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武汉市2020年市级重大在建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 先进制造业项目

1 国家存储器基地（一期） 东湖开发区

2
武汉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
生产线

临空港开发区

3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新洲区

4 华星光电t4项目 东湖开发区

5 第6代LTPS AMOLED生产线二期项目 东湖开发区

6 武汉新芯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二期工程 东湖开发区

7 中金数谷武汉大数据中心 临空港开发区

8 火箭总装总调度中心项目 新洲区

9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扩建项目 武汉开发区

10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年产15万辆乘
用车项目

武汉开发区

11 吉利集团飞行汽车产业项目 武汉开发区

12 东风电子科技电驱动项目 武汉开发区

13 祥兴箱包制造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14 胜海湖纤维谷 黄陂区

15 乙烯脱瓶颈改造项目 青山区

16 武钢大数据产业园IDC中心项目 青山区

17 武钢有限环保改造 青山区

18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卫星产业园（一
期）建设项目

新洲区

19 高端制剂生产及生物药研发生产基地 黄陂区

20 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建设项目 武汉开发区

21 蒙牛华中低温乳品工厂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22 高端公路市政府养护及高空作业车相关零配件建
设项目

黄陂区

23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发中心项目 东湖开发区

24 东风新能源汽车产业园2号园区建设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风
亭二路19号

二 现代服务业项目

25 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K2、K4、K7） 武昌区

26 恒大云水山项目 武汉开发区

27 远洋东方镜世界观 汉阳区

28 复星外滩中心 硚口区

29 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综合地块项目 江岸区

30 武汉新港长江城 汉阳区

31 越秀国际金融汇 江汉区

32 绿地国际金融城 武昌区

33 武汉恒隆广场 硚口区

34 融创一江源 硚口区

35 梦时代广场 武昌区

36 招商一江璟城 青山区

37 天汇龙城综合体 黄陂区

38 华中金融城（K1、K2、K3） 武昌区

39 地铁时代云上城 临空港开发区

40 华侨城项目(杨春湖A地块) 洪山区

41 武汉国华金融中心 江岸区

42 华发中城荟二期 江汉区

43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 硚口区

44 金科城 洪山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45 联投中心 武昌区

46 恒大科技旅游城 江夏区

47 长投云玺 江汉区

48 武地万科万维天地 硚口区

49 华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一期） 新洲区

50 武汉华润中心 江岸区

51 惠誉钰龙湾商业综合体 汉阳区

52 兰亭大境(K1、K2、K3） 汉阳区

53 龙湖春江郦城 硚口区

54 武地汉樾台 硚口区

55 绿地光谷中心城项目AB地块、JKL地块 东湖开发区

56 城投四新之光（市城投总部） 汉阳区

57 青山滨江商务区启动区 青山区

58 顶琇西北湖 江汉区

59 武汉长江航运中心 江汉区

60 保利星河九洲项目 汉阳区

61 万科金域国际（五里墩B1地块） 汉阳区

62 南华船厂武金堤厂区南地块 武昌区

63 中建三局综合体项目 洪山区

64 泰康在线总部大厦 江岸区

65 歌笛湖项目 武昌区

66 绿地汉正中心 江汉区

67 长投·汉口中心 江岸区

68 中建·御景星城二期 硚口区

69 爱琴海购物公园（一期） 新洲区

70 武汉江宸天街 江汉区

71 禹洲地产南太子湖项目 武汉开发区

72 光谷创新天地 东湖开发区

73 新洲万达广场项目（一期） 新洲区

74 江城之门项目 武昌区

75 华润翡翠中心 硚口区

76 大华•锦绣时代 青山区

77 TCL华中区总部及配套项目 东湖开发区

78 中建三局绿色建筑产业总部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79 国家网络安全基地孵化器 临空港开发区

