

宜川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位于宜川县十里坪，占地面积6亩。主要建设7层主体结构商务酒店，内设客房96间，分餐饮住宿区、

休闲娱乐区、特色产品展销区3大功能区。项目规划建设周期1年，目前完成前期调研论证、选址等工作。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地处4A级景区黄河壶口瀑布、3A级景区蟒头山国家森林公园、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旧址附近，主要接

待游客。建成运营后，预计年综合收益800万元以上，6至8年可收益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继忠           

电  话：0911-4622622   

传  真：0911-4622622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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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县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

宜川县规划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9200万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位于宜川县丹州镇，占地面积50亩。拟建设农副产品综合交易市场，主要包括交易大厅、营业房、材料

库、储藏冷库，管理区综合大楼及其配套设施。项目规划建设周期1年，目前完成前期调研论证、规划等工作。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本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预计年综合收入900万元以上，10至12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李文峰           

电  话：0911-4858528  

传  真：0911-4858528

[联系方式]

宜川县农产品仓储加工物流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宜川县农业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1亿元，合作方式为合资、独资、合作。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宜川县秋林工业园区，规划占地面积200亩。主要建设：1、仓储物流中心：建设2万吨气调库

和3万吨果品贮藏冷库，仓储物流交易中心大楼，购置冷链运输车10辆及相关配套设施。2、交易市场：包括农产

品交易大厅、信息中心、配送中心、农机展销中心、农资销售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3、农资生产厂：果袋厂、发

泡网厂、包装箱厂、反光膜厂、塑料筐厂各1个及相关配套设施。4、果汁厂、干果加工厂各1个及相关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投产运营后，预计年综合收入1.2亿元以上，年收益3000万元亿元，6-8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赵社龙           

电  话：0911-4622296   

传  真：0911-4622296 

[联系方式]

黄陵县农副产品仓储及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黄陵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70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

项目所在地及周边的洛川县、宜君县等县农副产品齐全，产量高，是陕北的农副产品聚集区，加之项目区紧邻

动车南站，包茂高速公路和210国道，交通便利，是设立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的理想之地。投资回收期为2年。

项目规划占地3000亩，建筑面积5余万平方米。共设果品交易区、蔬菜交易区、水产品及家禽交易区、

综合服务区四大功能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书平

电  话：0911-5216997

地  址：黄陵县上翟庄科技产业园区     邮  编：727300

[联系方式]

黄龙县现代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黄龙县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4500万元，合作方式为独资、合资。

拟在黄龙县石堡镇建设高标准、高起点，辐射周边的现代物流中心一处。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项目建成后，可向周边地区辐射物资储备、流通运输业务。年净利润可达600万元，8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袁广亚

电  话：0911-5622454

地  址：黄龙县招商局     邮  编：7157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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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中心城市停车楼（场）建设项目

延安市城区夜间灯光提升改造项目

延安5.23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延安国际会展中心建设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游客服务区建设项目

延安高新区创智中心项目

延安高新区标准化厂房项目

延安新区智慧养老中心

黄帝国家文化公园

延安新区双创园区

延安高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延安高新区李渠临港物流园项目

延安高新区王庄绿色载能园项目

延安2万吨大型现代化冷库建设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国家现代农业庄园项目

子长县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子长县体育馆建设项目

宜川县市政公用工程建设项目

宜川县城乡地下弱电管网建设项目

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遗址展览馆建设项目

宝塔区青化砭能源化工产业园区项目

甘泉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项目

延安智慧物流园区项目

黄龙县农村生态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黄龙县龙城水域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甘泉雨岔峡谷景区开发项目 

吴起县洛源古镇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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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绕城高速项目

延安包茂高速南泥湾出口至南泥湾景区公路项目

延安G210延安至安塞一级公路改建工程项目

延安市川口连接线项目

延安南泥湾景区旅游道路建设项目

341国道志丹县城过境路改建工程项目

延安市靖志路孙岔至杏河段二级路建设工程项目

延安市姚店水厂提升改造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特色小镇及景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PP项目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延安绕城高速项目

