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新进步，

提高产业招商的规模、质量和效益，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增添

新的动力活力。我们从编制、储备的项目中，优选了 200个重点产业招

商项目编印成册，供商协会和投资商查询，项目涵盖了先进制造业、大

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大健康医药产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山地旅

游业等产业。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 49个，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项目

23个，大健康医药产业项目 33个，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项目 47个，

山地旅游业项目 32个，其他产业项目 16个。 

 

表格编号说明： 

如：181001A，18 代表 2018年，1代表第一批次， 001代表项目

序号，字母代表产业类别。 

A — 先进制造业 

B — 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 

C — 大健康医药产业 

D —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E — 山地旅游业 

F — 其他产业 

 

更多产业招商项目，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 

1、扫描封底二维码，登录“贵州省政府招商引资信息网” 

2、访问 http://www.investgz.gov.cn 





市州 县区

181001A
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加工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清镇市 500000
汽车整车研发及制造、铝制
零部件研发及生产加工。

万承文
085182528277
18984313369

181002A

新型建材产
业园（新能
源动力之
都）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开阳县 200000
拟引进精细磷煤化工、新型
建材、新能源与新动力、绿
色装备制造等产业。

苏刚
085187224519
13685418051

181003A
航空发动机
涡轮叶片精
密铸造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白云区 30000
修建厂房专门用于发动机涡
轮叶片精密铸造后工序生产
线建设。

黄昌辉
13312213588

181004A
西望山滑翔
伞基地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息烽县 22800
西望山滑翔伞基地，包括标
准起飞场1500平方米、标准
降落区、综合服务区。

陈华
085187725010
18198231095

181005A
高端装备制
造基地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高新区 2000000
以航空航天、现代制造业、
新材料产业为核心的高端制
造产业集群。

张朝阳
085184702009
18198597909

181006A
发动机产业
基地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高新区 2000000
构建以中航发贵阳所和黎阳
航空发动机产业为核心的产
业基地集群。

付勇
13087856166

181007A
燃气轮机控
制系统附件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国家

经济技术
开发区

40000
专门研究制造、生产军民用
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附件的生
产线。

刘波
13765807391

181008A
高端装备制
造业产业园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国家

经济技术
开发区

400000
引进新能源、工程机械、智
能制造等。

李文臣
085183848032
15286049944

181009A 保税加工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综保区 30000

开展对外贸易、国际采购、
分销和配送、检测和售后服
务维修、商品展示、研发加
工制造等方面业务。

罗志辉
085186985838
17785106900

181010A
液力变速器
技术研究

先进制造业 贵阳市
航天

高新技术
产业园

80000

进行变速器输入、涡轮、输
出转速、发动机油门开度、
发动机实时负载百分比、油
底壳温度等信号的采集，实
现对液力变速器换档过程中
离合器的充油和泄油的精确
控制；利用车载CAN总线与
车辆控制器进行数据交互，
达到与整车控制系统的互为
控制。

赵林牱
085128614723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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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11A

遵钛集团两
万吨海绵钛
搬迁技术改
造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红花岗区 150000

引进国外先进的氯化、精制
、还原蒸馏、镁电解等技
术，降低消耗，减少三废排
放，提高产品质量。

王朝忠
18685226366

181012A
电气装备基
地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汇川区 100000

建设玻璃/合成/电瓷高压绝
缘子、各类高压套管等线路
及变电所绝缘装置、各类电
容器、变压器、互感器、电
抗器成套设备。

陈江帆
085128683475
13314416685

181013A
遵义军民融
合产业园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汇川区 200000
建设航天航空、汽车及零部
件、装备制造、工业基础配
套件四大产业板块。

陈江帆
085128683475
13314416685

181014A
新能源特种
车生产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南部新区 100000
建设新能源物流车、叉车、
巡逻车、堆垛车等特种车辆
整车生产线。

贺小南
085127659615
18089644511

181015A 中国水谷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桐梓县 20000

研发及生产水务智能计量仪
表、水质智能检测仪表、消
费类智能产品、新型传感器
及其系统等水产业链。

杨玉梅
085126660528
18198308152

181016A
高档成品纸
加工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赤水市 40000

建设年产4万吨高档成品纸
加工生产线，包括原料库、
生产车间、成品库及相关辅
助设施。

袁刚
085122889108
13765222211

181017A
天然石材综
合开发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余庆县 13600

建设荒料堆场、生产车间、
成品库房、材料库房、办公
楼等，进行大理石矿山开
采，新建4条产品生产线，
购置生产设备等。

姚静
085124625757
18984923222

181018A 乐器制造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正安县 20000
建设高端尤克里里、高端民
谣吉他、高端古典吉他生产
线3条。

江舸
085123170100
13985256800

181019A
超临界流体
技术产业化
基地

先进制造业 遵义市
航天工业

园区
50000

超临界流体技术成套装备关
键技术攻关，实现装备整体
技术水平升级；完成产业化
关键技术的研究，进行相关
能力建设，实现新装备及衍
生产品量产。

朱成业
085128613068

181020A
冰雪运动装
备制造产业
园

先进制造业 六盘水市
六盘水市
工业园区

5000
新建300亩冰雪运动装备制
造产业园。

杨华
13985379718

181021A
玄武岩科技
产业园

先进制造业 六盘水市 水城县 230000
建设以玄武岩纤维及后制品
应用领域研发的生产线。

马鹏
08588933022
1315818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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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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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181022A
安吉精铸航
空产业园

先进制造业 安顺市 西秀区 280000

建设技术研发孵化中心、航
空材料产业园、航空铸造产
业园，实现从材料制备、铸
造成型、特种加工、部件装
配产业链，打造军民航空高
端精密铸造产业群。

吴迪
085133330144
18985305686

181023A

多功能烯气
射流冰雪消
除车生产基
地

先进制造业 安顺市 平坝区 20000
建设多功能烯气射流冰雪消
除车制造及生产基地。

龙海瑶
13765342746

181024A
航天动力零
部件制造

先进制造业 安顺市 平坝区 15000
航空航天动力零部件生产、
制造、加工。

龙海瑶
13765342746

181025A
民用航空发
动机零部件
转包生产线

先进制造业 安顺市 平坝区 60000

建设教练机、无人机、通用
飞机、中等推力发动机、航
空零部件转包、航空机载系
统生产、航空大型煅件加工
、航空精密铸造加工。

龙海瑶
13765342746

181026A
航空零部件
生产基地

先进制造业 安顺市 平坝区 20000
建设航空标准件、紧固件、
零部件生产基地及其配套设
施。

龙海瑶
13765342746

181027A
新能源乘用
车生产

先进制造业 安顺市
经济技术
开发区

125000
建设生产区、仓储物流区、
配套设施区。

王沁书
085133416083

181028A
人造石墨负
极材料生产

先进制造业 毕节市
金海湖
新区

15000

建设从原材料加工、生料加
工、石墨化、碳化到成品加
工一体化生产线，购置煅烧
炉、液压机、石墨化炉等设
备。

王平宫
08578333759
15117692345

181029A
生物质气化
发电系统

先进制造业 毕节市 大方县 100000

建设上下吸复合式低焦油生
物质气化发电区、循环流化
床气化发电区、下吸式生物
质气化发电区、原材料仓储
区，购置BFF系列生物气化
机组发电设备；流化床气化
机组发电设备一套;下吸式
气化机组发电设备一套。

