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一批）

省区 项目名称 类别

本次计划

下达车购税
（万元）

安徽 G40沪陕高速公路合肥至大顾店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97,200 

安徽 G5011芜合高速公路芜湖至林头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72,800 

安徽 G3W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合肥至枞阳段 高速公路项目 72,800 

安徽 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黄山至千岛湖安徽段 高速公路项目 46,700 

安徽 G42S上海至武汉高速公路无为至岳西段 高速公路项目 176,400 

安徽 G4211宁芜高速皖苏界至芜湖枢纽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128,000 

安徽 G329柘无路柘皋至夏阁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600 

安徽 G345凤台至毛集快速通道新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5,000 

安徽 G105宿松段升级改造工程（太湖界至破凉二期）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982 

安徽 G205谭家桥镇域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6,454 

安徽 G237祁门火车站大桥至高速祁门东互通段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950 

安徽 G328城郊至池河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安徽
G105太和桑营至三角元段改建工程（桑营至双浮

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499 

安徽 G343宿城至淮北界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808 

安徽
G328寿县至霍邱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滨湖大道

至双桥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6,800 

安徽 金寨县G529金叶路升级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7,675 

安徽 G329利辛绕城段新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752 

安徽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279,220 

安徽 G3铜陵长江公路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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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项目名称 类别

本次计划

下达车购税
（万元）

安徽 G3太平湖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244 

北京 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199,328 

北京 北京东六环（潞苑大街-京哈高速）改造 高速公路项目 150,000 

北京 京哈高速公路（东五环—东六环）加宽改造 高速公路项目 15,400 

北京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2,800 

大连 国道丹东线松木岛至松木岛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94 

大连 国道G305庄西线冯屯至桂云花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680 

福建 宁德至上饶国家高速公路福建省霞浦至福安段 高速公路项目 147,800 

福建 G355永泰葛岭濑下至城峰蕉濑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福建 G316福州市道庆洲过江通道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73 

福建
G534三元区官洋坑至黄沙公路一期（官洋坑至渡

头坪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872 

福建
国道G356线宁化城关何家园至城郊乡瓦庄村公路

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465 

福建
大田G356线桃源镇蓝玉村-桃源镇翁厝村路段路面

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359 

福建 国道G534线大田广平铭溪至栋仁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907 

福建 G235尤溪西城至新阳（大田界）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福建 G358线K127+182-K134+982段路面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99 

福建
国道356线K102+447～K131+751外山乡仙游界至

莆永高速东互通路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 

福建 G356线K192+427-K200+838段路面重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344 

福建 国道228线晋江大桥-南港路-石狮界道路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234 

福建 福建省国省干线横九线晋江龙湖段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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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项目名称 类别

本次计划

下达车购税
（万元）

福建 G355线南安诗山K222+917-K226+417路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560 

福建
国道G324线漳州台商投资区过境段（奥特莱斯大

道至厦门界）公路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000 

福建
G357线云霄陈岱镇岱东村-常山开发区路面改造工

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392 

福建 G228线云霄县云陵镇下坂村-大埔村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27 

福建 国道G324线漳浦城关过境段公路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 

福建
G357东泸线陈城镇山只至白埕（K9+000-
K12+100）沥青砼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72 

福建
国道G319线漳州市象镇互通至草前村段(圆山大

道) 普通国省道项目 7,912 

福建 G322线浦城县万安吴山下至莲塘余乐段公路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400 

福建 国道G528线政和县林屯至石屯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1,541 

福建 国道G237线武夷山市桐源至七马槽段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002 

福建
永定G357线西溪乡西溪村-金砂乡接应铺村路面改

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08 

福建
上杭G358线古田镇下郭车村-蛟洋镇塘厦村路面改

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32 

福建 漳平G235线溪南后溪至高速出口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368 

福建 G104八都岙村至金涵苗圃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福建 G237八都岙村至宁东高速八都互通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福建 G228线沙江沙塘里至溪南德士鼻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8,145 

