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一批）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本次计划下达车购

税（万元）
备注

合计        17,154,796 

安徽 G3W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合肥至枞阳段 高速公路            4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安徽 G42S上海至武汉高速公路无为至岳西段 高速公路            40,000 大别山区

安徽 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池州至祁门段 高速公路            4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安徽 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黄山至千岛湖安徽段 高速公路            10,000 

安徽 G235十字至七塔段（规划线位）建设工程 国省道改造             1,435 

安徽 G318广德段（山关-郎溪界）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 

安徽 G530查桥至牛矶段一级公路建设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安徽 G237（S203淮六路）二期工程 国省道改造             2,554 

安徽 G329合相路店埠至定远界 国省道改造            10,000 

安徽 G345来安至天长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183 

安徽 G344谯城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483 

安徽 G330铜陵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一期） 国省道改造            13,000 

安徽 G105太湖交界至通站路段一期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大别山区

安徽 G347安九二期望江至宿松段一级公路项目 国省道改造             9,175 大别山区

安徽 G345临泉至关庙段改建工程(S204至关庙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 大别山区

安徽 G311萧城至皖豫界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安徽 G105姚李至戚家桥段 国省道改造            22,4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安徽 G312六安段（六安西互通至大顾店）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69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安徽 G237蒙城绕城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326 

安徽
G311高铁立交桥至亳阜高速东入口段（北一环
路东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180 

安徽 G318国道郎溪县十字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228 

安徽 蚌埠市怀远综合交通枢纽 普通客运站               800 

安徽 怀宁县城南汽车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安徽 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航运部分 内河水运建设           243,097 

安徽 合裕线裕溪一线船闸扩容改造工程 内河水运建设            10,000 

安徽 芜湖宝特铁路物流综合基地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6,000 

安徽 当涂综合客运枢纽站 综合客运枢纽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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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寿县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4,500 大别山区

安徽 亳州市公路客运高铁枢纽站 综合客运枢纽             3,000 

安徽 泾县综合客运枢纽站 综合客运枢纽             1,000 

北京
高速公路联网电子不停车收费（ETC）系统国
产密码算法迁移工程

信息化               206 

北京 首都机场航空货运基地二期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5,000 

大连 国道G228丹东线小黑石至大黑石 国省道改造               254 

大连 国道G228丹东线大沟口至卧龙山 国省道改造             3,419 

大连 国道G228丹东线石佛寺至大沟口 国省道改造             1,840 

大连 国道G228丹东线下河口至石佛寺 国省道改造             1,271 

大连 国道G228丹东线孙屯至湖里河 国省道改造             2,100 

大连 国道G228丹东线鳝鱼岛至孙屯 国省道改造             1,651 

大连 国道G228丹东线庄河特大桥至黄姑咀 国省道改造             1,871 

福建 G1517莆炎公路尤溪中仙至建宁里心段 高速公路           10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家高速公路网京台线长乐松下至平潭段工程
（公铁大桥上岛段）

高速公路            34,300 

福建 G104福鼎水北至下厝基段 国省道改造             3,87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纵八线建宁福新至长吉公路(一期G528线)新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2,33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纵八线建宁福新至长吉公路(二期S221线)新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84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道534线（横六线）三元村头至荆东段二期
工程(槐林至荆东段)

国省道改造             2,125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G235（纵五线）古田境洋上至狮头山（南平
界）公路工程（洋上至汶洋段）

国省道改造            10,57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省道201（联七线）路亭（霞浦界）至柘荣城
关段公路（鸳鸯头叉口至东源桥头段）

国省道改造             2,69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道228(纵一线)蕉城区碗窑至城澳（罗源
界）公路工程城澳至罗源界

国省道改造             2,52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横十线新罗区龙门至大池(上杭界)段(龙门朝
前至大池北溪)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12,2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省干线公路纵三线仙游境内段一期工程 国省道改造             2,248 

福建 纵八线武夷山市上梅至杜坝段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15,79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道324线漳州九龙岭段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615 

福建 G357武平长坑至风吹口段 国省道改造            12,33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S209(联十一)荔城至城厢段(不含滨海大道共
线段)

国省道改造             5,191 

福建
G228(纵一)龙海海澄前坑至浮宫霞威段锦江大
道(三期)

国省道改造            10,12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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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S209(联十一)三江口特大桥及接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3,100 

福建 228国道连江下岐至东边段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4,24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G324线（纵二线）漳州台商投资区过境段公路
工程（奥特莱斯大道至经二路）

国省道改造             9,561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S310涵江新县大所至庄边路段 国省道改造             6,320 

福建 G353松溪葫芦门至白马岭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6,2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G356城厢木兰大道一期 国省道改造             4,360 

福建 G228(纵一)福清东阁农场至三山沁前段 国省道改造             6,357 

福建 福州洪塘大桥拓宽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000 

福建 S211永泰城峰蕉濑至大洋段公路工程（一期） 国省道改造             3,000 

福建
228国道长乐外文武围垦堤至下沙段路堤结合
工程（公路部分）

国省道改造             6,140 

福建
国道G356线宁化城关何家园至城郊乡瓦庄村公
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7,5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道G528线将乐县洋布至新路口段公路改建工
程

国省道改造             1,6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G355（纵四线）芗城区石亭秋坑至天宝珠里公
路

国省道改造             6,94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G316延平成功路至东坑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2,7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G353政和至松溪寨岭隧道及连接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6,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道G205线上杭县陂下至东坑段（才溪过境
线）

国省道改造             2,3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道228(纵一线)蕉城区碗窑至城澳(罗源界)
公路工程碗窑至礁溪段

国省道改造             5,6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屏南县革命旧址(上楼战斗遗址)至X922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1,52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屏南县革命旧址(中共闽东特委、军分区驻地
遗址)至G237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1,661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光泽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柘荣汽车客运中心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斗尾作业区至S312线公路拓宽改造工程 疏港公路             1,130 

福建 芦澳路（马青路-翁角路段） 疏港公路               556 

福建 滨海东大道（翔安东路—莲河段） 疏港公路             1,830 

福建
东山港冬古作业区疏港路一期工程(樟塘镇下
湖村至湖尾村)和二期工程(陈城镇白埕村至亲
营村)