肖瑞丽
13985365300

181030A
生物燃料乙
醇生产

先进制造业 毕节市 大方县 27000
建成薯类燃料乙醇生产线、
谷物燃料乙醇生产线。

肖瑞丽
139853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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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31A
水上体育运
动产品生产

先进制造业 铜仁市
碧江

经开区
30000

建设皮划艇、摩托艇、龙舟
及潜水服、脚蹼、游泳眼镜
、冲浪眼镜、呼吸管、泳衣
、泳帽生产车间，研发中心
、试制中心、测试中心。

任学亮
13595635475

181032A
优质矿泉水
生产

先进制造业 铜仁市 石阡县 24000
依托石阡关鱼粮水源出露
点，建设年产矿泉水20万吨
矿泉水生产线。

罗洪宇
08567624575
13595652530

181033A
手机配件生
产

先进制造业 铜仁市 高新区 100000
建设年产3亿件手机配件生
产线、检测中心。

杨芬芬
08568162112
13765669939

181034A

新能源汽车
电源及电机
配件研发生
产

先进制造业 铜仁市
大龙

开发区
100000

新建厂房、配套辅助设施，
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研发
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源及动力
总成、电机、电控等关键部
件。

张金峰
08563322735
15121625949

181035A
自行车整车
及零部件生
产制造

先进制造业 铜仁市
大龙

开发区
30000

建设车体、车轮、飞轮、链
条、脚踏等零部件生产车
间，焊接、喷涂、总装车
间，研发、试制、测试中心
、试车跑道。

任学亮
13595635475

181036A
天然含硒矿
泉水生产

先进制造业 黔东南州 丹寨县 15500

建设年产15万吨纯天然含硒
矿泉水生产车间、矿泉水瓶
、桶、盖生产车间、仓储库
房。

陈红鑫
08553695381
15329853833

181037A
鸭专用饲料
加工

先进制造业 黔东南州 三穗县 8000
饲料加工厂房、生产线、冷
藏库及其配套设施。

杨万云
08554523126
13708553666

181038A
手机零部件
生产

先进制造业 黔东南州
凯里经济
开发区

50000

引进手机显示屏芯片制造等
配套企业，以及手机开发、
手机多媒体应用软件、人才
实训、检测心、平台。

陈源
08558585585
13308553355

181039A
新能源汽车
产业升级

先进制造业 黔南州 都匀市 300000

建设纯电动商用车零部件冲
压生产线、车架焊装线、车
厢焊装线、涂装生产线、装
配生产线、检测线等；建设
纯电动商用车专用试验室及
汽车试验场地。

周明卿
08544991389
13518541315

181040A
磷石膏综合
利用

先进制造业 黔南州 福泉市 500000
新建磷石膏砌块、磷石膏粉
、纸面石膏板、墙体材料生
产线及仓库等附属设施。

龚传彬
08542227811
133123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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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41A 平衡车生产 先进制造业 黔南州 惠水县 19000
建设研发设计中心、机械加
工区、电控生产区、总体装
配区、辅助配套区等。

徐媛
08546533396
13765467557

181042A
轴承产业链
建设

先进制造业 黔南州 独山县 1800000
承接各类高端轴承生产企业
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完
善的产业链。

岑丽
08547060158
13985778520

181043A

日产100万支
品牌酒乳白
瓶及200万支
啤酒瓶项目

先进制造业 黔南州
都匀经济
开发区

60000

建设2条日产100万支茅台镇
系列乳白瓶生产线、3条日
产200万支啤酒瓶生产线及
相关配套设施。

韦家堂
0854819758
15329140666

181044A
年产60万吨
煤制乙二醇

先进制造业 黔西南州 兴仁县 700000

采购自动控制系统及成套仪
表、阀门设备；配套设备：
水处理、火炬、锅炉、消防
系统等。新建综合办公大楼
、职工宿舍、产品库房、产
品展览室及相关附属设施。

马艳勇
08596210330
13985960903

181045A
年产2万吨单
晶硅棒

先进制造业 黔西南州 兴仁县 200000

项目建设年产2万吨单晶硅
棒生产线，购置单晶生产、
切方和抛光等机械加工、检
测仪器设备。

马艳勇
08596210330
13985960903

181046A
锂电池负极
材料生产

先进制造业 黔西南州 义龙新区 52000

配套办公楼、配电房、仓库
、职工宿舍、研发楼、食堂
等设施，以及污水处理池、
事故应急池、循环水池（兼
消防水池）、废气处理设施
、固废暂存设施等。

郎尚坤
08593520281
15186425559

181047A
电气控制设
备生产

先进制造业 黔西南州 义龙新区 9200

综合办公楼、生产车间、维
修车间、原材料仓库、零配
件仓库、成品仓库、职工食
堂、配电房及门房等。

马艳勇
15186425559

181048A
年产12GWh动
力锂电池

先进制造业 贵安新区 960000

在贵安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北部园区内用地1200
亩，建设年产12GWh锂离子
电池生产线，生产铝壳方形
电池，主要用于电动客车、
电动乘用车、电动物流车以
及储能系统。

徐涓
085188909888
15285153265

181049A
七星湖智能
终端产业园

先进制造业 贵安新区 500000
拟引进智能终端制造类企
业，打造以显示技术为核心
的智能终端产业园。

徐涓
085188909888
15285153265

181050B

酒类电子交
易平台及物
流配套产业
园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贵阳市 白云区 60000

拟引进10-20家线上线下企
业，引进国内外品牌酒类企
业业入驻电商平台，打造酒
类销售电子商务平台及物流
基地，形成酒类商品综合产
业园。

吴育才
085184605392
135119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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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51B
大数据生态
示范基地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贵阳市 高新区 20000
重点引进数据清洗加工，人
工智能，数据资源管理，数
据安全等大数据核心业态。

张朝阳
085184702009
18198597909

181052B
大数据国际
软件园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贵阳市 高新区 80000

大数据国际软件园以德福中
心43万平方米纯商务办公集
群，作为企业总部基地对外
进行分类招商。

张朝阳
085184702009
18198597909

181053B
智慧城市应
用系统开发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遵义市 播州区 100000

以智慧城市体验园为基础，
推进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
重点开发农作物生长管理系
统、水质和大气监控物联网
系统、智能交通系统，带动
形成各行业物联网应用系统
开发。