延安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70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总里程58公里高速公路，路基、路面桥隧工程。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包茂高速南泥湾出口至南泥湾景区公路项目

延安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8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路线起点位于包茂高速南泥湾互通，沿包茂高速南泥湾互通连接线设线向东，经南蟠龙后设隧道穿山梁至桃树湾沟，沿桃

树湾沟道设线经王庄后，终点止于南泥湾镇金砭村接延壶路(S303)，路线全长16.444公里。沿线主要控制点有包茂高速互通、

南蟠龙、王庄、金砭。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G210延安至安塞一级公路改建工程项目

延安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0.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起点位于包茂高速安塞南出口，向南沿延河河谷设线，经白坪、冯家营、碟子沟、上李家湾后，

下穿延延高速继续向南经杨家沟、下李家湾，在河庄坪规划区北侧路线沿延河东岸向南，经石窑、

李家沟、陈团沟、井家湾、狄青牢后，终点止于杨家湾大桥桥头，路线全长30.331公里。沿线主要

控制点有：安塞县城、白坪，冯家营、碟子沟、延延高速、河庄坪镇、延安北过境及杨家湾大桥。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川口连接线项目

延安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2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起点接延延高速连接线，横跨延河，下穿西延铁路，经川苑小区、川口砖厂，终点与东过境线相接，

道路全长4.1公里。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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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南泥湾景区旅游道路建设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改建南泥湾农一队、农三队、农八队通村公路，总长85.86公里，按照农村公路外延级技术标准设计，荷载等级公路II级，

路基宽度5.5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宽4.5米，两侧各设0.5米土路肩，配套建设桥涵排水、安全生命防护等附属设施。修建山

体道路132.6公里。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341国道志丹县城过境路改建工程项目

志丹县经发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2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按二级公路改建14.711公里，设计行车速度60km⁄h，路基宽度12米，路面宽度11.4米，两侧各0.3m路边石，全线

设大桥1372米/8座，中桥338米/5座，隧道3675米/6道，配套建设安全设施及路面排水工程。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靖志路孙岔至杏河段二级路建设工程项目

志丹县经发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1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二级公路改建9.928公里。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姚店水厂提升改造项目

延安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360万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对姚店水厂加药间、滤池、泵房和处理工艺、自控系统等设施予以改造，新建、扩建输配

水系统；新建松台水库至姚店水厂输水管线33千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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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南泥湾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建设污水处理能力30000立方米/日的污水处理厂一座，铺设污水主管网 24.3公里。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南泥湾特色小镇及景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特色小镇供水排水、供热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回迁安置房、酒店及商业街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中心城市停车楼（场）建设项目

延安市规划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8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在市中心分步骤建设住宅小区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14个。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城区夜间灯光提升改造项目

延安市城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范围包括:1、南桥节点的建筑、桥体、河道、西北局旧址的亮化。2、室内的7座桥梁。

3、火车站至枣园、百米大道的路灯改造提升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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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5.23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延安市文广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8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占地275亩，建筑面积7.2万㎡；建设内容：企业孵化、艺术品展览和交易、

文化演艺、文化培训、非遗展览、民俗展览、文化主题广场、文化主题酒店、其他配套服务。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国际会展中心建设项目

延安市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会议、展览展销和商业服务三部分功能。其中会议部分包括能容纳1500人会议或1000人

宴会的大型多功能厅、具有同声翻译系统的300座位会议厅及各种小型会议室、商务洽谈室、；展览部分拥有可

设置500个标准展位的单层无柱大空间，且可自由分割；商务中心、中西餐厅、地下停车场等配套服务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南泥湾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运用大数据分析、云技术存储等先进理念，建设南泥湾旅游、文化、政务、物联、的信息化平台。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南泥湾游客服务区建设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新建游客接待中心、商务宾馆、民俗风情街、水岸餐厅、特色休闲度假住宿，以及亭、台、楼等旅游

休闲设施；新建与游客集散中心相配套的停车、接待、住宿、展览、游乐、餐饮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市政基础