疏港公路               356 

甘肃
G69银百高速甜水堡（宁甘界）经庆城至永和
（甘陕界）

高速公路           300,000 六盘山区

甘肃 G1816乌海至玛沁高速景泰至中川机场段 高速公路            48,860 六盘山区

甘肃 G8513平凉至绵阳高速平凉（华亭）至天水段 高速公路            8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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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G75兰海高速公路渭源至武都段 高速公路           100,000 秦巴山区

甘肃 乌海至玛沁国家高速公路兰州新区至兰州段 高速公路           200,000 六盘山区

甘肃
G0611张掖—汶川高速张掖至扁都口（甘青
界）段

高速公路           177,600 

甘肃 G3011柳园—格尔木高速敦煌至当金山口段 高速公路           20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甘肃 平凉至绵阳高速武都至九寨沟（甘川界）段 高速公路           100,000 秦巴山区

甘肃 G244线打扮梁（陕甘界）至庆城公路 国省道改造           179,670 六盘山区

甘肃 G213线肃南至祁连公路 国省道改造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甘肃 G309线板桥至小园子段 国省道改造            23,043 六盘山区

甘肃 G327连云港—固原公路镇原至王咀子段 国省道改造            18,272 六盘山区

甘肃 G310线陇西至临洮公路 国省道改造            36,048 六盘山区

甘肃 舟曲至四川永和公路 国省道改造            16,4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甘肃 G248线江果至扎古录镇 国省道改造             3,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甘肃 定西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1,500 六盘山区

甘肃 张掖西站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1,500 

广东 G2518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 高速公路            30,000 

广东 国道G323线乳源上围至沙坪段 国省道改造            15,013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国道G207线廉江下垌至茅垌段路面改造工程 国省道改造               863 

广东 国道G355线广宁中华至水声岭段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4,628 

广东 省道S222线大埔县坑口至高陂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5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国道G235线大埔县三层岭至华侨中学段 国省道改造             1,515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国道G206线平远县田螺纽至超竹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国道G358线平远县湍溪至八尺段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11,82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国道G236线紫金县黄花至城西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23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广东）储
备中心

应急             1,442 

广东 县道X053河埭线东湖至澳头路段改建工程 疏港公路             3,640 

广东 湛江徐闻港综合交通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4,000 

广西 G69银百国高乐业至百色段 高速公路            95,770 滇桂黔石漠化区

广西 G69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40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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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G538富川至钟山 国省道改造             5,3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西 G325南宁至钦州公路（大侗至黎合江段） 国省道改造             4,140 

广西 S313浦北石埇至钦州 国省道改造            25,460 

广西 G357灌阳洞井至潮田公路 国省道改造            16,090 

广西 南宁至钦州公路（南间至大垌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0 

广西 G324线横县南绕城线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广西 G207信都至仁义 国省道改造             5,191 

广西 G241资源至梅溪 国省道改造            17,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广西 G357罗城四把至环江 国省道改造            30,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广西 G219防城峒中至东兴 国省道改造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西 横州大桥及引道工程 国省道改造             8,000 

广西 G243龙州至凭祥 国省道改造            40,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广西 南宁市武鸣区城南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2,500 

广西 玉林市运美城北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2,500 

广西 玉林市城南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2,500 

广西 容县运美汽车客运东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广西 金鼓江疏港（钦海）大道 疏港公路             3,450 

广西 苏湾作业区至东津作业区疏港公路 疏港公路             3,000 

广西 钦州保税港区祥龙配套物流园区（一期）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3,500 

广西 南宁凤岭综合客运枢纽站（长途客运站部分） 综合客运枢纽             2,500 

贵州
兰海高速公路遵义至重庆段（贵州境）扩容工
程

高速公路            50,000 乌蒙山区

贵州 仁怀至遵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150,000 

贵州 都香国高都匀至安顺 高速公路            50,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210息烽集中营至黎安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贵州 G246水城姬官营至普古垭口公路 国省道改造            15,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352务川当阳至正安格林公路 国省道改造            15,596 武陵山区

贵州 G352务川藕塘至当阳公路 国省道改造            19,742 武陵山区

贵州 G352务川道角至藕塘公路 国省道改造            13,206 武陵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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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G243中合场至湄潭蒋平岩公路 国省道改造             3,000 武陵山区

贵州 G321西秀区马路场至木山堡公路 国省道改造             2,357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354紫云县城至乐纪公路 国省道改造             2,046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321织金县青山至城关公路 国省道改造             2,000 乌蒙山区

贵州 S220威宁雪山至格拉河公路 国省道改造            11,010 乌蒙山区

贵州 G354碧江至江口县城公路 国省道改造            25,000 武陵山区

贵州 G354江口凯德至两路口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武陵山区

贵州 G354石阡香树园至河坝公路 国省道改造             6,418 武陵山区

贵州 G211印江至思南公路 国省道改造             2,335 武陵山区

贵州 G352德江两河口至共和港口公路 国省道改造             5,800 武陵山区

贵州 G352德江县城至道角公路 国省道改造            12,400 武陵山区

贵州 G211沿河黑獭至印江县城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3,800 武陵山区

贵州 G242松桃天星坡至花香坡公路 国省道改造             2,000 武陵山区

贵州
S318望谟至贞丰公路改扩建工程（望谟县城至
北盘江段）

国省道改造             1,777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242锦屏大同至黎平高屯公路 国省道改造             9,979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242黎平中潮至从江贯洞公路 国省道改造             5,959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211榕江乐里至平永公路 国省道改造             3,275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210沙坪至福泉马场坪公路 国省道改造             3,5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贵州 S205瓮安珠藏至瓮水司及江界河至天文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321惠水猪帘洞至长顺马路公路（长顺段） 国省道改造            29,739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仁怀市城北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贵州 普安县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都匀市西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2,5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贵州 贵州省国省干线公路交通情况调查系统工程 信息化               810 

海南 G9813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31,41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海南 G360文昌至安定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35,000 

海南 G360安定至临高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60,000 

海南 国道G361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6,25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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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一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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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至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旅游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4,404 

海南 安定县母瑞山红色旅游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4,082 

海南 昌江汽车客运总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河北 G0211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津冀界至保石段 高速公路            92,200 

河北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G0121）遵化至秦皇
岛段

高速公路            50,000 

河北 G0211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石家庄段 高速公路            37,930 

河北 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河北段 高速公路           500,000 

河北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路）堂二
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9,183 