 王元华
085127231606
17708524000

181054B
软件园整体
推介项目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遵义市 新蒲新区 558000

软件园核心区、主要建设软
件大厦、双创大厦、企业总
部、国际IT学院、智能终端
研发基地，以及高档商务酒
店和人才公寓等。

陈长伟
085127552154
13984930072

181055B
年产200万台
（套）汽车
电子产品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六盘水市 盘州市 60000

主要包含生产区、办公区、
仓储区及配套区，项目总占
地面积190亩，总建筑面积
为10万平方米。

邵伟成
13595864922

181056B
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机器
翻译项目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六盘水市
钟山经济
开发区

5000

中英垂直领域及小语种的语
料对齐加工生产；多语大数
据舆情分析产品；多语大数
据中心IDC建设；西南区销
售中心建设与市场推广。

何侦华
08588691951
13017040702

181057B
智能终端元
器件生产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六盘水市 钟山区 35700

拟建生产车间、仓储用房、
办公用房等。集成电路及基
本生产项目拟建5条生产
线，高可靠电子元器件生产
项目拟建5条生产线，新型
电池正负极材料生产项目拟
建6条生产线。

何侦华
08588691951
13017040702

181058B
智能终端产
业园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安顺市 西秀区 30000

建设高端电子信息产品生产
基地项目，拟引进具有高端
电子信息产业类企业，主要
生产电子通信产品、广播电
视产品、计算机产品、家用
电子产品、电子测量仪器产
品、电子材料产品等产品及
其配件。

张杰
085133330142
18334003977

181059B
年产800万件
电子元器件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安顺市 镇宁县 6600

电子元件生产车间、电子器
件生产车间、配电等辅助用
房、原料库、成品库、综合
办公楼、员工宿舍楼及食堂
等。

李茜
085136229300
1588576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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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60B
中药材大数
据交易平台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毕节市 大方县 100000

建市场交易中心、展览展示
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市场
运营中心,其他配套。购置
安装主要大数据设备240余
套，建成大方县中药材大数
据交易平台及交易中心。

李鹏
08575226862
18286708566

181061B 锂电池生产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毕节市
金海湖
新区

200000

建动力电池电芯及电池组、
高镍三元材料、湿法双向拉
伸隔膜、动力电池及3C电子
的干法隔膜、锂电池电解质
、高性能锰酸锂正极材料、
碳硅复合负极材料生产线。
配套建手机、笔记本、电动
工具等锂电池组BMS检测系
统、EOL检测系统、充放电
系统等生产线。

王平宫
08578333759
15717692345

181062B
年产200万台
平板电脑生
产制造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铜仁市 高新区 60000

项目建设年产平板电脑200
万台生产线，包括生产车间
、办公大楼、检测中心及配
套设施。

刘红艳
08568131037
13984467028

181063B
年产3亿件手
机配件生产
制造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铜仁市 高新区 100000

项目建设年产3亿件手机配
件生产线，包括生产车间、
办公大楼、检测中心及配套
设施。

刘红艳
08568131037
13984467028

181064B
中医药配送
中心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黔东南州
三穗经济
开发区

10000

黔东大健康苗侗医馆连锁运
营总部、大健康食品药品批
发物流配送中心、特色医疗
慢病疗养与康复有机生活超
市及结合大数据、扶贫、休
闲养生、农业种养植和大健
康培训等系列子项目。

吴昭峰
08554525831
13765508808

181065B
新能源智能
电子产品项
目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黔东南州 从江县 2000
项目主要生产太阳能系列产
品及新能源智能电子产品。

郑艳敏
08556987999
18285580922

181066B
工业机器人
研发及产业
化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黔南州
都匀经济
开发区

60000

建设工业机器人研发试验中
心、中试车间、培训中心及
工业机器人组装车间、维修
服务中心、展览展示中心。

韦家堂
08548197581
15329140666

181067B
云计算及大
型数据中心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黔南州 惠水县 200000

建设数据存储、交换及软件
应用服务基地，配套建设研
发中心、展示中心、职工公
寓及其他附属设施。

肖文碧
08546533396
1888540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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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68B
智能监控设
备生产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黔西南州 义龙新区 14000

项目建筑面积42000平方
米，其中生产用房27000平
方米，研发用房3000平方米
、办公用房7500平方米、仓
储用房4500平方米，其他配
套用房4600平方米。

郎尚坤
08593520281
15186425559

181069B
制造产业链
全流程数据
管理平台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黔西南州 义龙新区 3000

项目采取一对一服务模式，
为企业制定全流程数据管理
服务，并利用大数据信息向
企业提供市场发展战略、营
销战略等方面的咨询报告。

郎尚坤
08593520281
15186425559

181070B
“互联网+旅
游”项目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黔西南州 安龙县 19000

建设大数据中心场、大数据
中心机房、网络监控指挥中
心、“互联网+旅游”体验
中心以及网络售票系统旅游
景区配套设施。

张向荣
08592291918
17708595079

181071B
CMOS摄像头
模组基地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贵安新区 200000

建设CMOS摄像头模组基地，
包含CMOS摄像头模组的研发
基地、生产厂房、销售展厅
以及办公区、生活配套区，
生产厂房预计布局CMOS摄像
头模组SMT贴片线12条、COB
封装线30条（其中AA线10
条）、BB测试线60条。

徐涓
085188909888
15285153265

181072B
三元正极材
料生产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贵安新区 15000
规划生产5000吨三元正极材
料，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
、电动车及储能领域。

徐涓
085188909888
15285153265

181073C
贵阳医疗健
康城

大健康医药
产业

贵阳市 乌当区 900000

项目建设“高端医养区、职
教研发区、健康产业服务区
、养生康体区、健康绿谷”
五大板块，打造集教育、科
研、临床、康复、旅游为一
体的医疗健康基地和生态示
范园区。

陈凤祥
085186402239
15285537859

181074C
大健康避暑
养老城

大健康医药
产业

贵阳市 清镇市 20000
项目建设养老养生产业园，
涉及养老养生、休闲度假等
大健康相关产业。

尹勇
18798012917

181075C
大健康产业
基地招商项
目

大健康医药
产业

贵阳市 高新区 30000

项目依托联合广场已建成楼
宇，打造大数据“大健康产
业基地”，形成在西南地区
知名、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品
牌影响力、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大数据+大健康”产业
聚集基地。

张朝阳
085184702009
18198597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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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76C
大健康养老
产业城

大健康医药
产业

贵阳市 修文县 200000

规划建设三大主题公园、三
大主题高尔夫、三大主题酒
店、将发展三大创意产业，
配套三大主题商业区，并分
版块加入销售性地产。

徐晓松
085182372378
13027826678

181077C
大健康医药
产业园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遵义市 道真县 150000

