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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部门 2018 年 12 月份在谈项目情况
序号

单位

3

4

项目名称

投资额
（亿元）

年产 100 万纱锭生产项目

45

市政协办 模具制造项目
皖西南快递物流产业园合
作项目

5

0.65

/

项目概况

产业类别/
是否首位产业

首次报送 进展
时间
情况

拟在宿松县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纱锭生产线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 45 亿元左右。全
部达产后力争实现年产值约 45 亿元左右，年用电 5 亿度左右，年上缴税收 1 亿元左 纺织服装/是 2018.12.13
右，安排就业约 2500 人。项目用地约 1200 亩。
项目总投资 6500 万元，一期投资 13 台设备，2019 年计划新增设备 6 台，其中 CNC 加
工中心 2 台，EDM 精密放电机 2 台，大水磨床 1 台，摇臂钻 1 台，形成对模具加工精度
制造业
2018.12.13
的控制以及满足模具业务发展的需求；
2019 年当年实现产值 2000 万元。
项目一期用地 175 亩，规划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计划 2018 年底展开设计工作，
2019 年底开业运营，打造集综合服务中心、区域分拨中心、城配中心、智能车源中 现代服务业/是 2018.12.20
心、信息中心等功能模块，
是集物流、配送、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现代综合物流园区。

高职院校项目

0.5-1

投入 5000 万元-1 亿元资金，在安庆市独秀中专学校原有基础上分期改造，进一步投
资完善教育教学设施，打造一所独具特色的民办高职院校。院校以医护专业为主要
方向，采用企业大学模式，直接为企业培养专业人才。院校采取 3+2 模式，即 3 年在
校就读，
2 年进入苏州大学全日制读助考本科。

7

小型无人物流车项目

0.5-1

拟投资 5000 万元-1 亿元在安庆建立小型无人物流车研发中心及工厂，
通过与皖西
南快递产业园合作，
做好无人物流车的数据采集及应用，
逐步形成研发、生产、销售
的一体化产业集团。

汽车制造/是

2018.12.13

8

高端数控机床(自动化刀
库)制造项目

0.55

拟在安庆投资建设高端数控机床自动化刀库项目，
总投资约 5500 万元，
计划 2019 年
2 月入驻。

机床制造

2018.12.18

6
团市委

9

市残联

残疾人康复及托养中心

10

市政府办 年产 40 万吨尼龙 66 项目

11

市发改委 锂电设备租赁项目

12

汽车底盘配件生产项目

1.71

50
4.5-5
1

市科技局
13
14
15

B 级锅炉、D1D2 类压力容
器生产基地项目
市财政局 融资租赁有限项目
市林业局

16

现代服务业产业园项目

生态度假小镇项目

2.5

18

市卫计委

19

市规划局 起重机械生产建设项目

20

无极光解废气净化设备和
可移动式一体化自然生态
法技术集成式设备生产基
市城管局 地项目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产能
转移生产基地项目

21

科技孵化器园区项目

22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设备生
产项目

24
25

净水机环保节能项目
超纳米基磷酸铁锂电池正
极材料项目
市公积金 全面屏 COF 自动化生产
中心
及盖板玻璃生产基地项目
市粮食局

26

市外侨办 医业供应链项目

27

市法制办

28

/
0.5

市文广
新局

市城管局

/

全铝防爆卡门项目

17

23

5

智慧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
项目

2

2018.12.13

一期工程公建民营的残疾人康复中心总投入 1100 万元，占地面积约 17.6 亩。向政
府申请提供经营场所，解决残疾人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二期工程筹建康养中心投
入 1.6 亿元，其中包括房屋改造费约 5400 万（按医院标准筹建）、医疗器械购买费 健康养老/是 2018.12.13
3000 万元、改善疗养环境、设备、设施 4000 万元、运营流动资金 3000 万元、其它费用
约 600 万元。
项目总投资约 50 亿元，拟用地 500 亩，投资强度超过 200 万元/亩，采用独资方式建
工业
2018.12.6
设年产 40 万吨尼龙 66 生产线，
建成后预计年产值 60 亿元。
共同出资 4.5-5 亿元设立专项 SPV 基金，该基金将用于投资设立锂电设备租赁公
现代服务业/是 2018.12.7
司。租赁公司拟落户安庆，
未来主要经营锂电设备租赁业务。
项目分二期建设。第一期投资约 1 亿元在安庆经开区租赁 1 万平方米厂房，购买设
备，建设生产线、检测中心、包装中心。投产后，年产值约 8000 万元。第二期拟在开 汽车零部件/是 2018.12.6
发区购置 30 亩土地，
建设厂房。
拟投资 5 亿元，在安庆经开区购置 150 亩土地，分二期建设配套及生产基地，进行 B
制造业
2018.12.27
级锅炉、D1D2 类压力容器的生产。
在安庆成立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 1000 万，
募集资金提供融资租赁业务。 现代服务业/是 2018.12.13
与 迎 江 区 人 民 政 府 在 绿 地 紫 峰 大 厦 合 作 共 建 现 代 服 务 业 产 业 园 ，拟 使 用
3000-10000 平方米场地建成“迎江创智谷”，拟引进上海市 12 家行业协会，服务联盟 现代服务业/是
共同加盟。
拟在迎江区或宜秀区投资 5000 万元，
预计年销售收入达到 4000 万元-5000 万元。
金属制品制造
项目拟投资 2.5 亿元，建设周期 5 年，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四星级
标准度假酒店、商业及住宅、运动项目、林间花海、茶园等。二期建设健康养老中心、
现代服务业/是
商住及相关配套工程。项目用地所属岳西县天堂镇石桥村和响肠镇请水寨村、金山
村，总面积约 1000 亩。
拟投资建设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产能转移生产基地，
区域性物流园，
用地不少于 100
医工医药/是
亩，投资 2 亿元以上。