河北 G205津冀界至黄骅绕城起点段 国省道改造             5,499 

河北
省道S247阜平至耿庄桥公路藁城至赵县段改造
工程

国省道改造             2,806 

河北 G102线秦皇岛市区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8,200 

河北 国道G107邯邢界至马头南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河北 国道G309邯郸绕城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河北
省道S104邯郸绕城公路圣井岗至宋小营段新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河北 G340邢台段绕城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河北 国道G107邢台段绕城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2,685 

河北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燕山-太行山区

河北
G230通化至武汉公路（原京白路）京冀界至影
视城路段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95 

河北
国道G239线正蓝旗至阳泉公路赤城县城段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3,77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G338国道南皮县改造项目乌马营至工业园区段
工程

国省道改造             2,76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G338南皮县改造项目京台高速出口至县城段 国省道改造               32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 

河北 G337歧口至南大港段 国省道改造             7,000 

河北 国道G307衡水市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5,000 

河北
国道G338海兴至天峻公路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
建一期工程

国省道改造            11,736 

河北 崇礼综合客运枢纽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行唐县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双滦客运枢纽 普通客运站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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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一批）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本次计划下达车购

税（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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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滦平县虎什哈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6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深国际石家庄现代综合物流港（一期）项目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1,500 

河南 G107线柳林至豫鄂界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36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S205(拟升省道)吴陈河至田铺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266 大别山区

河南 省道315与省道238乔楼至汜水段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 

河南 S216兰考境堌阳镇关庄至民权交界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597 大别山区

河南
国道310洛阳市境段（铁门镇至三门峡市界）
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河南 国道启那线（G345）舞钢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330 

河南 S228卫新线舞钢境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940 

河南 省道502安阳至内黄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河南 S309长济线新乡市西环至获嘉武陟界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902 

河南 G107线新乡境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5,146 

河南 国道207（原S237）焦作至温县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800 

河南
省道307（原省道306）焦作月山至济源交界段
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8,509 

河南
国道207孟州至偃师黄河公路大桥及连接线工
程

国省道改造             9,094 

河南
省道101线濮阳王助至范县杨集段升级改造工
程

国省道改造            11,10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省道S222开遂线新店镇三赵村至大陈村段新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4,215 

河南 S246线卢氏庙台至瓦窑沟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455 秦巴山区

河南 国道310洛三界至三门峡西段南移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7,843 

河南 S329石桥白河桥至潦河坡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943 

河南 G234平顶山交界至方城县城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9,000 

河南
G345（原331）西峡太平镇至米坪段松树门隧
道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河南 G345线西峡米坪至西坪段陡岭隧道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河南 G345线西峡米坪至西坪段白连山隧道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500 

河南 G345线西峡米坪至西坪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207 

河南
G345（原S331）西峡太平镇至米坪段公路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466 

河南
S328（原S331）西峡境独阜岭隧道及引线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54 

河南
G345（原331）西峡太平镇至米坪段重皮岭隧
道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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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S330镇平县柳泉铺镇白岗村至卢医镇朱沟西县
界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38 秦巴山区

河南
新增国道328（原省道S335）唐河大朱岗至涧
河桥改造工程

国省道改造               53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S334线G240至G312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22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新增S244线九重镇陶岔至邓州市孟楼镇新庄段 国省道改造             3,141 

河南 G328线邓州安众至唐坡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8,969 

河南 省道518线新桥至黄口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20 

河南 国道312线信阳市区段一级公路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新增国道G220(原S216)线长竹园至豫鄂交界段
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980 大别山区

河南 新增S324线郸城县城南至淮阳瓦关集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大别山区

河南
新增省道216太康淮阳界至淮阳项城界段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115 大别山区

河南
省道211鹿商交界至国道G311侯庄段道路升级
改造工程

国省道改造             1,890 

河南 S310吉利界至蓼坞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980 

河南 宜阳汽车站新建项目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清丰县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800 

河南 南阳高教园区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2,000 

河南 淅川县客运北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秦巴山区

河南 桐柏县客运北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郸城县交通客运东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河南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行政执法综合管理平台（二
期）工程

信息化               525 

河南
河南省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和智慧公路试点
工程

信息化             4,560 

黑龙江 G1京哈高速拉林河（吉黑省界）至哈尔滨段 高速公路            70,000 

黑龙江
G10绥芬河至满洲里高速公路卧里屯至白家窑
段

高速公路            12,500 

黑龙江 G11鹤大高速佳木斯过境段 高速公路            40,000 

黑龙江 G221国道同江至哈尔滨公路友谊至集贤段 国省道改造             5,349 

黑龙江 国道绥化至沈阳公路肇源至松花江大桥段 国省道改造             3,680 

黑龙江 国道嫩双公路前进至嫩讷界段 国省道改造            18,257 

黑龙江
G331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吉黑省界（珲春）
至东宁段

国省道改造            41,31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黑龙江 G102国道北京至抚远公路通河段 国省道改造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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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G333国道三莫公路延寿至胜利段 国省道改造            2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黑龙江
G331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黑山村（鸡穆界）
至鸡西段

国省道改造            50,000 

黑龙江 G501国道集贤至当壁公路宝山区至宝清段 国省道改造            40,000 

黑龙江
G229国道饶河至盖州公路大岱林场至红旗岭农
场段

国省道改造            5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黑龙江
G232国道牙克石至四平公路新站至大安嫩江大
桥段

国省道改造            21,737 

黑龙江 G222国道嘉荫至临江公路嘉荫至汤旺河段 国省道改造            88,263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黑龙江
G331国道丹阿公路绥芬河（永胜）至绥阳（东
大满）段

国省道改造             7,3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黑龙江
G331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穆棱（八面通镇）
至黑山村（鸡穆界）段

国省道改造            1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黑龙江 哈尔滨南城客运中心 普通客运站             2,000 

黑龙江 方正县公铁综合客运中心工程项目 普通客运站               500 

黑龙江 尚志市公路客运南站 普通客运站               800 

黑龙江 伊春五营区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500 

黑龙江 明水县东城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60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黑龙江 乾龙电商物流信息产业园一期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3,000 

湖北 106国道通山县洪港至九宫山段 国省道改造             6,000 

湖北 207国道荆门市桃园至子陵段 国省道改造            14,707 

湖北 G107咸宁市赤壁段改扩建 国省道改造             5,000 

湖北 嘉鱼县官桥至石埠塘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370 

湖北 G220武穴市界岭至大金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27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北 G347黄冈市巴河至陶店公路 国省道改造             3,64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北
G234石首市梅家咀至高基庙（鄂湘界）一级公
路