项目规划用地395亩，建设
建设中药材精深加工生产车
间，凉茶饮料生产车间，党
参素、玄参素、硒锶元素为
主的分子医学研究院，检验
检测中心，综合办公大楼，
仓储物流配套中心。

张柳容
085125782343
15985270405

181078C
生物医药产
业园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遵义市 道真县 200000
建设1个生物医药孵化中心
和1个中试车间。

韩普
085125782343
18798025436

181079C
大健康医药
产业园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遵义市 汇川区 45000

1、建设新医药研究与研发
服务中心，引进和培育一批
研发机构、研发企业和研发
团队。2、建设医药生产基
地，着力引进国际、国内知
名的医药企业。3、建设集
仓储、贸易、流通等为一体
的医药、健康产品贸易物流
交易中心。

陈江帆
085128683475
13314416685

181080C
生物医药、
生物制品制
造

大健康医药
产业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15000

建设年产2000万支肝素钠注
射液生产线、年产1000万支
硫酸软骨素注射液生产线、
年产5000万片盐酸氨基葡萄
糖硫酸软骨素片生产线和年
产2亿片中药饮片、50吨中
药保健品生产线，以及生物
医药研究所和中心化验室。

叶燕
15599518699

181081C
中药材标准
化种植及加
工

大健康医药
产业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5000

项目用地60亩（不含种植基
地），建筑面积16500平方
米，建设内容为育苗基地，
生产厂房，仓储库房，办公
楼，员工宿舍，厂区和基地
基础配套设施。

尚甡
18744960632

181082C
新民温泉综
合体

大健康医药
产业

六盘水市 盘州市 132000

建设新民游客服务中心、新
民羊圈鱼龙化石博物馆、观
景台、森林温泉养生度假区
、温泉酒店、喀斯特温泉养
生馆、生态农庄等。

杨墨章
08583632668
18085898927

181083C
大健康医药
产业园

大健康医药
产业

六盘水市
钟山经济
开发区

100000
项目占地910亩，建设医药
生产功能区、健康养身基地
、综合服务功能区。

李元渊
1508596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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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84C
中药材深加
工生产

大健康医药
产业

六盘水市 钟山区 5500

主要建设内容为中药饮片车
间、中成药车间、仓储库房
、办公大楼、员工食堂及基
础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年生
产加工各类中药饮片500
吨，中成药品1000吨。

何侦华
13017040702

181085C
枫林火焰山
原始森林生
态旅游开发

大健康医药
产业

安顺市 普定县 19000

项目建设康养示范体验区、
运动休闲度假中心、特色森
林食品基地、丰林村旅游集
镇、旅游基础设施。

谢娟
085338222134
13885390212

181086C
新型康复疗
养中心

大健康医药
产业

安顺市
经济技术
开发区

40000
项目建设新型康复疗养中
心，分为门诊区、康复区、
疗养区以及服务区。

陈天予
085133416917
18508531211

181087C
喜客泉康养
小镇

大健康医药
产业

安顺市 平坝区 500000

建设现代化康养特色小镇，
包括老年养老公寓、商业配
套设置及娱乐健身中心、医
疗保健、教育研发、原生态
农业基地等及其附属设施。

龙海瑶
085134227998
13765342746

181088C
中药主题产
业园

大健康医药
产业

毕节市 大方县 50000

建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
加工厂、中药物流园；建中
药材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
术) 研究中心，建中药养生
度假中心。

李鹏
08575226862
18286708566

181089C
樱桃制品及
茶酒产业项
目

大健康医药
产业

毕节市 纳雍县 40000

建玛瑙红樱桃种植及深加工
区、高山生态有机茶种植及
深加工区，配套建设农产品
冷链物流中心。

田维国
08573530877
13984790990

181090C
一次性医疗
器械（医疗
耗材）生产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铜仁市 思南县 12000

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
饮片生产车间、综合制剂车
间、综合库房、办公室等及
其他附属配套设施。

吕剑辉
08567231220
18808560111

181091C
大数据生命
医疗仪器生
产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铜仁市
大龙

开发区
20000

建设基因应用的技术平台包
括新一代测序平台、3730测
序平台、蛋白质谱平台和信
息技术平台等；建设年产生
命基因医疗仪器30万套生产
线。

张金峰
08563236656
15121625949

181092C
社会化高端
养老服务中
心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铜仁市 碧江区 50000

项目规划用地80亩，主要建
设老年公寓、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生态公园、家庭农庄
和度假酒店。

姚维
08565251906
15185905553

181093C
生态养老产
业园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东南州 雷山县 20000

建设生态茶园休闲广场、生
态养老特色小区，以及景观
美化，道路建设，水电架设
等。

黄玉川
08553333103
1878871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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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094C
医药康养小
镇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东南州
侗乡大健
康示范区

50000

建设健康管理中心、医疗康
复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及生
物科学研究院等，打造集观
光、休闲、度假、养生、养
老为一体的创新型高端的医
养小镇。

郑艳敏
08556987999
18608555799

181095C 药谷小镇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东南州 施秉县 3000

项目建设药王湖二、三级
坝，木屋，烧烤区域、木质
栈道、休闲小泥房、花海田
园、环湖路、污水处理设施
、游客接待中心以及观景平
台。

杨秀莹
08554221007
18985836677

181096C
白芨之乡建
设项目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东南州 黄平县 100000

新建白芨等苗药良种繁育研
发中心、科技培训中心、中
华医学文化展示中心、自控
驯化大棚、白芨及其他苗药
种植示范基地；建成中药观
光体验、养生养老、休闲度
假生态养生养老体验园。

张水林
08553931913
15286611800

181097C 中医疗养院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东南州 施秉县 5000

建设占地100亩、200个床
位，兼有观光、休闲、养生
、中医治疗为一体的中医疗
养院，配套建设中医药圃
1450亩及旅游设施。

杨秀莹
08554221007
18985836677

181098C
中药材全产
业链建设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东南州 榕江县 45000
建设种苗基地、中药材示范
基地、加工厂房及生产配套
设施。

杨琼
08556620368
18685593009

181099C
国际森林温
泉康养谷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东南州 剑河县 90000

项目建设温泉康养文化艺术
馆、国际温泉康疗中心、森
林温泉疗养、水稻花坊、半
山养生汤屋、半山养生汤院
、乐养小屋、乐养公馆、生
态疗愈空间。

谢玉林
08555220166
15985540188

181100C
狮子岭生态
休闲公园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东南州
侗乡大健
康示范区

60000

建设专科医院、养老院、健
康研究中心、药浴生态养生
城、自然心修谷、体育公园
、山地公园活动区、世外桃
源生态体验中心以及辅助设
施等。

郑艳敏
08556987999
18608555799

181101C
中药材种植
及深加工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南州 罗甸县 150000

种植100亩的艾纳香、铁皮
石斛、米槁、何首乌、三叶
青、岩黄连等中药材基地，
在城西医药产业园建设50亩
的加工基地。

张海州
08547620398
1359544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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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102C
水养生地热
旅游综合开
发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南州 荔波县 10000