80 天下青年城 江夏区

81 天汇龙城 黄陂区

82 建发金茂玺悦 江夏区

83 武汉玺院 东湖开发区

84 交投山水雅居 蔡甸区

85 香港中心 硚口区

86 襄阳大厦 武昌区

87 九州通健康城 汉阳区

88 武汉光谷大悦城城市综合体 东湖开发区

89 金地中核凤凰城 蔡甸区

90 经发·龙湖·云山居 江夏区

91 融拓盛澜项目 武昌区

92 奥园滨江国际 青山区

93 金口新城 江夏区

94 武地华发时光 临空港开发区

95 武地汉悦府 江岸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96 新龙国际 汉阳区

97 武地·滨江国际 青山区

98 恒大珺睿 汉阳区

99 国家粮食现代物流（武汉）基地暨国家稻米交易中心 新洲区

100 万科保利联投理想星光 江夏区

101
中国新闻社中部新闻信息中心（省建行学校宿
舍）

武昌区和平大道与中山
路交汇处

102 绿地大都会 洪山区青菱街杨林村

103 武汉万科长征村K1、K2项目 洪山区

104 万科云城 洪山区张家湾街

105 城联投-江南岸 洪山区

106 万科新都会（卓刀泉村二期综合改造开发K2地
块）

洪山区

107 小军山项目 武汉开发区

三 基础设施项目

108 轨道交通5号线 青山、武昌区

109 轨道交通6号线二期 临空港开发区

110 轨道交通8号线二期 洪山、武昌区

111 轨道交通11号线东段二期 东湖开发、洪山、武昌
区112 轨道交通11号线三期首开段 武昌、洪山区

113 轨道交通11号线葛店段 东湖开发区、葛店开发
区114 轨道交通汉南线 汉阳、蔡甸、武汉开发
区115 江汉七桥（解放大道—汉阳大道）工程 汉阳、硚口区

116 武汉四环线北湖至建设段(东四环) 青山区

117 武汉四环线武湖至吴家山段(北四环) 黄陂、临空港开发区

118 武汉至大悟高速公路武汉至河口段 黄陂区、孝感市大悟县

119 武汉至阳新高速公路武汉至鄂州段 东湖开发区

120 武汉硚口至孝感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至终点段) 临空港开发区

121 新港江北铁路二期工程(香炉山至黄州段) 武汉市

122 武九铁路搬迁工程 武汉市

123
武汉新区四新片区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项目(四新会展

服务区市政配套项目）
汉阳区

124 两江四岸辐射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武昌区、江汉区等

125 问津新城新型城镇化项目 新洲区

126 中法生态示范城一期 蔡甸区

127
杨泗港快速通道青菱段（八坦立交—芦湾湖立交
西）工程

洪山区

128 前川中环线 黄陂区

129 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中洲至北湖段改扩建工程 东湖开发区

130 武昌生态文化长廊工程（友谊大道-建设十路） 武昌、青山、洪山区

131 汉口客运中心 江汉区

132 月亮湾城市阳台（一期） 武昌区

133 首地航站楼 江汉区

134 新洲区“阳逻之心”道路及综合管廊 新洲区

135
江南中心绿道武九铁路北环线综合管廊工程（友
谊大道—建设十路）

武昌、青山、洪山区

136
杨泗港快速通道青菱段（八坦立交—芦湾湖立交
西）综合管廊工程

洪山区

137 武汉市2020年电网续建项目 武汉市

四 生态环境项目

138 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工程 武汉市

139 清水入江项目 江夏区

140 南湖水环境提升工程 洪山、东湖开发区

141 马影河综合整治一期 武汉开发区

142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 洪山区

143 阳逻二水厂新建工程 新洲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144 千子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蔡甸区

145 湖溪河综合整治工程 东湖开发区

146 蔡甸区东部区域清水入江项目 蔡甸区

五 社会发展项目

147 新一轮中小学配建工程 各区

148 义务教育现代化学校建设 各区

149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工程 各区

150
武汉儿童医院西院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
区）妇幼保健院

武汉开发区

151 协和医院西院门诊医技综合楼及住院部 武汉开发区

152 武汉中心书城 江汉区

153 华侨城文化旅游综合项目 东湖风景区

154 产城融合示范新区项目 蔡甸区

155 奥山冰雪运动小镇项目 武汉开发区

156 木兰大道美丽乡村带建设 黄陂区

157 木兰花乡 黄陂区

158 东西湖文化中心 临空港开发区

159 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 武汉开发区

160 花博汇生态休闲度假区建设 蔡甸区

161 三环线生态带公园群及市属公园改造
洪山区
硚口区

162 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武汉市



附件2

武汉市2020年市级重大新开工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 先进制造业项目

1 宝龙达电脑及电子产品生产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2 名创优品一带一路产业生态城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3 蔡甸经济开发区汽车产业园 蔡甸区