国省道改造             3,419 

湖北
G351国道公安县沙公高速杨家厂互通至黄金口
段

国省道改造             4,161 

湖北 351国道宣恩县椿木营至长潭河公路 国省道改造            12,000 武陵山区

湖北 湖北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国省道改造            29,000 

湖北 G106麻城上畈至彭店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207 大别山区

湖北 G241点军联棚至长阳龙舟坪段 国省道改造            14,366 武陵山区

湖北 247省道潜江汉江大桥 国省道改造             9,587 

湖北 351国道恩施芭蕉至咸丰龙井段 国省道改造            27,000 武陵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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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G348沙洋汉江公路二桥 国省道改造             7,523 

湖北 S283房县狮子岩至上龛段和九道至义渡坪段 国省道改造             9,617 秦巴山区

湖北 G316武当山段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0 秦巴山区

湖北 G209十堰城区垭子至大川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047 

湖北 S281郧阳区南化至白浪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475 秦巴山区

湖北 G242竹山城关至上庸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657 秦巴山区

湖北 G242竹山县上庸镇田家坝至峪口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400 秦巴山区

湖北 G346房县军店至窑淮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1,912 秦巴山区

湖北 209国道兴山县伍家坪至高桥集镇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380 

湖北
G209兴山县古夫绕城（兴山县古夫镇绕城）公
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7,396 

湖北 348国道秭归县郭家坝至文化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5,325 武陵山区

湖北 G241呼北国道白果树至狗头井段 国省道改造             2,185 武陵山区

湖北 G351五峰升子坪至渔洋关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710 武陵山区

湖北
G348当阳市谢花桥至夷陵区鸦鹊岭段改扩建工
程（谢花桥至烟集街、木店至泉河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湖北 316国道河谷大桥及连接线 国省道改造            10,000 

湖北 224省道南漳板桥至小漳河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320 

湖北
S275谷城赵湾至南漳李庙段改建工程（南漳
段）

国省道改造             1,500 

湖北 234国道枣阳寺庄至袁庄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3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北 107国道卫店至陆联段（孝昌城区外迁段） 国省道改造            15,880 大别山区

湖北
107国道陆联至肖港（福银高速孝感北出口）
段公路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68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北 107国道王店（广水孝昌界）至花园北大桥段 国省道改造             2,833 大别山区

湖北 207国道荆州枣林至郢城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8,800 

湖北 207国道埠河至南平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0 

湖北 G234石首市新厂至大垸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660 

湖北
G240监利县新沟至红城改建工程（毛市至红城
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 

湖北 318国道罗田县城至三里畈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大别山区

湖北 230国道红安县官木塘至大屋墩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930 大别山区

湖北 107国道咸安绕城段 国省道改造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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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一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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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划下达车购

税（万元）
备注

湖北 G240随县柳林至周家湾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北 346国道广水市十里至城郊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91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北 348国道巴东长江大桥至平阳坝段 国省道改造            28,000 武陵山区

湖北
351国道鹤峰县绕城公路工程（容美镇至腊树
垭段）

国省道改造             7,000 武陵山区

湖北 242国道来凤县三胡至桂花树工业园段 国省道改造            20,000 武陵山区

湖北 G240国道天门市界碑村至伍家台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000 

湖北
黄冈革命烈士陵园红色旅游公路（总路咀至道
观河）

红色旅游公路             5,000 大别山区

湖北
红安县大别山抗日军政学校及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指挥部旧址红色旅游公路改建工程

红色旅游公路             5,000 大别山区

湖北 鹤峰县红三军军部旧址红色旅游公路工程 红色旅游公路             3,438 武陵山区

湖北
鹤峰县五里老街革命旧址及鼓锣山三十二烈士
殉难处红色旅游公路工程

红色旅游公路             1,902 武陵山区

湖北 武当山客运换乘中心 普通客运站             1,000 

湖北 团风县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大别山区

湖北 建始县火车站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武陵山区

湖北
S315黄石河口至大冶大箕铺段改建工程（阳新
韦源口段）

疏港公路             1,310 

湖北 云池作业区至正大路连接线疏港公路工程 疏港公路             2,770 

湖北 江陵港疏港一级公路 疏港公路             3,790 

湖北 沙市至江陵郝穴沿江一级公路 疏港公路            12,130 

湖南 G5513长沙至益阳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高速公路             7,300 

湖南 G59官庄至新化高速 高速公路           110,000 武陵山区

湖南 G107长沙县青山铺至南粉墙 国省道改造             4,500 

湖南 S262麻阳县岩门-拖冲 国省道改造            12,308 武陵山区

湖南 G537蓝山祠堂圩至岭脚 国省道改造            21,444 

湖南 G207澧县张公庙至临澧太平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681 

湖南 G234资阳区长春至赫山区谢林港 国省道改造            30,560 

湖南 云龙楠山铺至醴陵塘坊 国省道改造             3,832 

湖南 G234临武梓木至楚江 国省道改造            13,606 

湖南 G319浏阳集里-蕉溪 国省道改造             5,112 

湖南 G106醴陵城区绕城公路线（王仙-龙源冲） 国省道改造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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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G320湘潭绕城线伏林大道-湘乡 国省道改造            45,000 

湖南 G240沪昆高铁韶山南站-湘乡连接线 国省道改造             1,000 

湖南 G234常宁新河-蒲竹 国省道改造             6,220 

湖南 S251、S341城步南山牧场至绥宁古龙岩 国省道改造             6,701 武陵山区

湖南
G353云溪土马-岳阳东站和S209联合村-三荷机
场

国省道改造            25,915 

湖南 S202平江安定至浏阳大洛(平江段) 国省道改造             4,93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南 G353石门火车北站至新关樟木渡 国省道改造             7,090 武陵山区

湖南 平江童市-城关 国省道改造             6,18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南 G241武陵源铁厂-永定两岔 国省道改造            20,000 