设施；拟建人文景观及生态旅游年接待60万人次的配套设施；配套相应水、电、燃气、道路等工程。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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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高新区创智中心项目

延安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47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建设延安小微企业孵化乐园，打造“科技研发、产品检测、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和中试服务”

五大平台，总建筑面积68148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标准化厂房项目

延安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1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硼硅酸轻粉、绿色载能等项目标准化厂房7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新区智慧养老中心

延安市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1.29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1639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生活服务及相关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峰

手  机：18891110912

地  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东侧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176214325@qq.com

[联系方式]

黄帝国家文化公园

黄陵县经发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9.6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分为四海归宗板块包括黄帝像、始祖祠、中华姓氏堂、归根树四个项目；文明星空板块包括：中华创新园、

中华圣哲园两个项目；东方史诗板块包括：大型演出《人文始祖》、3D影院《轩辕黄帝》、走出洪荒三个项目。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136/146 137/146

PPP项目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延安新区双创园区

延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市场潜力大，投资回报丰厚。

项目包括延大“双创”街区和延安新区“双创”社区。延大“双创”街区，总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室内装饰装修、安装及部分外立面改造工程。延安新区“双创”社区，总占

地面积约220亩，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科技园区、教育培训园区、文化创意园区、

商业休闲。创造服务区及配套附属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少帅

手  机：13468869280

地  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东侧新区管委会     邮  编：716000

邮  箱：24347246@qq.com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延安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4.26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总占地2682.63亩，涉及住户4673户，拆迁征收房屋面积466873平方米，新建棚改安置

住宅100000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李渠临港物流园项目

延安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8.7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征收整理土地总面积646.09亩，拆迁房屋面积84390㎡。建设物流总部信息中心、物流综合服务中心、现代化仓库、

电商营运中心、配套酒店，维修中心，配套建设道路、绿化、停车场、消防等设施，总建筑面积约389670平方米。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高新区王庄绿色载能园项目

延安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30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征收整理土地5500亩，拆迁房屋面积77635 ㎡，建设标准厂房60万㎡，配套建设防洪工程、3.5km道路

及市政管网工程。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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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2万吨大型现代化冷库建设项目

延安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总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冷库总库容为20000吨，其中低温库容15000吨，

高温库容5000吨。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延安市南泥湾国家现代农业庄园项目

延安市南泥湾景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1000亩优质水稻生产基地、2000亩有机蔬菜生产基地、1500亩小杂粮生产基地、5个10000头生态猪

养殖场、2个10000只生态羊养殖场、1个10000头肉牛养殖场、600亩花卉苗木生产基地和南泥湾红色生态旅游观光示范

区及仓储、冷库、交易市场、办公场所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域

手  机：13891123288

地  址：延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  编：716000

[联系方式]

子长县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子长县经济发展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 1.3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建成后可极大地改善新区交通环境和出行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水平，加速新区经济结构的建成

和科学合理布局，提升新区品味和竞争力，集聚新区人气，并对周边发展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项目位于县城西部的稍木则沟村瓦窑堡新区，项目建设内容包括：1、道路工程。在新区内新建5条城市道路，

道路全长4408米。2、地下通道。佛店路下设地下通道，长36米，宽16米。3、市政管网。4、附属及其他工程。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  江              

电  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子长县体育馆建设项目

子长县文体广电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8966.6万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子长县标志性建筑之一，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极大地丰富全县人民的体育

文化生活，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

项目占地19.38亩，为框剪结构三层。总建筑面积9240平方米，坐席总数2998座（其中：固定坐席2248座、

活动坐席740座、残疾人坐席10座）。内设标准篮球比赛场1个，乒乓球训练室、台球室、健身室、设备器械

室、更衣室、休息室、裁判室、广播室及办公室若干。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尚  江              

电  话：15891111222           传  真：0911-7119511        

邮  箱：zcxzsj@126.com  

地  址：子长县二道街            邮  编：717300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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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县市政公用工程建设项目