福建
G235寿宁犀溪镇双港村-犀溪镇西浦村路面改造工

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400 

福建
G353周宁泗桥乡泗桥村（入口）-泗桥乡泗桥村

（出口）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9 

福建 G104线铁湖至溪柄段沥青混凝土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292 

福建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1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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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G30连霍高速公路清水驿至忠和段扩容改造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300,000 

甘肃 平凉至绵阳高速武都至九寨沟（甘川界）段 高速公路项目 73,100 

甘肃 G312线清水驿至傅家窑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0 

甘肃 G569曼德拉—大通公路西渠至民勤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9,703 

甘肃 G312线张掖至临泽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36,065 

甘肃 G215线马鬃山至桥湾 普通国省道项目 60,000 

甘肃 陇南市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项目 3,500 

广东 G2518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 高速公路项目 109,210 

广东 国道G323线始兴县城段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8,880 

广东 国道G535线乐昌乐城至桥头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广东 国道G323线南雄头塘铺至古市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94 

广东 国道G228线汕北大道（凤东路）龙湖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658 

广东 国道G240线台山大江至那金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广东 国道G325线廉江合江大桥至石岭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6 

广东 国道G325线石岭至石圭坡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905 

广东
国道G235线大埔县大麻至银江坪上段路面改造工

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210 

广东 国道G206线平远县径门口至超南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640 

广东
国道G205线蕉岭县天汕高速文福出口至马蹄墩段

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210 

广东 国道G205线兴宁市宁新至新陂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 

广东 国道G236线龙川丰稔至龙川县城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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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划

下达车购税
（万元）

广东 国道G205线龙川东出口至佗城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49 

广东 国道G205线龙川县城段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2,596 

广东 国道G236线龙川县龙江大桥新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30 

广东 国道G358线和平县芬沙至石板滩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446 

广东 国道G205线河源市热水至埔前段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0,000 

广东
国道G325线阳江那龙至江城西平路段路面改造工

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8,935 

广东 国道G325线阳江市江城坪郊至轮水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广东
国道G234线阳江市双捷桥至海陵大堤段改扩建工

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8,844 

广东
国道G228线阳江市江城西平路至儒洞桥段路面改

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7,397 

广东 国道G324线云浮市腰古至迳口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9,311 

广东 国道G324线云浮市迳口至镇安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664 

广东 G325江顺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140 

广西
泉州至南宁高速公路广西桂林至柳州段改扩建工
程

高速公路项目 263,300 

广西 G59呼和浩特至北海高速公路灌阳至平乐段 高速公路项目 55,800 

广西
兰州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广西钦州至北海段改扩
建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63,200 

广西 G219防城峒中至东兴 普通国省道项目 52,800 

广西 横州大桥及引道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382 

广西 G323东兰县绕城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7,579 

贵州 纳雍至兴义国家高速公路纳雍至晴隆段 高速公路项目 700,000 

贵州 G356六枝落别至大用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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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划

下达车购税
（万元）

贵州 G321织金县青山至城关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641 

贵州 G354碧江至江口县城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9,983 

贵州 G242松桃天星坡至花香坡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661 

贵州 G552望谟桑郎(卜基垭口)至祥乐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923 

贵州 G321都匀团寨至辣子关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502 

贵州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407,200 

贵州 G60坝陵河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419 

海南 国道G540毛九线抱由至九所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952 

海南 国道G223万宁市大茂至长丰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海南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41,420 

河北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G95）承德（李家营）至平

谷（冀京界）段
高速公路项目 200,000 

河北 G338海天线石太高速至冀晋界段路面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8,356 

河北 国道G307晋州绕城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3,916 

河北 国道G514齐邯公路邱县段绕城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9,680 

河北 国道G107内丘县城绕城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1,558 

河北
国道G337黄骅至榆林公路南栗园铺至龙泉关段改

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834 

河北 国道G112线赤城至承德界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河北 国道G101古北口（京冀界）至偏桥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40 

河北 国道G101陈栅子至上板城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河北 国道G112北京环线公路西地至大屯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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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国道G339京台高速吴桥出口至衡水界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1,121 

