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龙华辖区2022年市级重大项目清单

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星河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星河开市客环球商业中心（二期）

2 深圳市三一科技有限公司 三一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3 市地铁集团 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

4 深圳高登来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高登来恩信息技术产业园

5 深圳市万众城科技有限公司 万众城时尚创意谷

6 深圳市深国际现代城市物流港有限公司 黎光物流园

7 深圳市乐创荟投资有限公司 信利康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8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龙华设计产业园（一期）

9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制造基地

10 深圳市泰衡诺科技有限公司 传音智汇园手机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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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1 丽港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百丽智联中心

12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天马总部大厦

13 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深圳市第五代移动通信试验网络

14 智合（深圳）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先进材料应用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15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

16 深圳市三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三唛先进制造创新中心

17 深圳市淑女屋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大浪服装家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8 龙华区 九龙山工业园项目

19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迈瑞医疗器械标杆制造基地项目

20 深圳美团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粤港澳大湾区新基地项目——九龙山园区群（一期）

21 深圳海雅(集团)有限公司 龙华区福民工业区数字经济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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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2 深圳大唐宝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大唐国际宝昌燃气热电2X400MW级扩建工程项目

23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深圳电网重点工程

24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赣州至深圳铁路

25 市地铁集团 深圳至惠州城际铁路前海保税区至坪地段

26 市地铁集团 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深圳机场至坪山段工程

27 市地铁集团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

28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广州（新塘）至汕尾铁路

29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沈海高速公路深圳机场至荷坳段（机荷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30 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项目

31 市交通运输局 侨城东路北延通道工程

32 市交通运输局 深圳市梅观高速公路清湖南段市政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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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33 市交通运输局 石清大道二期道路工程

34 深圳华昱清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深圳市清平高速公路（北段工程）

35 市交通运输局 深圳市货运交通组织调整相关高速公路收费站及配套设施工程

36 市交通运输局 深华快速路-福龙路立交工程（一期）

37 市交通运输局 石清大道一期道路工程

38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龙华大道（观光路-黎泰路）改造工程

39 市建筑工务署 南头直升机场迁建项目场平及进出场道路工程

40 市交通运输局 民乐路市政工程

41 市交通运输局 五和大道南坪快速连接线工程

42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现有消防装备更新补充二期

43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龙华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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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44 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水环境自动监测站建设项目

45 深圳市深水龙华水务有限公司 观澜茜坑水厂深度处理工程

46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基层营房维修改造工程

47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公明特勤中队等七个新建消防站装备购置

48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地下原水隧洞（茜坑-鹅颈）新建工程

49 市应急管理局 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

50 市水务局 公明水库——清林径水库连通工程

51 市地铁集团 平南铁路改造工程

52 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龙华区小运量轨道交通大浪时尚小镇线项目

53 市交通运输局 皇岗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54 市交通运输局 宝鹏通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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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55 市交通运输局 梅观高速公路（清湖立交至观澜主线收费站）市政化改造工程

56 市交通运输局 沙河东路北延工程

57 市交通运输局 龙观快速路北延段（含樟新路）工程

58 市建筑工务署 光侨大道至布龙路连接线市政工程一期

59 市交通运输局 深华快速路-福龙路立交工程（二期）

60 市交通运输局 清平高速高尔夫大道出入口立交工程

61 市交通运输局 宝安区石龙仔路市政工程

62 龙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龙华能源生态园

63 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 部九窝生态修复项目

64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 市公安消防支队20个新建消防站装备建设项目

65 市水务局 深圳市东江水源工程防护设施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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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66 市公安局 深圳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建设工程

67 市水务局 深圳市茜坑水库至龙华观澜茜坑水厂输水系统改造工程

68 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第二儿童医院

69 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新华医院

70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龙华区综合医院

71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龙华区A822-0408宗地项目

72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龙华区A822-0409宗地项目

73 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美术馆新馆 深圳第二图书馆

74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龙华区中心医院扩建工程

75 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改扩建工程（一期）

76 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残障者无障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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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77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区档案馆建设项目

78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龙华文体中心

79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大浪体育中心

80
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深圳市光明区政府投资工程项

目前期工作中心)
大顶岭绿道项目（二期）

81 市交通运输局 观澜大水坑综合车场工程

82 市交通运输局 民治综合车场工程

83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观湖保障性住房

84 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

85 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及专业技术用房建设工程

86 市建筑工务署 市属公立医院医疗公共空间修缮工程

87 市建筑工务署,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 深圳市观澜森林公园一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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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88 深圳市深国际联合置地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办事处梅林关城市更新项目

89 深圳市英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英泰工业中心城市更新项目（一二期）

90 深圳长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科启城家园

91 深圳市宝玺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彬峰桂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

92 深圳市佰亨置业有限公司 龙华区民治街道宝山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

93 深圳市新万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横岭旧村城市更新单元

94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

95 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原深圳市群众艺术馆新馆）

96 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区颐养院

97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战勤保障中心建设

98 龙华区人民法院 观澜人民法庭审判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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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99 深圳市新景发投资有限公司 田背工业区（一期+二期）城市更新单元

100 深圳市汇珠实业有限公司 龙华街道水斗新围山嘴头工业区（第二期）城市更新项目

101 市交通运输局 龙华-福田跨区自行车专用道工程

102 市交通运输局 观澜导航台迁建

103 市公安局 深圳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劳动康复基地建设

104 深圳市龙华人才安居有限公司 梅观创新产业走廊福城观澜产业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105 深圳市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龙华区观澜街道蚌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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