宜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亿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改善宜川公用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具有极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主要建设县城污水厂及乡村污水处理厂；县城、景区垃圾处理厂及乡村垃处理站；县城河道治理、

新建水利工程；亮化及景观绿化工程；县城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工程；市政道路改造项目等内容。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志峰           

电  话：0911-4622973  

[联系方式]

宜川县城乡地下弱电管网建设项目

宜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000万元，合作方式为PPP模式。

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改善宜川公用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项目位于宜川县城及各乡镇区域。拟建设地下弱电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目前完成前期调研等工作。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杨志峰           

电  话：0911-4622973 

[联系方式]

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遗址展览馆建设项目

延长县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5亿元；合作方式为BOT模式。

项目建成后，每年预计接待参观旅游人员达到40万人次，可增加收入8000万元。投资回收期4年。

拟在原址上修建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遗址展览馆，该项目总建筑面积6210 ㎡,包括陈列厅、贵宾接待室、

休息室、多媒体报告厅、文物库房、办公用房和设备用房及其附属用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柴东利

电  话：0911—8611958   13891175568  

地  址：延长县旅游局        邮  编：717100          

邮  箱：2856012203@qq.com

[联系方式]

宝塔区青化砭能源化工产业园区项目

宝塔区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20亿元，合作方式为PPP。

项目规划建设用地9241亩，1000万吨的LNG生产线、1000万吨物流运输及4X100千瓦火电基地和煤化工产业园区

以及园区内土地收储、整理、搬迁居民安置、道路、防洪渠、给水、供电、燃气、供暖、排污等项目建设。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张小云

手  机：13892194219

地  址：宝塔区青化砭镇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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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项目

甘泉工业园区管委会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2亿元，合作方式为PPP。

污水厂处理规模2万吨/日，主要购置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处理设备，建设进厂道路、厂区设施、

污泥干化处理、污水管网及污水提升泵站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袁军

手  机：13892112659

地  址：甘泉县城

[联系方式]

延安智慧物流园区项目

安塞区招商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63.82亿元，合作方式为PPP。

占地4180亩，一期占地2115亩，二期占地2065亩。围绕现代农业、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文化商贸等配套

发展为省级物流产业园区，建设专业市场区、枢纽场站区、仓储区、产品展现会展、生活服务区、物流配套

设施区、配送中心和辅助配套设施用房。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志敏

手  机：13891159288

 

[联系方式]

黄龙县农村生态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黄龙县林业综合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2.1亿元，合作方式为PPP。

总占地面积约2.15万亩，建设用地面积20000平方米； 建设花卉、苗木培育基地2500亩，主要培育月季、

石竹等花卉及五角枫、刺愧等树种；建设食用油生产线1条，蜂蜜香皂生产线1条，蜂蜜面膜生产线1条，

建设物流中转场3处；打造彩色经济农作物，包括：油葵、荞麦、连翘、薰衣草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马慧龙 

手  机：17719730285

地  址：黄龙县城

[联系方式]

黄龙县龙城水域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黄龙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5.8亿元，合作方式为PPP。

项目北起祥龙桥，南至艾曲河，规划总占地面积919.45亩，拟建成集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生态观光、

候鸟保护为一体的自然生态景观区。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程雷 

手  机：15991596992

地  址：黄龙县城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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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雨岔峡谷景区开发项目 

甘泉旅游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7.5亿元，合作方式为PPP。

改造景区对外道路72公里（40公里二级公路、32公里三级公路），建设游客接待中心，景区安全

保障基础设施及水、电、公厕、停车场、污水管网、周边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袁军

手  机：13892112659

地  址：甘泉县城

[联系方式]

吴起县洛源古镇建设项目

吴起县商务局

[项目承办单位]

[项目内容]

总投资11.36亿元，合作方式为PPP。

项目规划面积134公顷，分11个功能区：金佛寺、城市公园、金佛坪民俗村、吴起民苑、洛源古街洛源

大讲堂、艺创儿童启蒙园等。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

联系人：刘光显

手  机：13891169238

地  址：吴起县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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