河北 G205盐山县绕城 普通国省道项目 5,125 

河北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9,646 

河北 国道G337河间市绕城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346 

河北
国道G339滨州港至榆林公路冀州至邢台界段改建

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河北
国道G337黄骅至榆林公路（原省道河龙公路）定

州绕城改线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9,863 

河北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119,960 

河南 G106线兰杞交界至杞县北关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744 

河南 G106线杞县五里河至杞太交界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939 

河南
国道107线东移开封境（炎黄大道至许昌交界）新

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403 

河南
G344东灵线（原Z001）嵩县陆浑至箭沟河段改建

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河南 国道234兴阳线平顶山市区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7,318 

河南 国道234兴阳线叶县城区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7,716 

河南 国道107京港线鹤壁境段改线新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0 

河南 国道311线许周界至许昌西改建工程（许鄢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32,338 

河南 国道310三门峡西至豫陕界段南移新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74,157 

河南 G343线（商都大道-梁宁交界）公路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4,285 

河南 国道311线永城境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河南 国道107线绕信阳市区段一级公路新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78,640 

河南 G230线新县县城至豫鄂省界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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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G220线淮滨栏杆至王店乡白露河桥段公路改建工

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497 

河南 G230（原S213）线息县境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1,728 

河南 G327济沁界至罡头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 

河南
S227林桐线卫辉林州交界至S306交叉口段灾毁恢

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8,186 

河南 G310线巩义境米河至小关段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46 

河南 G310线巩义境竹林至白河段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34 

河南 国道207山区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481 

河南 G234线荥密交界至下庄河桥灾毁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61 

河南
国道342日凤线G515与G342平交路口至亚庙沟段

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600 

河南 S235线巩义境新沟至巩登交界段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25 

河南 S314线巩义境G310高架桥至S235段水毁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727 

河南
G342日凤线辉县林州界至辉县陵川界段灾毁恢复

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664 

河南 S312线荥阳境荥广路至马沟段灾毁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393 

河南 S317线巩楼超限站至密州大道段灾毁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442 

河南 G234兴阳线辉县高庄至S309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099 

河南 G107京港线卫辉下园至固军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2,710 

河南 S305濮淇线滑浚界至尚村东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3,049 

河南 G342日凤线鱼泉至东掌段灾后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352 

河南
国道342日凤线G230与G342平交口至G515与G342
平交路口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222 

河南 S305濮淇线形盆村至马庄村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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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G230通武线浚县南至浚滑界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011 

河南 G230通武线内浚界至寨外村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507 

河南
S305濮淇线淇县淇滨区交界至大河涧段灾毁修复

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933 

河南 S231薄原线薄壁至大北程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324 

河南 S224内罗线浚县南至浚延界段灾毁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7,420 

河南
S231薄原线山西辉县界至薄壁段灾毁恢复重建工

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265 

河南 S236线上街区灾毁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231 

河南
S223线东三干渠至北康沟河桥段灾后恢复重建工

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750 

河南 G342日凤线聂下务至钜桥东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956 

河南
S302范林线李古道村至杨邑桥段灾毁恢复重建工

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807 

河南 S225鹤安交界至503线平交段灾毁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747 

河南 S503鹤安交界至304线平交段灾毁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291 

河南
G234兴阳线S229交叉口至获嘉县西环立交段灾毁

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736 

河南
S309长济线国道107至环宇立交桥段灾毁恢复重建

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710 

河南
S309长济线延津班干村至S225交叉口段灾毁恢复

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310 

河南
S224内罗线延津马庄南至G230段灾毁恢复重建工

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473 

河南
S309长济线汲津铺村至樊庄村段灾毁恢复重建工

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50 

河南
S231薄原线古风小桥至S228交叉口段灾毁恢复重

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02 

河南
省道305西环路口至浚县交界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工

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760 

河南
国道342大吕庄路口至白道口内白路口恢复重建项

目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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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S225安平线原阳县阳阿至靳堂段灾毁恢复重建工