湖南 G353慈利-张家界城区（慈利段）一期工程 国省道改造            11,165 武陵山区

湖南 G234赫山区谢林港-桃江石洞 国省道改造             1,279 

湖南 G207武潭镇区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510 

湖南 G240资兴高码-东江 国省道改造             2,994 

湖南 G538江永大地铺-永济亭（湘桂界） 国省道改造            11,847 

湖南 G357二广高速宁远东互通—天堂 国省道改造            18,640 

湖南 G537宁远仁和—冷水（蓝山界） 国省道改造            14,008 

湖南 G241溆浦县水田垅-梁家坡 国省道改造             6,867 武陵山区

湖南
G354凤凰-大兴公路一期工程（凤凰至拉毫公
路））

国省道改造             4,694 武陵山区

湖南 G209保靖迁陵-龙溪 国省道改造            11,575 武陵山区

湖南 湖南省交通旅游服务大数据应用试点 信息化             2,260 

湖南 长沙传化公路港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1,000 

湖南 湖南湾田国际物流园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1,000 

湖南 新化南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3,000 武陵山区

吉林 G4512双辽至嫩江高速洮南至双辽段 高速公路           172,70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吉林 G1015铁力至科右中旗高速松原至通榆段 高速公路           120,00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吉林 北京至哈尔滨高速长春至拉林河段 高速公路            92,170 

吉林 G12S延长高速龙井至大蒲柴河 高速公路            49,413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吉林 国道绥沈线（G203）肇源至松原段 国省道改造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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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国道饶盖公路长春至依家屯（市界）段 国省道改造             6,661 

吉林
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G331）三道沟至错草
段工程

国省道改造            2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吉林 国道抚公线(G504)营城子至伊通镇段 国省道改造             9,17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吉林
国道嘉荫至临江公路（G222）靖宇至江源段
（江源境内段）

国省道改造             4,070 

吉林 国道三莫线（G333）新化至维新段 国省道改造             7,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吉林 国道丹阿线园池至图们段改建项目(一期工程) 国省道改造            53,2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吉林 通化县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800 

吉林 洮南市公路客运总站 普通客运站               800 

吉林 大安市公路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吉林 伊通满族自治县客运总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吉林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公路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苏
（G40、G42）南京至合肥国家高速公路张店枢
纽至滁河大桥（苏皖界）段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10,000 

江苏
南京至马鞍山国家高速公路油坊桥互通至铜井
段（苏皖界）段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30,000 

江苏 溧阳至宁德公路江苏段 高速公路            20,000 

江苏 南京长江第五大桥 国省道改造            21,250 

江苏
104国道浦泗立交—南京长江二桥段（浦仪公
路西段）

国省道改造             9,000 

江苏 312国道仙隐北路至绕越高速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江苏 340省道无锡段 国省道改造             6,000 

江苏 426省道京台高速贾汪互通连接线 国省道改造             2,079 

江苏 206国道徐州改线段 国省道改造            22,432 

江苏 518国道丰县赵庄段建设工程 国省道改造             7,558 

江苏 518国道沛县微山湖至大屯段 国省道改造             1,000 

江苏 524国道通常汽渡至常熟三环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376 

江苏 312国道苏州东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0 

江苏 311国道东海改线段 国省道改造             1,000 

江苏 233国道灌云北环段（204国道至236省道段） 国省道改造             7,614 

江苏 235国道盱眙北段、331省道盱眙绕城段 国省道改造             6,378 

江苏 328国道仪征段 国省道改造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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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345国道仪征新集至刘集段 国省道改造             6,000 

江苏 如东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600 

江苏 连镇铁路涟水站综合客运枢纽（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600 

江苏
徐宿淮盐铁路阜宁南站综合客运枢纽（汽车客
运站）

普通客运站               400 

江苏 连淮扬镇铁路高邮综合客运枢纽 普通客运站               600 

江苏 淮安东站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2,500 

江西 大广国家高速江西省南康至龙南段扩容工程 高速公路            50,000 罗霄山区

江西 S223万载后槎至袁州金瑞段二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44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236芜湖至汕尾鄱阳县城至乌泥段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20国道弋阳朱坑至圭峰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220万载绕城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343 

江西 G206瑞金日东水庙至罗汉岩景区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9,266 罗霄山区

江西 G105赣州中心城区改线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4,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53修水县城至修平高速西互通段公路改建工
程

国省道改造             6,18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236芜汕线鄱阳县城至田畈街段升级改造项目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20分界埠至江机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1,13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206瑞金城区至济广高速瑞金南出口公路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8,604 罗霄山区

江西
G220瑞昌武穴大桥南互通至金丝村段公路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4,841 

江西 G220大余生龙口至南安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40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53山口至罗湾乌石段二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240 

江西
G322（原S318）南丰市山至杉树坳段公路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21,83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236芜汕线余干县城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9,75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53弋阳曹溪至盘岭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805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20袁州区沙田至分界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92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53靖安中源至白沙坪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483 

江西 G105信丰物流城至大塘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57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57信丰坪石至县城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9,19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206广昌驿前镇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115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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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G322安福县瓜畲至横龙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79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22安福县横龙至严田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29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105新干城北工业园至曾家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43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22瑞安至友谊关公路峡江县赣江大桥扩建工
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龙冈-东固公路龙岗至教头段 红色旅游公路             1,86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信州区X001茅家岭至石砥（毛家岭至周田段）
公路改建工程

红色旅游公路               136 

江西 江西省交通旅游服务大数据应用试点工程 信息化             1,100 

江西 江西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信息系统 信息化               280 

辽宁 G102京抚线双井子至邢台段 国省道改造             4,950 

辽宁 G230通武线小东至官山路口段 国省道改造             3,560 

辽宁 S202傅桓线北三家至阿尔当段 国省道改造             1,49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辽宁 S207凤东线东港至赤榆段 国省道改造             7,62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辽宁 S205抚丹线东高至关家堡段 国省道改造             3,228 

辽宁 S307弓黑线（四台子至五里段） 国省道改造             3,212 

辽宁 朝青、绥克公路建昌绕城段 国省道改造            16,960 

辽宁 桓仁交通客运枢纽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辽宁
鸭绿江下游（太平湾至江海分界线）航道二期
工程（上段）

内河水运建设             8,000 

辽宁 大连港智慧港口示范工程 信息化               600 

辽宁 锦州南站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2,500 

内蒙古 G1611克什克腾至承德公路内蒙古段 高速公路            50,000 

内蒙古 包茂高速公路包头（树林召）至东胜改扩建 高速公路            22,08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内蒙古 绥满高速公路海拉尔至满洲里段 高速公路            44,82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内蒙古
G5516二广高速公路联络线苏尼特右旗至化德
（蒙冀界）

高速公路            47,437 燕山-太行山区

内蒙古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白音查干—安业 高速公路            30,000 燕山-太行山区

内蒙古 国道331线乌里雅斯太至额吉淖尔段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内蒙古 国道331线艾勒格庙—乌华敖包 国省道改造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万益物流综合服务区一期项目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1,500 