建设界牌矿泉水厂、水疗养
温泉度假基地、会展中心、
温泉度假酒店、瑶族特色人
家等项目及配套基础设施。

莫登业
08543529300
13885433444

181103C 茶多酚提取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南州

都匀经济
开发区

30000

项目采用最先进的植物萃取
方法――超临界CO2萃取方
法生产茶多酚，并充分利用
区内和周边丰富资源，新建
年产500吨的流水线一条。

韦家堂
08548197581
15329140666

181104C
国际中医药
健康城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西南州 兴义市 1000000

项目规划用地3000余亩，建
设集现代健康总部、中医药
康养、特色医疗、健康管理
、健康教育、健康旅居等为
一体的国际化医疗健康产业
总部基地。

舒舰
08593619306
15186380801

181105C
森林康养小
镇

大健康医药
产业

黔西南州
晴隆县
普安县

120000

依托林场集中连片2.4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96.5%的森
林资源和生态优势，采取康
养+旅游模式，建设一个宜
居住、宜养生、宜旅游的森
林康养特色小镇。

檀峰
08597865191
15885964407

181106D
脱贫攻坚产
业发展基地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贵阳市 云岩区 30000

项目拟打造云岩区脱贫攻坚
产业扶持基地，聚集大数据
+农业应用、农业大数据资
源管理、农业生产销售类企
业总部。

朱云
13809480666

181107D
富硒牛樟芝
菇深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贵阳市 开阳县 2000
牛樟芝菇种植100亩，加工
生产线1条。

苏刚
0851872245191
8685418051

181108D
黔北麻羊精
深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遵义市 习水县 14800

项目规划用地150亩，建筑
面积43500平方米。建设标
准化养殖基地、精深加工
区，包括前处理车间、保健
品加工车间、仓储物流区、
办公区、生活服务区及其他
配套服务设施。

袁洋
085122537790
13398529995

181109D
官堰生态茶
庄园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遵义市 湄潭县 10000

项目规划用地11亩，建筑面
积5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包
括旅游休闲、采制茶体验、
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
茶庄园。

谢建国
085124257700
18985235017

181110D 茶食品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遵义市 凤冈县 12000

项目规划用地80亩，建筑面
积3万平方米，开展土地征
用、土地平场、厂房建设、
公用设施建设以及年产200
吨茶系列食品生产线建设。

安永灿
085125222255
1816697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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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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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11D
灰豆腐果即
食系列产品
开发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遵义市 正安县 5000

建设加工厂房、办公楼、库
房、研发楼等，总建筑面积
10000平方米，及相关配套
设施设备，生产线3条。

江舸
085123170101
13985256800

181112D
肉鹅全产业
链项目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遵义市 正安县 5000

项目建成年存栏、屠宰300
万羽以上，生产肉鹅1000吨
以上，蛋鹅100万羽以上的
肉鹅全产业链基地，购进主
要屠宰加工设备10套。

江舸
085123170101
13985256800

181113D

凉都大河生
态茶叶全产
业链建设项
目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六盘水市 钟山区 28000

建设茶叶产业种植基地1万
亩，建设茶叶系列产品加工
基地、可追溯系统、物流销
售及品牌打造推广，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

袁文
08588694924
15117492625

181114D
辣椒种植及
深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3500

项目建设辣椒育种基地和加
工基地，辣椒种植采用公司
+合作社+农户模式种植8000
亩，产品包括鲜辣椒、辣椒
酱、速冻辣椒、干辣椒等。

郑焕文
08585537109
15885355694

181115D
大蒜生产及
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25000

项目种植5000亩大蒜，建设
800平方米厂房，蒜素加工
生产线一套、产品包装流水
线一条、设备购买及其他配
套基础设施等。

郑焕文
08585537109
15885355694

181116D
松茸种植示
范基地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六盘水市 盘州市 60000
规划建设示范基地1000亩，
带动种植2万亩以上，建设
一座松茸深加工厂。

邵伟成
08583839247
13595864922

181117D
马铃薯全产
业链深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六盘水市 盘州市 10000
项目建设年产6000吨马铃薯
系列休闲食品生产线，深加
工配套设施。

邵伟成
08583839247
13595864922

181118D

中国名火腿-
-年产10000
吨盘县火腿
系列产品综
合开发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六盘水市 盘州市 23500
主要建设生产区、研发服务
区、办公区、生活服务区以
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

邵伟成
08583839247
13595864922

181119D
猕猴桃种植
及系列产品
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六盘水市 水城县 30000

拟种植猕猴桃2万亩，建设
年产猕猴桃果汁饮料10000
吨，猕猴桃果酱4000吨的生
产线，猕猴桃果酒2000吨、
果脯1000吨生产线各一条。

杜洪义
08588933022
15519875345

181120D
关岭牛系列
产品深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安顺市 关岭县 15000

建设牛骨加工车间、牛血加
工车间、牛皮制品车间、沼
气发电站以及技术研发中心
、污水处理系统、供热管网
、办公楼和员工宿舍等配套
设施。

周洪标
085137516002
135953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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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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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21D
天麻冷碎超
微粉片生产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大方县 20000

建天麻冷碎超微粉片生产
线，总建筑面积12800㎡，
其中生产厂房5000㎡，成品
仓库2000㎡，原料仓库3000
㎡，研究室800㎡，办公区
域2000㎡。

熊灿淑
08575480139
13885738905

181122D
特色休闲豆
干生产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大方县 10000

建设六龙休闲豆干、沙坝休
闲豆干、碱水休闲豆干等食
品生产厂房4000㎡，原料仓
库2000㎡，成品仓库2000
㎡，研究室1000㎡，办公区
域200㎡。

李鹏
08575226862
18286708566

181123D

现代化蔬菜
、食用菌种
植暨冷链物
流基地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大方县 50000

项目规划用地1000亩。其中
现代化蔬菜种植基地和食用
菌种植基地占地950亩，冷
链物流基地占地50亩，总建
筑面积16000平方米。

肖瑞丽
13985365300

181124D
天麻种植及
交易中心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大方县 50000

建设天麻种植基地8000亩和
年产10吨天麻种植基地，建
设辐射黔西北地区综合天麻
交易中心。

肖瑞丽
13985365300

181125D
精品水果深
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黔西县 4000

建设万吨冷藏库、万吨速冻
产品车间及新产品研发中心
、5000平方米成品库及公共
设备、供电供水系统和厂区
道路。

张清永
08574227347
13368678890

181126D
万亩蔬菜种
植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黔西县 15000

建设种植蔬菜10000亩，基
地道路10公里，农家乐2000
平方米、10亩辣椒烘干厂、
光伏大棚、育苗大棚。

张清永
08574227347
13368678890

181127D
8000亩茶叶
基地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金沙县 10000

建设茶叶种植基地8000亩，
新建茶叶加工厂、茶叶副产
品生产车间、茶叶检测评审
用房和原材料和成品库。

胡腾
08577385881
13885782738

181128D
红托竹荪产
业园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织金县 64000

建红托竹荪生态科普观光园
区、产业化生产基地、竹荪
食用菌研究所、红托竹荪制
种中心，竹荪深加工基地。

周金梅
 08577632869
18084370999

181129D
有机畜禽饲
料生产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纳雍县 12500

建原材料储存区、生产区、
成品储存区、销售和展示区
、生活区、办公区及其他附
属设施。

田维国
08573530877
13984790990

181130D
鲜切蔬菜加
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威宁县 15000
建年加工蔬菜1000吨纯叶菜
内及跟菜内生产线，新建厂
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谭林
08576237666
1807601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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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31D
苦荞系列产
品生产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威宁县 12000
建设年生产10000吨苦荞系
列产品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王睿
08576236828
15585771089