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754 

河南
S227林桐线G327交叉口至韩董庄段灾毁恢复重建

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23 

河南 S230林山至小有河段灾毁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067 

河南 S225线（G310至中店路段）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246 

河南 省道232小营三叉路口至武陟段灾毁重建项目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353 

河南 S314线中牟境开封交界至广惠街段修复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4,711 

河南
S225安平线S309交叉至S311交叉口段灾毁恢复重

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2,465 

河南 G207乌海线火石砑至分水岭交界灾毁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309 

河南
S101郑台线黄河大桥北至与G107交叉口段灾毁恢

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945 

河南
洛阳市G241呼北线栾川境狮子庙镇翁峪村至赤土

店镇庄科村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90 

河南
洛阳市S317永孟线偃师境参驾店至偃登交界段灾

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98 

河南
S311封辉线新菏铁路桥至与G234重复起点段灾毁

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406 

河南 省道235博许线山区段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115 

河南 洛阳市S243渑邓线嵩县境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364 

河南 洛阳市S242南嵩线嵩县境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099 

河南 省道236温沁交界至温县后岗灾毁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35 

河南
国道207(省道235）博爱秦庄南至温县后岗村灾毁

恢复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641 

河南 省道320鸠山段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167 

河南 G241线段村至郭家坑段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453 

河南
邓州市G207北柳风桥至豫鄂交界段公路灾后恢复

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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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G220东深线鹿柘交界至高速西出口段灾毁恢复重

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018 

河南
S207商周线鹿柘交界至鹿淮交界灾毁恢复重建工

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229 

河南 农村公路灾毁恢复重建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133,062 

黑龙江
吉黑高速山河（吉黑省界）至哈尔滨（永源镇）
段

高速公路项目 123,700 

黑龙江 G333国道三莫公路延寿至胜利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6,338 

黑龙江 国道嫩双公路齐富界至齐齐哈尔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 

黑龙江 国道丹阿公路滴道至鸡西兴凯湖机场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64,700 

黑龙江 国道牙克石至四平公路大齐界至杜尔伯特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黑龙江 G222国道嘉荫至临江公路嘉荫至汤旺河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4,037 

黑龙江
国道北京至抚远公路二龙山镇至七星精准农机中
心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黑龙江 国道鹤大公路小五站镇至勃利鸡东界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5,000 

黑龙江 国道饶盖公路勃利过境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2,751 

黑龙江
G331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绥芬河东宁界至马桥

河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0 

黑龙江 国道嘉荫至临江公路庆铁界至绥化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湖北 G6911安来高速渝鄂界至建始段项目 高速公路项目 20,000 

湖北 G107龚家铺至新南环（海吉星）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508 

湖北
黄陂区前川中环线（暨G318黄陂二桥至天灯岗

段）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715 

湖北 G347武汉市新洲段（内园滩至红岭）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7,952 

湖北 G106阳新县沿镇至黄土坡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湖北 G242竹山县楼台至城关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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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G209房县柳树垭至土城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4,546 

湖北 G348宜昌城区至三峡坝区公路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2,000 

湖北 348国道秭归县郭家坝至文化公路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766 

湖北 207国道襄阳市襄州至宜城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0,000 

湖北 316国道河谷汉江公路大桥西延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 

湖北
G316谷城县三岔路至土关垭改扩建工程（水星台

至石花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6,500 

湖北 G316孝南新铺至云梦伍洛段新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湖北
G240监利县新沟至红城段改建工程（新沟至毛市

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湖北 347国道黄州陶店至团风举水河桥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湖北 G230红安县七里坪檀树岗至城区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湖北 106国道麻城彭店至余家寨公路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151 

湖北 106国道麻城市廖家湾至渣家湾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244 

湖北 106国道崇阳县桃树窝至浮溪桥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湖北 316国道广水市平林至曾都区淅河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湖北 346国道随州市十岗至任家台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826 

湖北 348国道巴东县平阳坝至巴东垭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7,322 

湖北 G50宜昌长江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484 

湖南 沪昆高速醴陵至娄底段扩容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384,839 

湖南 G59呼北高速炉红山（湘鄂界）至慈利段 高速公路项目 207,700 

湖南 G5515张家界至南充高速桑植至龙山段 高速公路项目 20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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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G5513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130,000 