宁波 杭州至宁波国家高速公路宁波段一期工程 高速公路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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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G228古乍线（黄箭山至姚东大桥）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8,064 

宁夏 G69宁东至甜水堡（宁甘界）公路 高速公路            38,6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宁夏
京藏高速公路石嘴山（蒙宁界）至中宁段改扩
建工程

高速公路            48,400 六盘山区

宁夏 G1816乌海至玛沁公路青铜峡至中卫段 高速公路            5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宁夏 国道110线暖泉至镇北堡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宁夏 国道344线红寺堡过境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宁夏 红寺堡区综合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2,5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家公路网交通情况调查数据
采集与服务系统工程（二期）

信息化               850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三五”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工程

信息化               760 

青岛 山东高速西海岸智慧物流产业园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2,500 

青岛 青岛西站换乘中心及配套工程 综合客运枢纽             4,000 

青岛 青岛新机场综合交通换乘中心 综合客运枢纽             4,000 

青海
张掖至汶川高速扁都口（甘青界）至门源（克
图）段

高速公路           10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G341线加定（青甘界）至西海（海晏）公路 国省道改造           285,000 三区三州，六盘山区,四省藏区

青海 G310线尖扎至共和段 国省道改造           15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G213线祁连县城叉路口至大通河桥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1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G227线老城关经西宁至上新庄段 国省道改造           224,500 六盘山区

青海 G215线涩北至察尔汗公路 国省道改造            11,447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G315线西海（海晏）至察汗诺公路 国省道改造           30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G109线乐都至平安公路 国省道改造            60,772 六盘山区

青海 国道338线盘坡至热水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5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G338线克图至门源段 国省道改造            20,4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G572线塘格木（三塔拉）至切吉乡段 国省道改造            12,468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湟源公交客运综合服务中心 普通客运站             1,000 六盘山区

青海 海晏县综合交通运输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兴海县汽车客运综合服务站 普通客运站               6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青海 西宁城西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2,500 

青海 格尔木昆仑物流区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3,5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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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厦门第二西通道 高速公路            15,020 

厦门 厦门第二东通道 高速公路            60,000 

厦门 国道319溪东路（翔安南路-机场快速路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厦门 嘉晟供应链物流基地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1,500 

山东
京沪高速公路山东莱芜至临沂（鲁苏界）段改
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250,000 

山东 S104济微线济南泰安界至肥城仪阳段 国省道改造             5,616 

山东 S243泰梁线肥城桃园至东平大羊段 国省道改造             3,920 

山东 G240保台线莘县东李庄至鲁豫界段 国省道改造            18,047 

山东 G220东深线长清陈庄至长清平阴界段 国省道改造            20,635 

山东 G105京澳线平阴绕城段 国省道改造             5,580 

山东 G206威汕线寒亭北曹埠至安丘陈亭官庄段 国省道改造             4,374 

山东 G206威汕线安丘景芝镇区改线段 国省道改造             3,513 

山东 G228丹东线乳山口大桥 国省道改造             5,000 

山东 G220东深线郓城梁山界至郓城段 国省道改造             6,925 

山东 G106京广线东明至鲁豫界段 国省道改造            27,262 

山东 鱼台换乘枢纽站 普通客运站               600 

山东 潍坊港疏港铁路项目 疏港铁路             5,315 

山东
日照港石臼港区南区煤炭进港铁路工程（一
期）

疏港铁路             8,800 

山西 呼北国家高速公路山西省隰县至吉县段 高速公路           117,184 吕梁山区

山西
省道三大线石楼县过境（孟家塔至板桥段）改
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2,487 吕梁山区

山西 国道341线平顺县境内王庄至晋豫省界段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山西 国道209线交口县城段公路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5,648 

山西 国道512线天镇县城过境段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1,893 燕山-太行山区

山西 国道241线浮山县北王乡至县城段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山西 国道307、207线阳泉市绕城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0 

山西 G239线阳泉郊区过境河底至荫营段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21,679 

山西 国道G342晋城市过境段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44,113 

山西 国道522线三湾至常乐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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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国道336线偏关县城过境公路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山西 国道241线翼城县城过境公路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山西
国道209线吕梁新城区（方山县城至中阳金罗
镇）段公路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70,000 吕梁山区

山西
黎城县黄崖洞景区红色旅游公路（方向一四方
山）工程

红色旅游公路             1,312 

山西 左权县红色旅游路羊角至十字岭公路改造工程 红色旅游公路             3,06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山西 徐向前故居和纪念馆红色旅游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1,416 燕山-太行山区

山西 阳城县客运中心站 普通客运站               800 

山西 怀仁市综合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800 

山西 汾阳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800 

山西 石楼县汽车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吕梁山区

山西 阳泉综合交通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4,500 

陕西 G69银百高速安康至岚皋公路 高速公路           200,000 秦巴山区

陕西 G65E榆蓝线延长至黄龙公路 高速公路           258,35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G3511菏宝线旬邑至凤翔公路 高速公路           150,000 六盘山区

陕西 G3511菏宝线合阳至铜川公路 高速公路           20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G6911安来线平利至镇坪(陕渝界)公路 高速公路            33,350 秦巴山区

陕西 G85银昆高速宝鸡至坪坎段 高速公路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209省道临蒲界至故市公路 国省道改造             4,200 

陕西 222省道宝鸡城区过境公路 国省道改造             8,000 

陕西 108国道洋县过境公路 国省道改造             3,500 秦巴山区

陕西 316国道柴关岭隧道及引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7,000 秦巴山区

陕西 108国道韦庄至蒲城公路 国省道改造            2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522国道十里铺至下汾井暨310国道北歇马至潼
关县城公路

国省道改造             8,000 

陕西 341国道志丹过境公路 国省道改造            12,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210省道子长至姚店公路 国省道改造            19,01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342国道太白至凤县公路 国省道改造            25,652 秦巴山区

陕西 210国道西乡至镇巴公路 国省道改造            16,912 秦巴山区

陕西 344国道蓝田至户县公路 国省道改造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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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327国道洛川土基至黄陵公路 国省道改造            20,75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210国道安塞过境隧道群及引线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9,43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316国道关庙至建民公路 国省道改造             4,726 秦巴山区

陕西 336国道神木店塔至张板崖公路 国省道改造            40,03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244国道汉台至南郑公路 国省道改造            24,033 秦巴山区