2018.12.10
2018.12.10
2018.12.13

2018.12.19

/

项目拟用地面积 47.7 亩，规划建设总建筑面积 22257 平方米，进行起重机械生产，主
要建设生产厂房、办公综合楼、仓库、职工宿舍及相应的生产设备和辅助设施。

制造业

2018.12.6

0.8

拟投资 8000 万元，在安庆大观区海口工业园区建设无极光解废气净化设备和可移
动式一体化自然生态法技术集成式设备生产基地，建设设备生产线两条，项目需建
设 30 亩或租用园区已建成的工业用房 3000 平方米。

节能环保/是

2018.12.13

0.6

拟投资 6000 万元，
在安庆筑梦新区创建科技孵化器园区，
全力打造安庆区域产业研
究规划、产业集群集聚、产业运营管理和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链
现代服务业/是 2018.12.13
条。项目预计租用筑梦新区现有办公用房 1000 平方米。

2
0.5
26
24.5
1

1

智慧城市科技产业园项目

4.5

品牌牙膏项目

0.5

市物价局
29

社会事业

拟投资 2 亿元在安庆经开区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设备生产线，拟用地 100 亩，
目前
现代服务业/是 2018.12.20
正在进行市场调研。
拟投资 5000 万元在大观区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净水机环保节能项目，需租赁标准
节能环保/是 2018.12.20
化厂房 1 万平方米或建设用地 30 亩。
项目总投资 26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 16 亿元，土地和厂房投资额 5 亿元，厂房面积
新材料/是
2018.12.28
22.5 万平方米，
拟落户在高新区山口片区。
拟建设全面屏 COF 自动化生产基地和盖板玻璃生产基地，
总计投资 24.5 亿元，拟落
制造业
2018.12.27
户怀宁，
需求建设用地约 130 亩，
建筑面积 13-14 万平方米，
厂房 10 万平方米。
项目注册资本 1 亿元，
年缴税 500 万元，
建设全链条的生物制剂医药冷链配送平台，
实现从生产厂家到配送中心再到用户的全程冷链配送体系，预计 3 年内可实现营收 医工医药/是 2018.12.6
2 亿元。预计 2019 年医疗设备、检测设备等投入 5000 万元。
项目基础工程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费用，
包括软硬件以及数据中心机房建设部分，
初步投资估算额 1 亿元以上，
基础工程建成后，
年运维、改造、升级、更新成本约 1000
大健康、
2018.12.28
万元。包括：
城市医疗综合支付平台；
城市医联体互联网医院；
处方共亨及流转平
大数据/是
台；药品物资耗材综合监管系统；
健康医疗大数据运营 5 大部分。
项目一期落地产业园，
利用已投资建成的 11 层综合楼为品牌厂商、大健康产业、新
能源城乡网络系统、互联网产业、智慧城市系统研发等相关企业入住提供办公场所，
二期拟在宜秀区购买 200 亩物流用地，
建设大型现代化智慧物流库房 9 万平方米， 现代服务业/是 2018.12.18
三期拟建设商业、居住配套用房 5 万平方米，
形成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安徽智慧
城市科技产业园”
。预计到 2020 年园区营业额超 15 亿元，
创税 1 亿元以上。
项目投资额约 5000 万元，
拟在高新区租用 2000 平方米标准化工业厂房，
建成后预计
日化
2018.12.28
年销售额 6000 万，
利税 500 万。
（下转 1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