湖南 G59呼北高速张家界至官庄段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80,000 

湖南 G59呼北高速新化至新宁（武冈）段 高速公路项目 150,000 

湖南 G354宁乡段（宗师庙-道林-联湖塘） 普通国省道项目 14,435 

湖南 G319浏阳天马山隧道 普通国省道项目 5,663 

湖南 G107苏仙良田至宜章小塘(湘粤界)公路宜章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24 

湖南 G234常宁新河-蒲竹 普通国省道项目 34,623 

湖南 G106平江县三合至长冲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697 

湖南 G240永兴县城至灵坎桥 普通国省道项目 8,867 

湖南 湘潭荷塘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项目 3,000 

湖南 张家界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项目 4,500 

湖南
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湖南）储备
中心

国家区域性公路应急装
备物资储备中心项目

3,000 

吉林 延长高速大蒲柴河-长春（大蒲柴河-烟筒山） 高速公路项目 296,000 

吉林 集本高速集安至桓仁（吉辽界） 高速公路项目 124,400 

吉林 延长高速大蒲柴河-长春（烟筒山-长春） 高速公路项目 148,400 

吉林
国道珲阿线(G302)绕越石头口门水源保护区长春

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8,000 

吉林 国道珲阿线（G302）威虎岭至白石山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416 

吉林 国道饶盖线（G229）白旗松花江大桥 普通国省道项目 12,000 

吉林 国道鹤大线(G201)万良(仁义)至抚松(鸡冠砬子)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00 

吉林 国道丹阿线(G331)新华至英安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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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国道珲阿线(G302)延吉至安图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吉林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77,790 

江苏 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72,400 

江苏 盐洛高速公路宿城至泗洪段 高速公路项目 47,800 

江苏 328国道宁扬交界至龙池互通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江苏 312国道无锡锡虞立交至通江大道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7,771 

江苏 312国道无锡飞凤路至金城东路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2,000 

江苏 518国道跨丰沛铁路大桥及接线 普通国省道项目 2,906 

江苏 518国道沛县微山湖至大屯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 

江苏 524国道常熟莫城至辛庄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3,420 

江苏 344国道淮河大桥及连接线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江苏 204国道响水绕城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4,773 

江苏 345国道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382 

江苏 345国道仪征新集南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6,519 

江苏 G2江阴长江公路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338 

江西 大广高速公路吉安至南康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339,500 

江西 G530彭泽新屋洪家至泉山段公路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412 

江西
G319瑞金至兴国（宁都段）改线工程（瑞兴于快

速交通走廊）
普通国省道项目 12,376 

江西 G322乐安绕城公路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000 

江西 G105九江长江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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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 高速公路项目 25,500 

辽宁 G304丹霍线乌金沟至荒山子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949 

辽宁 G304丹霍线荒山子至机场路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44 

辽宁 G304丹霍线客运站至邵家窝堡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95 

辽宁 G230通武线木奇至棒棰砬子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30 

辽宁 G229饶盖线六道村至新宾镇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996 

辽宁 G202黑大线苍石北至栏木桥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372 

辽宁 G229饶盖线白云桥南侧至冰湖沟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376 

辽宁 G304丹霍线道匝子至古松沟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581 

辽宁 G229饶盖线小夹河至三道河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4 

辽宁 G304丹霍线连山关至道匝子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1 

辽宁 G201鹤大线龙头至金场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71 

辽宁 G228丹东线大凌河特大桥至北小柳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260 

辽宁 G305庄西线滴台岭至清河村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16 

辽宁 G101京沈线铁匠炉沟至王府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894 

辽宁 G304丹霍线北环路至杨家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72 

辽宁 G304丹霍线彰武镇至北环路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 

辽宁 G101京沈线王桂芝店至西大营子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76 

辽宁 G101京沈线端正沟梁至王桂芝店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803 

辽宁 G230通武线小四家子至庞家窝铺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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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G228辽河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199 