181132D
原生态食用
菌种植及深
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毕节市
百里杜鹃
管理区

5000
林下种植食用菌4000亩，并
建设配套菌棒生产厂和食用
菌深加工厂。

付强
13984714527

181133D
食用菌生产
及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铜仁市 万山区 20000

种植平菇、金针菇、香菇为
主的人工食用菌示范基地，
年产鲜菇120万公斤，修建
冷冻库房一座及生产加工车
间等相关配套设施。

刘妹莲
08563522767
13765683453

181134D
黑山羊养殖
及深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铜仁市 万山区 10000

拟建年出栏10万只肉羊生产
基地，包括肉羊室外活动场
所3个，棚舍15个；肉羊加
工厂一个，包括屠宰厂、冷
藏库等配套设施。

刘妹莲
08563522767
13765683453

181135D
特色番茄种
植及深加工
项目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铜仁市 玉屏县 2800

新建1000亩番茄种植基地，
建设由卸贮料池、流送沟、
番茄酱生产线、空压间组成
的番茄深加工车间1500㎡，
并购置生产设备。

郑志勇
08563230099
13885655818

181136D
有机绿茶饮
料精深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铜仁市 松桃县 20000

建办公大楼、加工厂房、职
工宿舍、仓库及其他相关配
套附属设施，购置两条加工
茶饮料生产线及设备。

舒友权
08562350037
13765691649

181137D
白茶种苗培
育基地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铜仁市 德江县 8000

建设白茶种苗培育基地，购
进多功能育苗大棚，安装固
定喷灌系统和机井等引水设
施设备等。

赵云
08568670018
13885680018

181138D
乌江白芨种
植及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铜仁市 沿河县 28700

建设1万亩乌江白芨种植基
地；建设年加工2000吨白芨
鲜品的深加工基地，规划面
积约150亩。

张珍飞
08568225110
13595613050

181139D
现代农业科
技博览园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东南州 麻江县 30000

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博览园，
包括综合管理服务区、农业
科技博览区、高新农业示范
区、创意农业体验区等。

刘安世
08552678229
13885524980

181140D
蓝莓精深加
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东南州 麻江县 10000
依托创意工坊厂房建设蓝莓
精深加工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等。

刘安世
08552678229
13885524980

181141D
玫瑰花种植
及深加工一
体化项目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东南州 镇远县 20000

拟建5000亩玫瑰花种植基
地，建设玫瑰花深加工厂，
提炼玫瑰花油、酿制玫瑰
酒，晒制玫瑰花茶等。

粟静
08555722848
1388551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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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42D
食用菌产业
项目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东南州 天柱县 5000

以香菇、木耳、茶树菇、羊
肚菌等为主，采用大棚标准
化示范栽培和分散林下栽培
相结合，建设食用菌产业基
地。

蒋大洲
08553850018
18985814922

181143D
万亩油茶种
植及深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东南州 从江县 10000
建设油茶种植基地10000亩
、油茶加工厂。

张成权
08556419038
13985287680

181144D 蚕丝生产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东南州 榕江县 6000
项目建设种苗基地、示范基
地、养殖基地、加工厂房及
配套设施建设。

杨琼
18685593009

181145D
特色农产品
生产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东南州 雷山县 20000

建设农特产品加工车间、原
料库房、产品库房、研发中
心、综合办公楼等为主要内
容的农色产品深加工基地。

黄玉川
08553333103
18788718899

181146D
年产2000万
棒食用菌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东南州 台江县 10500
建设标准生产基地一个，配
套建设生厂车间、存库、生
大棚等相关设施。

张秀贵
08555322013
13658555488

181147D
肉兔养殖及
系列产品开
发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南州 瓮安县 8070
建设屠宰场、冷链仓库、粗
加工厂房、深加工厂房、办
公楼及职工宿舍等。

黄梅
08542918056
15185535333

181148D
葡萄系列产
品加工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南州 三都县 18700

新建冷藏保鲜库一座，葡萄
及果蔬产品批发市场一座；
新建葡萄果汁、果酒、果醋
加工厂各一座。

郑瑛丽
08543927582
18985076885

181149D
刺梨种植及
深加工基地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南州 平塘县 40000

新建刺梨综合加工生产线，
建设低温冷库一座，净化车
间三个，供热供汽供电系统
各一套，成品库、化验室及
科研办公大楼等总计35000
平方米。

罗敏
08547230088
18085416166

181150D
种桑养蚕及
深加工产业
化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西南州 贞丰县 5000

项目建设桑树种植机动地，
建设两条深加工生产线，主
要包括养殖抽丝车间、蚕丝
深加工车间、物资储备仓库
、办公楼等，建筑面积6000
平方米。

张顺
08596663533
13985991808

181151D
“普安红”
生态茶产业
园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西南州 普安县 60000

建设生态茶园基地，新建生
态茶园3.12万亩，拟建茶叶
加工厂房，新建厂房6万平
方米，建设休闲体验基地绿
道及配套设施。

陈凯
08597236428
1370859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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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152D
薏仁产业综
合开发

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

黔西南州 晴隆县 45000

建设2万亩无公害薏仁米高
产优质示范基地，年产优质
薏仁米6000吨；新建薏仁米
加工生产厂和交易市场，新
建薏苡良种繁育基地5个。

檀峰
08597865191
15885964407

181153E
农夫果园农
旅开发

山地旅游业 贵阳市 花溪区 7200

拟建设中高档型度假型酒店
、水果深加工及研发基地，
打造集水果庄园、亲子休闲
娱乐、餐饮、农庄、婚庆广
场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宋亚蓉
085183155108
13518508498