4 京山轻机5G智慧产业园 江汉区

5 生物创新园二期 东湖开发区

6 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研发生产中心 郑店街

7 融创智谷产业园项目 洪山区

8 武钢技改 青山区

9 马钢（武汉）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新建工厂项目 江夏区

10 武汉海王核能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夏区

11 东风嘉实多油品有限公司年产17万吨润滑油工厂项
目

青山区

12 中电光谷数字产业园 蔡甸区

13 飞游公司整体搬迁及移动运营平台建设项目 庙山产业园

14 东湖高新国际健康城 江夏区郑店街综合村

二 现代服务业项目

15 楚商大厦暨武汉商会总部 江岸区

16
周大福金融
中心

江岸区

17 武汉设计之心项目 江岸区

18 武建光彩国际城项目 江岸区

19 杨春湖核心区158地块 洪山区

20 武汉嘉里项目 江汉区

21
亘星国际
（电视机厂片）

武昌区

22 华侨城青山88地块项目 青山区

23 万科东风村开发项目 硚口区

24 华发外滩荟 江岸区

25 前海人寿杨春湖高铁商务区地块开发项目 洪山区

26 中建福地星城二期 洪山区

27 中粮·国际营养健康城启动区（中粮祥云·地铁小
镇）

蔡甸区

28 中国城乡武汉总部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29 长江食品厂A2、B开发项目 硚口区

30 万科翡翠滨江综合体K3地块 汉阳区

31 交投合盛嘉园 黄陂区

32 帝大、御璟城商业综合体 黄陂区

33 唐家墩城中村改造K8地块 江汉区

34 丹水池K1地块项目 江岸区

35 积玉万象 武昌区

36 华中科创产业园（麦德龙） 武昌区

37 湖北交投汉口北国际多式联运物流港 黄陂区

38 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18、19号地块项目 江岸区

39 天纵·南德府 黄陂区

40 天纵·时代城 黄陂区

41 联发•云璟 黄陂区

42 华讯科技金融城（中海二七滨江） 江岸区

43 新建商务设施和公园绿地项目 武昌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44
阳逻国际港集装箱铁水联运二期(武汉港武湖港区铁水
联运集装箱码头工程)

新洲区

45 银禾广场商业综合体 黄陂区

46 华发中城中心 江汉区

47 沙湖荣御中心 武昌区

48 中法之星启动区项目 蔡甸区

49 嘉顺国际大厦 武昌区

50 湖北交投实业总部 汉阳区

51 融创创谷中心 江夏区

52 金地朗悦里 蔡甸区

53 圣泽捷通物流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54 深国际武汉蔡甸综合物流港 蔡甸区