内蒙古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公主埂至经棚 高速公路项目 12,800 

内蒙古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 高速公路项目 80,900 

内蒙古 绥满高速公路铁科联络线新发至科右中旗 高速公路项目 30,000 

内蒙古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安业至公主埂 高速公路项目 103,300 

内蒙古
乌海至银川国家高速公路巴音呼都格至巴彦浩特
段

高速公路项目 71,600 

内蒙古 国道111线腾克至甘河农场 普通国省道项目 7,350 

内蒙古 国道111线甘河农场至大杨树 普通国省道项目 9,620 

内蒙古 国道508线小城子（西桥）至平泉 普通国省道项目 37,567 

内蒙古 国道110线包头北绕城 普通国省道项目 22,640 

内蒙古
国道335线白云鄂博至明安镇（棍呼都格）段公路

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5,900 

内蒙古 国道305线林东至下伙房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内蒙古 国道331线加疙瘩至长青林场段公路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300 

内蒙古
国道335线棍呼都格（巴包界）至海流图段公路工

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3,600 

内蒙古 国道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0 

内蒙古 国道111线扎赉特旗至新林北 普通国省道项目 8,144 

内蒙古 国道306线巴拉嘎尔高勒至乌里雅斯太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内蒙古 国道213线达来呼布至东风航天城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宁夏
银川至昆明公路（宁夏境）太阳山开发区至彭阳
（宁甘界）段

高速公路项目 302,200 

宁夏
乌海至玛沁公路（G1816）惠农（宁蒙界）至石

嘴山段
高速公路项目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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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国道211线灵武市新杜路口至白土岗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3,000 

宁夏 G109线惠农至黄渠桥段改扩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宁夏
国道344线同心立交收费站至同喊路段公路改扩建

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500 

宁夏 国道G566线西吉县上堡至夏寨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宁夏 国道338线中宁至中卫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4,846 

宁夏 国道338线中卫至孟家湾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宁夏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48,590 

青岛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12,370 

青海
张掖至汶川高速扁都口（甘青界）至门源（克
图）段

高速公路项目 123,900 

青海 张掖至汶川高速同仁至赛尔龙（青甘界） 高速公路项目 590,000 

青海 G310线尖扎至共和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67,900 

青海 G341线加定（青甘界）至西海（海晏）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48,604 

青海 国道315线老茫崖至油砂山叉口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59,200 

青海 国道315线油砂山叉口至茫崖石棉矿（青新界）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9,800 

青海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124,720 

厦门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1,650 

山东
国道G309青岛至兰州公路（南泉至桃源河段）改

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6,678 

山东 G327连固线曲阜张阳至任城长沟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0 

山东 G228丹东线乳山口大桥 普通国省道项目 9,572 

山东 G205山深线郯城绕城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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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G206威汕线莒南官西坡至河东汤头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00 

山东 G206威汕线临沂日照界至莒南官西坡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899 

山东 G309青兰线聊城绕城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5,246 

山东 G106京广线东明黄河公路大桥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山东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202,090 

山西
G2003太原绕城高速公路义望至凌井店段（太原

西北二环）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408,000 

山西
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联络线（G2211）
山西境黎城至霍州段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406,017 

山西
济广国家高速公路菏泽至宝鸡联络线临猗黄河大
桥及引线段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66,300 

山西 呼北国家高速公路山西省隰县至吉县段 高速公路项目 18,352 

山西
呼和浩特至北海国家高速公路山西省离石至隰县
段

高速公路项目 62,900 

山西
国道241（省道222）线平遥香乐至沁源后沟段公

路新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000 

山西 国道241、省道岚马线汾河水库段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66,747 

山西 国道239盂县境内夫城口至肖家汇段公路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6,603 

山西 国道338盂县境内闫家庄至梁家寨段公路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0,000 

山西 国道341线平顺县境内王庄至晋豫省界段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5,358 

山西 国道241线沁源过境交口至有义段公路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2,388 

山西
国道208线清徐县常家庄至晋中长治界一级公路新

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70,000 

山西
G340（原S319）榆社县县城过境段（寨沟隧道）

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1,468 

山西 国道521线（原省道运永线）盐湖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5,000 

山西 国道522线三湾至常乐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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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国道336线偏关县城过境公路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3,442 