181154E
葡萄沟田园
综合体开发

山地旅游业 贵阳市 息烽县 25000

项目规划用地6.3平方公
里，主要建设采摘园生态观
光板块、水上生态观光板块
、户外运动体验板块、五星
级“农家乐”景观板块等。

陈华
085187725010
18198231095

181155E
金螺湖温泉
养生度假区

山地旅游业 贵阳市 乌当区 100000

项目规划用地50亩，建设森
林温泉养生度假区，包括
SPA养生、温泉会所；康复
疗养中心；养生排屋；森林
木屋、高山悬崖木屋等。

陈凤祥
085186402239
15285537859

181156E
金鼎山文体
旅综合体

山地旅游业 遵义市 红花岗区 50000

占地面积约1000亩，建筑面
积20万平方，主要建设佛教
文化、旅游、运动体验等项
目。需在保护周边环境的前
提下合理开发。

余全红
085128431405
15186756767

181157E
鹭湖生态旅
游度假区水
上乐园

山地旅游业 遵义市 新蒲新区 60000

项目规划用地580亩，建筑
面积10万平方米，建设室内
水乐园、室外水上游乐场、
水上极限运动基地及旅游配
套设施。

陈长伟
085127552154
13984930072

181158E
楠木空中草
海综合开发

山地旅游业 遵义市 仁怀市 80000

项目规划用地405公顷，建
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幽谷林溪景观带、彩蝶湖
景观区、乡村田园景观区、
空中草海游憩区、休闲避暑
度假区等。

鄢林
085122308225
13511842432

181159E
桃符温泉主
题休闲度假
区

山地旅游业 遵义市 务川县 125000

项目规划用地346公顷，建
筑面积26173平方米，主要
建设温泉度假区、养老健康
区、休闲度假区、北入口特
色村寨服务区以及桃符文化
村风貌提升工程。

田耀
085125592006
18008526997

181160E
洒耳景区旅
游综合开发

山地旅游业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55000
洒耳景区景点开发和基础设
施建设.

宋家浩
13885897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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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161E
银杏主题旅
游及系列产
品综合开发

山地旅游业 六盘水市 盘州市 344000

引进银杏种植、精深加工及
主题旅游企业，建设250亩
银杏苗圃和规模化种植基
地，建设系列产品生产线及
仓展销配套项目，建设银杏
园林以及配套功能设施。

邵伟成
08583839247
18085898927

181162E
户外运动装
备生产基地

山地旅游业 六盘水市 盘州市 50000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办公区、
生产基地、仓储物流中心、
生活服务区及配套服务设施
等。占地面积200亩，总建
筑面积125000平方米。

邵伟成
13595864922

181163E
梅花山户外
冒险公园

山地旅游业 六盘水市 钟山区 35000

利用森林、草地、丘陵、石
谷等资源，打造适宜各年龄
阶段集亲子互动、自然体验
、休闲游乐、运动探险为一
体的高品质户外休闲场所。

李元渊
08586662519
15085965748

181164E
朵贝贡茶文
化旅游园

山地旅游业 安顺市 普定县 30000

建设精品茶展示中心、茶文
化体验区、茶文化博物馆、
配套、建设游客接待中心、
文化演艺广场、餐饮区、住
宿区及配套服务设施等。

谢娟
085338222134
13885390212

181165E 特色酒店群 山地旅游业 安顺市 镇宁县 70000

建设酒店、旅游购物两大经
营主体，包括商务及赛事接
待五星级酒店、休闲度假酒
店、高端生态养生度假酒
店，配套美食街、购物中心
、酒吧等。

李茜
085136229300
15885765789

181166E
柯海湿地公
园

山地旅游业 毕节市 黔西县 200000

建水西庄园、渔村、牧马场
、花山、农业观光园、风情
村、溶洞猎奇区、避暑度假
区、运动游乐区、兵部尚书
历史探秘区、天然岩溶湖群
湿地科普游览区。

张清永
08574227347
13368678890

181167E
米底河旅游
服务综合体

山地旅游业 毕节市
百里杜鹃
管理区

130000

拟建高原水城、燕子洞游乐
广场、滨纷四海度假山庄、
养生别墅及相应疗养项目等
等项目。

付强
08574887089
13984714527

181168E
黄牯山旅游
开发

山地旅游业 铜仁市 江口县 80000

黄牯山庙宇整修，建设世界
最高电梯的牯山天梯，水上
游乐场、避暑疗养中心、民
俗文化博物园，土匪营盘、
游客中心、酒店、停车场等
综合服务配套设施。

秦会胜
08566828156
18808569555

181169E
车家河国家
级湿地公园

山地旅游业 铜仁市 印江县 50000

建设温泉疗养中心、游客服
务中心、户外徒步伐道，水
上激情（漂流）运动区、二
十四道弯水上漫游体验景区
等。建设等多功能国家级湿
地公园。

代鸿英
08566225516
13985866969

- 18 -



市州 县区
编号 项目名称 产业类别

项目承接地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简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81170E
甘坝田园度
假特色村寨

山地旅游业 黔东南州 凯里市 8200

建设田园水域景观区、农耕
生活体验区、民族文化体验
区、综合服务区、基础设施
建设等。

李婧
08558061552
15885806987

181171E
温泉综合开
发

山地旅游业 黔东南州 岑巩县 230000

以生态绿链为基本骨架，建
设温泉酒店、温泉公园和滨
河儿童游乐场、簇群居住组
团、文化特色小镇复合功能
型温泉休闲文化旅游区。

陈平
08553578588
13765552111

181172E 温泉小镇 山地旅游业 黔东南州 黎平县 50000

建设温泉泡澡中心、温泉酒
店、乡村特色旅游酒店、特
色农产品体验园及相关附属
设施。

张雅洁
08556233260
15185612677

181173E
温泉生态度
假区

山地旅游业 黔南州 龙里县 1000000

规划用地200亩，建设餐饮
购物区、娱乐健身区、温泉
洗泡区、酒店服务区、温泉
别墅会所、污水处理设施、
泉疗养会所、共用工程及附
属设施、环境美化绿化。

彭光培
08545675626
15285333322

181174E
捞村大峡谷
景区旅游综
合开发

山地旅游业 黔南州 荔波县 611000

建设星级酒店、观光大道，
沿河索道，玻璃云桥等，打
造集垂钓休闲、娱乐餐饮、
康体保健、农业观光于一体
的综合性生态型旅游休闲中
心。

韦永波
08543527003
18085456586

181175E
天文体验乐
园建设项目

山地旅游业 黔南州 平塘县 200000

项目占地1000亩，主要依山
建设天文主题游乐设施、星
际植物园、星际森林频道等
相关设施。

田茂刚
18985071105

181176E
清水天眼多
彩田园农业
嘉年华

山地旅游业 黔南州 平塘县 95000

规划占地1000亩，建设四季
蔬果采摘、茶事体验、水生
世界、幽兰奇境、五谷道场
等场馆，配套建设游客服务
中心、花艺步行街、文化广
场、知青文化主题公园等。

田茂刚
18985071105

181177E
天幕商业街
整体运营承
包项目

山地旅游业 黔南州 平塘县 50000

项目占地总面积76590平方
米（115亩），总建筑面积
68500平方米。建设一轴两
片三节点及内街4分区，娱
乐休闲区、酒店公寓区、天
文休闲区、商业购物区等。