55 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孵化器二、三期项目 洪山区

56 上海韵达总部经济和电商基地 蔡甸区

57 中国应急华舟企业总部 江夏区

58 中城信达后湖里 江汉区

59 武汉平安幸福中心项目 武昌区

60
龙湖-三千城南苑（新建商业金融业设施毛坦村K4
地块）

张家湾街毛坦村

61 宝业德信 庙山产业园

三 基础设施项目

62 轨道交通12号线二期（汉口段） 武汉市

63 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武昌段） 武汉市

64 轨道交通12号线汉阳段 武汉市

65 轨道交通19号线 武汉市

66 轨道交通前川线 黄陂、临空港开发区

67 G347武汉市新洲段（内园滩至红岭）改建工程 新洲区

68 友谊大道（三环线-宏茂巷）快速化改造工程 青山区

69 长江新城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长江新城起步区

70 汉口火车站北广场工程 江汉区

71 创世界一流电网共建项目 武汉市

72 汉能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二期分布式能源项目 武汉开发区

73 武汉市2020年主网建设新开工项目 武汉市

74 武汉市2020年配网建设新开工项目 武汉市

75 两湖隧道工程南湖段  洪山区

76 南泥湾大道（三环线-汉西三路）改造工程 硚口区

四 生态环境项目

77 农村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黄陂区

78 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市政排水工程一期 硚口区

五 社会发展项目

79 武钢三中改扩建 青山区

80 武汉大学重离子医学中心暨汉南区人民医院改扩建
项目

武汉开发区

81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洪山院区建设项目 洪山区

82 十一医院扩建项目 江汉区

83 武汉广电全媒体中心 江汉区

84 长江数字媒体城 临空港开发区

85 问津天有云教育小镇一期 新洲区

86 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武汉市

87 武汉云景山医院 江夏区郑店街

88 黄陂区人民医院（中心院区）项目 黄陂区

89 武汉航天城同济医院（筹）建设项目
新洲区龙王咀农场一
分场东边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90
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盘龙城
医院建设项目(一期)

黄陂区



附件3

武汉市2020年市级重大前期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 先进制造业项目

1
武汉中安嘉诚科技有限公司IDC武汉项目（众维亿
方二期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2 迪马智能科技产业园 临空港开发区

3 翰博集成电路及半导体显示核心材料产业园项目 黄陂区

4 CALB动力锂电池生产线项目 黄陂区

5 华中温州印刷材料工业园项目 黄陂区

6 军民两用无人艇及作战平台荷设备研发制造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二 现代服务业项目

7
武汉长江中心
（A包、B包）

武昌区

8 智造中心项目 武汉开发区

9 文旅产城总部项目 武汉开发区

10 华侨城8-11街坊项目 青山区

11 “华中金融科技港”项目 金银湖街

12 武汉汉南“中国种谷”项目 武汉开发区

13 时代·新世界二期 硚口区

14 供销e家华中总部项目 武汉开发区

15 京东华中电商产业园 临空港开发区

16 武汉汽车物流多式联运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17 东湖路蔡家咀地块商业综合体 武昌区

18 海悦世界 汉阳区

19 京东湖北蔡甸亚洲一号电商产业园 蔡甸区

20 中美国际大都会 江岸区

21 中南科研设计中心 汉阳区

22 中诚信征信总部大厦项目 江岸区

23 宜家荟聚二期 硚口区

24 中法智慧谷项目 蔡甸区

25 武汉市蔡甸城市客厅一期工程 蔡甸区

26 幸福时代·大家项目(K1、K2、K3地块) 江岸区十大家村

27
福星惠誉•红桥城（红桥村K6、K7、K8、K14、K15
地块）

江岸区红桥村

28 汉正街步行街建设项目（汉正老街亮点片区建设一
期）

硚口区

29 新绿文旅凤凰湾及体育公园项目 汉阳区

30 武昌滨江天街项目（D2/337北地块） 武昌区

三 基础设施项目

31 轨道交通11号线三期新汉阳火车站 汉阳区

32 两湖隧道工程东湖段 东湖风景区

33 二七路至铁机路过长江通道 武昌区

34 龙灵山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武汉开发区

35 右岸大道北段（三环线-焦沙二路）工程 青山区

36 热电厂项目 武昌区

37 武汉市2020年电网建设前期项目 武汉市

38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项
目

黄陂区

39 新港高速双柳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
新洲区

40 武汉至天门高速公路武汉至汉川段 蔡甸区

四 生态环境项目

41 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五期扩建工程 汉阳区

42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江工程 东湖开发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43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洪山区

44 绣球山污水泵站及进出水管道工程 东湖开发区

五 社会发展项目

45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洪山院区建设项目 洪山区

46 蔡甸线新农站东侧、新天大道以南项目 蔡甸区

47 武汉新城国博会展配套工程 汉阳区

48 市司法局柏泉强制隔离戒毒所建设项目 东西湖区东山街道

49 武汉空港国际会展中心 空港临空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