陕西 210国道甘泉过境隧道群及引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342国道洽川至李家河公路 国省道改造            11,84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庄里至淡村红色旅游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1,81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到贤至康庄战斗纪念馆红色旅游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86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南泥湾至三十里铺红色旅游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枣园旧址红色旅游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765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兴平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陕西 石泉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秦巴山区

四川 G4216线仁寿至屏山新市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40,000 乌蒙山区

四川
G8515线广安至重庆至泸州高速公路荣昌至泸
州段（四川境）

高速公路            15,840 

四川 G8513九寨沟（川甘界）至绵阳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15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5京昆高速公路泸沽至黄联关段加宽改造工程 高速公路            15,147 三区三州，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四川 G0511德阳至都江堰公路 高速公路           100,000 

四川 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10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四川 G227线凉山州木里县巴亨垭口至桃巴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45线乐山市金口河区城市过境段 国省道改造            11,900 

四川 G350线小金县四姑娘山镇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5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27线壤塘黑桥至班玛界 国省道改造            1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S446线扎窝至红岩段隧道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763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347线黑水茂县两河口至红原壤口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13线松潘县过境段 国省道改造            24,1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544线九寨沟县城至双河段 国省道改造            8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350线小金县至丹巴段 国省道改造            15,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第 20 页，共 26 页



2020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一批）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本次计划下达车购

税（万元）
备注

四川 G549线乡城县城（经白松）至得荣县斯闸段 国省道改造           137,1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48线八美镇过境公路 国省道改造             4,1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15线白玉至巴塘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15线石渠洛须镇至柯洛洞段 国省道改造            8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549线石棉（雅安界）至九龙段 国省道改造           15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48线丹巴县城至阿坝州界段(含丹巴过境段) 国省道改造            2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15线巴塘竹巴笼（西藏界）至得荣二龙桥 国省道改造           27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G215线洛须至青海玉树公路 国省道改造            3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苍溪县黄猫垭战役遗址红色旅游景区连接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3,272 秦巴山区

四川
旺苍县黄猫垭战役遗址红色旅游景区旺苍段连
接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2,618 秦巴山区

四川 通江县沙溪至长胜红色旅游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1,270 秦巴山区

四川 黑水县红色旅游芦花会议遗址道路工程 红色旅游公路                78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水磨古镇红色旅游景区连接公路 红色旅游公路             1,63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四川 宜宾县客运中心站 普通客运站               400 

四川 宜宾北门客运中心站 普通客运站               600 

四川
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工
程

信息化               430 

四川
四川省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
中心

应急            11,000 

四川 自贡至泸州大件公路 疏港公路            10,480 

四川 城区至遂宁港通港大道 疏港公路             4,780 

四川 广元港红岩作业区（一区）进港公路 疏港公路             2,290 

四川 宜宾市赵场客运中心 综合客运枢纽             3,000 

天津
津石国家高速公路天津市海滨大道至长深高速
段

高速公路            74,100 

天津 津石高速公路天津西段 高速公路            30,000 

天津 G103武清城区东环线（嘉河道北-京津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80 

天津 九园公路（梅丰公路-宝新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5,041 

天津
G205津汉公路东金路至金钟河东侧桥头段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8,000 

天津 津汉公路（K34+732—K36+232）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196 

天津 津汉公路（K36+232—K37+932）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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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国道561线当雄县宁中乡经旁多至林周县松盘
乡段改造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0 三区三州，西藏区

西藏 国道349线边坝至嘉黎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90,000 三区三州，西藏区

西藏 国道349线嘉黎至墨竹工卡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0 三区三州，西藏区

西藏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客运场站工程 普通客运站               533 三区三州，西藏区

西藏 日喀则市亚东县客运站工程 普通客运站               505 三区三州，西藏区

西藏 日喀则吉隆县客运场站工程 普通客运站               591 三区三州，西藏区

西藏 阿里地区客运场站改扩建工程 普通客运站             1,018 三区三州，西藏区

西藏 阿里地区普兰县客运站工程 普通客运站               587 三区三州，西藏区

西藏 金沙江堰塞湖省道201线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灾毁恢复
重建项目

           93,100 三区三州，西藏区

新疆 G30乌鲁木齐至奎屯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31,59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7大黄山至乌鲁木齐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14,88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30小草湖至乌鲁木齐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42,300 

新疆 G7线巴里坤至木垒 高速公路            7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3018线精河至阿拉山口公路工程 高速公路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216民丰至黑石北湖公路建设项目 国省道改造           100,0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 G315线若羌-民丰 国省道改造            5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312线呼图壁至玛纳斯公路改扩建项目 国省道改造            4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段 国省道改造            19,89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314线布伦口-红其拉甫口岸段 国省道改造            48,257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 G216北屯至富蕴公路 国省道改造            7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219线和布克赛尔至塔城至阿拉山口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71,10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578墩麻扎至尼勒克段 国省道改造            32,92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580线和田-康西瓦 国省道改造           100,0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 G219线阿合奇至八盘水磨 国省道改造           100,0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 G314线阿克苏过境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 G331线淖毛湖镇至三塘湖 国省道改造           10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575线巴里坤至哈密项目 国省道改造            18,1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库车县一级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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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拜城县二级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 伊宁汽车客运北站 普通客运站             2,5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阿勒泰地区公路汽车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2,500 

新疆 福海县汽车客运站（二级） 普通客运站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中疆物流有限公司物流货运周转基地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5,000 

新疆兵团 第十四师叶和高速公路-昆玉市-新建农场公路 国省道改造             5,245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一师三团团部-第三师界公路 国省道改造             9,97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二师33团-35团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364 

新疆兵团 第四师S313-68团-G30公路 国省道改造             1,92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四师64团团部-榆三线公路 国省道改造             5,92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十三师红星煤电-二道湖工业园区公路 国省道改造             5,530 

新疆兵团
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三坪农场-乌昌快速路公
路

国省道改造             3,149 

新疆兵团 第八师149团-夏孜盖盐场公路 国省道改造            24,230 

新疆兵团
第十师夏孜盖盐场公路-184团-和什托洛盖公
路

国省道改造            18,78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六师芳草湖农场-呼克线公路 国省道改造             3,295 