田茂刚
18985071105

181178E

星际家园
（一期）经
营权承包项
目

山地旅游业 黔南州 平塘县 300000

总建筑面积93293平方米，
296栋房屋，建设服务中心
、市场、学校、医院、地面
停车场、天文主题酒店、天
文休闲区、天文亲子体验游
乐馆、主题餐厅等。

田茂刚
189850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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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79E
南龙古镇风
情度假营

山地旅游业 黔西南州 兴义市 100000

项目建设布依族酒店与客栈
服务区、布依族风情体验区
、布依族美食体验区、景观
步道等。

丁方金
15208597886

181180E
北盘江大峡
谷旅游综合
开发

山地旅游业 黔西南州 贞丰县 200000

建设旅游码头、水上游乐、
休闲茶吧、布依美食中心、
非物质文化展示馆、民俗景
观打造、跨江铁索道、入口
景观广场、孔明坟遗址打造
、热带水生植物科普园等。

张顺
08596663533
13985991808

181181E
万重山景区
开发

山地旅游业 黔西南州 册亨县 50000

建设游客接待中心、文化广
场、景观木栈道、特色景观
平台、烽火台观景点、民宿
酒店、滑草场及滑草场专用
停车场等。

韦正腾
08594214101
18985966366

181182E
羊架河旅游
开发

山地旅游业 黔西南州 望谟县 80000

建设溶洞探险、山地攀岩区
、竹筏飘流娱乐区、民俗体
验区、房车宿营地区、农业
观光体验园区。

岑威
08594618196
13595923636

181183E
国际户外运
动露营基地

山地旅游业 贵安新区 100000

营地核心区面积约5000亩，
建设运动休闲公园、户外运
动俱乐部、生态农业公园、
房车基地、野外生存拓展野
营、户外音乐厅、艺术家村
落、精品民宿客栈、高端农
庄等9个功能区。

李乔
085188901503

181184E
低空飞行基
地

山地旅游业 贵安新区 50000

建设营地核心区面积约500
亩，建设集通航文化、娱乐
、飞机销售托管、维护及机
场运营为一体的中国首家低
空飞行产业园。

李乔
085188901503

181185F
双子塔综合
体项目

其他 贵阳市 南明区 300000
拟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知
名品牌，打造高端服务业基
地。

朱卫丹
085185293417
13595126692

181186F
贵阳北站大
型商业综合
体

其他 贵阳市 观山湖区 100000

项目涵盖商业街、Shopping
mall、公共广场，集商务楼
宇、住宅、主题广场等，融
合休闲购物、行政办公、星
级酒店、城市住宅、餐饮娱
乐、创意馆、文化艺术城市
等功能。

李英
085187981256
13809490285

181187F
航空港经济
区总部经济
产业园

其他 贵阳市 双龙 227000

项目拟打造高品质、配套齐
全的生态产业园区，结合景
观、道路、绿化空间、城市
公共空间，创造具有鲜明的
现代风格的办公环境。

毕然
153085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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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88F
军民融合产
业园

其他 遵义市 汇川区 200000

项目用地1000亩，建筑面积
68000平方米，建设航天航
空、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
造、工业基础配套件等生产
车间、研发中心等主厂区，
其他配套设施及生活区。

陈江帆
085128683475
13314416685

181189F
高新技术产
业园

其他 遵义市 播州区 350000

项目规划用地占地1964亩，
建设总部基地、电子商贸、
产业孵化基地、中小企业园
、生物医药及食品园、电子
电气产业园等。

赖瑾
085127222582
15285211678

181190F
辣椒食品产
业园

其他 遵义市 绥阳县 45000

占地面积300亩， 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建设综合管理
用房、烘干车间、干椒加工
车间、鲜货分选车间、泡椒
加工车间、辣椒酱加工车间
、剁椒加工车间、油辣椒加
工车间、普通储存仓库、高
温冷冻仓库及配套设施。

张文俊
085126231503
17785268577

181191F
农特产品加
工园

其他 安顺市 紫云县 10000

项目规划布局分加工区、工
艺包装制作区、展示区、交
易区和管理区等。主要建设
厂房及办公用房及基础陪套
设施建设等。

项琳
085135235268
18985323866

181192F
学校运动鞋
服制造

其他 安顺市
经济技术
开发区

8000
建设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建
设。

张国强
18805953303

181193F
纺织工业产
业园

其他 毕节市 七星关区 70000

建企业总部区、纺织区、服
装加工区、商贸展示区和新
兴产业区，引入一批知名品
牌的纺织服装企业，形成集
科技研发、纺织印染、服装
加工、展览销售等为一体的
综合性现代纺织工业园区。

姜维
08578345186
15285729292

181194F
夜郎圣泉饮
用水生产

其他 毕节市 赫章县 12000

项目打造集开发、研发、生
产、线上线下大数据网络及
物流配送为一体的饮用水产
业发展体系。

方恩德
08573231160
13668576699

181195F

产城融合建
设项目（中
国箫笛小
镇）

其他 铜仁市 玉屏县 334000

项目规划用地2678亩，分为
“一带两心两廊五片区”，
主要建设侗族民俗风情街、
侗族文俗中心、侗族技艺培
训学校、山地运动公园、生
态农业观光园、水上主题游
乐及绿化景观工程等60万平
米。

郑志勇
08563230099
1388565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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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96F 港口物流 其他 铜仁市 思南县 600000

项目规划用地3000亩； 新
建现代物流立体综合仓库20
万平方米，综合办公楼3万
平方米；添置大型集装箱运
输车辆500台。

陈华
08567231220
15185895551

181197F
特色农副产
品生态产业
园

其他 黔东南州 锦屏县 10000

新建生产厂房及办公楼、仓
储楼、产品展销中心等，引
入特色食品加工企业入驻产
业园，年生产卤泡制品10万
吨以上，打造一个专业生产
肉制品、禽类制品的产业集
群。

杨函鑫
08557225677
13885581978

181198F
智能物流仓
储设备生产
基地

其他 黔南州 贵定县 47000

建设综合服务区、生产区、
仓储物流区及其他配套服务
设施，规划用地160亩，总
建筑面积110000㎡。

何华军
08545229969
18786380007

181199F
冷链物流基
地

其他 黔南州 长顺县 10000

建设内冷加工及冷藏建筑、
冷加工辅助建筑、交通运输
设施、管理及生活用房建筑
和机房制冰间建筑。

黎海波
08544840207
18934449009

181200F
汽车数据中
心总部

其他 贵安新区 100000
建设汽车数据中心总部基地
、汽车主题公园、新能源汽
车及平行进口车交易中心。

徐涓
085188909888
1528515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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