山西 国道338线原平市过境改线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8,820 

山西
国道341线李子坪至梗壁（沁源古县界至洪洞108
国道）公路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000 

山西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63,630 

陕西 京昆国高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214,100 

陕西 345国道商南富水至过风楼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2,177 

陕西 327国道黄陵双龙至咸阳界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938 

陕西 345国道新建至宁陕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9,244 

陕西 G108金水镇过境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6,199 

陕西 G210新区青岗岭至惠塬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陕西 G345略阳横现河及郭镇过境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6,301 

陕西 G316旬阳县城过境段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9,699 

陕西 G307靖边东坑至彭滩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5,000 

陕西 108国道洋县过境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17,981 

陕西
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陕西）储备
中心

国家区域性公路应急装
备物资储备中心项目

1,500 

四川 G8513九寨沟（川甘界）至绵阳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项目 198,670 

四川
G4216线宜宾新市至攀枝花高速公路宁南至攀枝

花段
高速公路项目 250,000 

四川
G4216线宜宾新市至攀枝花高速公路金阳至宁南

段
高速公路项目 200,000 

四川
G4216线宜宾新市至攀枝花高速公路新市至金阳

段
高速公路项目 324,200 

四川 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项目 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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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G0615线久治至马尔康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项目 800,000 

四川 G247线自贡漆树至宜宾段（宜宾境内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000 

四川 G549线九龙县至雅安石棉段（石棉境内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四川 G215线洛须至青海玉树公路 普通国省道项目 35,800 

四川 G318线巴塘县城至竹巴龙大桥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69,400 

四川 G348盐源小高山隧道 普通国省道项目 18,951 

四川 G245线会理通安至云南界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25,000 

四川 G353线会东鲁昆山隧道 普通国省道项目 11,600 

四川 G356线布拖县城至金阳县热柯觉乡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40,000 

四川 G4218大渡河特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587 

四川
G215线岗拖至白玉段金沙江白格堰塞湖灾后恢复

重建工程
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5,650 

天津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17,830 

云南 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玉溪至楚雄段 高速公路项目 431,900 

云南
都香高速公路守望（滇黔界）至红山（滇川界）
段

高速公路项目 194,600 

云南 楚雄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高速公路项目 778,776 

云南 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弥勒至玉溪段 高速公路项目 258,800 

云南 天保至猴桥高速公路天保至文山段 高速公路项目 450,000 

云南 G219龙镇桥至永德（户乃）段公路改造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5,240 

云南 国道G219龙陵（黄草坝）至龙镇桥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70,000 

云南 G219线云南泸水至腾冲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8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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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G353玉龙县巨甸-维西县城 普通国省道项目 39,700 

云南 G219云南李仙江至绿春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69,000 

浙江
杭州至宁波国家高速公路（杭绍甬高速）杭州至
绍兴段

高速公路项目 595,300 

浙江
G9221杭甬高速宁波段二期（甬绍界至小曹娥互

通段）
高速公路项目 20,000 

浙江 G228宁海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浙江 235国道泰顺县司前至罗阳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浙江 330国道瑞安场桥至罗凤段 普通国省道项目 5,000 

浙江 524国道秀洲王店至海宁海昌段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浙江 351国道兰溪横溪至马涧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0,000 

浙江 205国道开化县音坑至华埠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5,000 

浙江 320国道龙游会泽里至下章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浙江 228国道温岭城东至温峤段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5,000 

浙江 528国道遂昌新路湾至石练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25,000 

浙江 235国道松阳段改建工程 普通国省道项目 10,000 

浙江 G15W嘉绍大桥
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267 

重庆
银川至百色国家高速公路重庆开县至城口（渝陕
界）段

高速公路项目 90,000 

重庆
安康至来凤高速公路重庆市奉节至巫山（渝鄂
界）段

高速公路项目 60,000 

重庆 “以奖代补”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拨资金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27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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