新疆兵团 第一师G3012-1团 国省道改造             1,3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一师1团-3团 国省道改造             7,737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一师1团-阿依库勒镇 国省道改造             7,588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一师2团-英艾日克乡公路 国省道改造             9,713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一师4团-吐木秀克镇公路 国省道改造            17,91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一师阿克苏河大桥 国省道改造             6,0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二师38团-G315公路 国省道改造             3,15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三师草湖镇-疏勒公路 国省道改造               546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三师永安坝-金墩镇-44团 国省道改造             7,44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三师G3012-图木舒克 国省道改造            13,34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三师麦盖提县-皮山农场 国省道改造            20,061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飞机场 国省道改造             2,266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三师53团-第一师3团界公路 国省道改造             5,94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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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 第三师42团-伽师总场 国省道改造            24,495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莎车农场-42团 国省道改造            14,74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莎车农场-艾力西湖镇 国省道改造             6,052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三师S309岔口-S215岔口公路 国省道改造            19,1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四师62团-霍管处公路 国省道改造             2,8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可克达拉工业园区西区-霍尔果斯兵团分区公
路

国省道改造            17,88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四师G218-66团公路 国省道改造             2,3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那拉提湿地公园-伊力特产业园-库尔德宁（八
连）公路

国省道改造            29,488 

新疆兵团 第四师74团-G219公路 国省道改造            13,75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五师双河市-81团公路 国省道改造             6,6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五师87团—G219公路 国省道改造             3,3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六师S228-北塔山牧场公路 国省道改造            13,445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七师胡杨河市-五五工业园区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508 

新疆兵团 第十师181团-一营-G217公路 国省道改造             6,63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十师S318-北屯市机场-183团公路 国省道改造            16,65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兵团 第十三师大营房-红星一场-黄田农场公路 国省道改造             7,288 

新疆兵团
第十三师火箭园艺总场（红星二场）-（黄田
农场）场部-哈密市城郊公路

国省道改造            18,305 

新疆兵团 第十三师G30-黄田农业产业园-庙尔沟公路 国省道改造             8,540 

新疆兵团
第十三师柳树泉农场场部-柳树泉火车南站公
路

国省道改造             2,940 

新疆兵团 第十四师昆玉市-皮山农场 国省道改造            16,818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十四师225团-G315公路 国省道改造             5,400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十四师一牧场-G315 国省道改造               184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新疆兵团 第十四师47团-G580 国省道改造             8,576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云南 G5615墨江至临沧公路 高速公路           250,000 滇西边境山区

云南 G5613保山至泸水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50,000 三区三州，滇西边境山区

云南 G4216华坪至丽江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100,000 滇西边境山区

云南 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玉溪至楚雄段 高速公路           30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云南
都香高速公路守望（滇黔界）至红山（滇川
界）段

高速公路           200,000 乌蒙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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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楚雄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高速公路           350,000 滇西边境山区

云南 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弥勒至玉溪段 高速公路           2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云南 省道S201线威信县旧城至水田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乌蒙山区

云南 G352昭通市彝良（红石岩）至牛街（油光坎） 国省道改造            21,130 乌蒙山区

云南 G215维西县城至兰坪县通甸 国省道改造            2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云南 S209香格里拉军马场至大雪山垭口 国省道改造            10,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云南 G356鲁甸县新街至昭通市昭阳区通阳大桥 国省道改造            11,017 乌蒙山区

云南
德钦县奔子栏至四川巴塘公路德钦段（省道
S254线）

国省道改造             6,000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云南 G248马关都龙至茅坪至金厂水头公路 国省道改造            30,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云南 腾冲市旅游汽车客运站改扩建项目 普通客运站               4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云南 陆良汽车客运北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云南 水富县汽车站 普通客运站             1,000 

云南 中越国际运输河口旅游客运枢纽（一期） 普通客运站             1,2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云南
S254羊拉公路堰塞湖灾毁重建项目（达拉至里
农）

普通国省道灾毁恢复
重建项目

           20,609 三区三州，四省藏区

云南
云南省国省干线公路交通情况调查系统工程
（20182020）

信息化               970 

云南
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云南储备中
心

应急             5,250 

云南 昆明南亚国际陆港物流园区公铁联运港
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

            3,500 

浙江 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淳安段 高速公路            77,750 

浙江 长春至深圳国家高速公路杭州段扩容工程 高速公路            39,440 

浙江 G25长深高速建德至金华段 高速公路            38,120 

浙江 龙丽温高速文成至泰顺段 高速公路            91,560 

浙江 G15W3（G228）温州瓯江北口大桥 高速公路            30,000 

浙江 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景宁至文成段 高速公路           10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浙江
沪昆高速公路浙江省金华互通至浙赣界段改扩
建工程

高速公路            50,000 

浙江
G25长春至深圳高速公路浙江省湖州段扩容工
程

高速公路            43,240 

浙江
长兴至泰顺公路富阳灵桥至渔山段（G235）工
程

国省道改造             8,618 

浙江 S217（39省道）东阳市十里头至官清段 国省道改造             1,186 

浙江 G524秀洲新塍至王店公路 国省道改造            1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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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228国道平阳榆垟至鳌江段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9,530 

浙江 S313（45省道）婺城至兰溪段 国省道改造             7,906 

浙江 228国道苍南龙港至龙沙段 国省道改造            15,632 

浙江 228国道苍南龙沙至岱岭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 

浙江 228国道乐清乐成至黄华段工程 国省道改造            12,692 

浙江 322国道景宁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5,9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浙江 平湖经开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600 

浙江 绍兴南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工程 普通客运站               800 

浙江 义乌城西客运站 普通客运站               600 

浙江 杭州绕城西复线智慧公路试点项目 信息化             4,580 

浙江
湖州港德清县国际物流园疏港大道（临杭工业
区新材料园区乾北路）

疏港公路               370 

浙江 德清客运中心（德清汽车总站迁建工程） 综合客运枢纽             2,500 

重庆
银川至百色国家高速公路重庆开县至城口（渝
陕界）段

高速公路           100,000 秦巴山区

重庆 三环高速公路长寿至合川段 高速公路            24,600 

重庆 恩施至广元高速公路重庆新田至高峰段 高速公路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重庆 黔江至石柱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67,727 武陵山区

重庆 荣昌区G348板桥至安富段新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4,470 

重庆 梁平区G243工业园区至火车站段 国省道改造             9,760 

重庆
G348巫山县胡家槽至李家包段改建工程（骡坪
场镇改建段）

国省道改造             4,070 秦巴山区

重庆 秀山县G319县城至龙池段 国省道改造            11,165 武陵山区

重庆 渝万高铁万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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