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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三批）项目表

地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本次计划下达车购税

（万元）
备注

合计 2,11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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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安徽
G5011芜合高速公路芜湖至林头段改扩建工

程
高速公路 10,000 

安徽 G344（X016宿涡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089 

安徽 G344五河张滩至皖苏省界段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90 

安徽
G345临泉至关庙段改建工程（单桥至李

营）
国省道改造 3,500 大别山区

安徽 G347无为至普济圩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安徽
淮南市孤堆至毛集段一期（田家庵区曹庵

镇大孤堆至孤堆回族乡许桥村西）
国省道改造 2,506 

福建
泉南高速永春互通至汤城枢纽段及厦沙高

速德化至汤城枢纽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纵三线）周宁县纯池镇祖龙村（寿宁
界）至周宁城关（仙溪亭）公路工程

（S207硋窑村至萌源村段）

国省道改造 1,22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纵三线）周宁县纯池镇祖龙村（寿宁

界）至周宁城关（仙溪亭）公路工程
（S207纯池镇至硋窑村段）

国省道改造 1,48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纵三线）周宁县纯池镇祖龙村（寿宁

界）至周宁城关（仙溪亭）公路工程

（S207寿宁界至纯池镇段）

国省道改造 1,17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G104连江新洋（陀市）至南塘段 国省道改造 3,74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S207线寿宁下党至尤溪段 国省道改造 2,00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S209(联十一线)涵江江口至仙游枫亭A11-1

合同段(仙游境内段)
国省道改造 1,000 

福建 国道G316线长乐漳港至营前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福建 国道G528线政和县林屯至石屯段 国省道改造 8,7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道G534线大田广平铭溪至栋仁段 国省道改造 82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国省道干线横四、横五（闽清境）梅溪石

湖至渡口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2,140 

福建
国省干线纵三线(S213)仙游境内游洋双峰

至钟山麦斜段
国省道改造 3,714 

福建 横七线（G356）永春达埔东园段至前峰段 国省道改造 2,45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横七线（G356）永春石鼓卿园至达埔东园

段
国省道改造 2,51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联二线（S310）德化半林（莆田界）至盖
德路段的土坂（李厝）至盖德（中洋）路

段工程

国省道改造 76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联二线（S310）德化半林（莆田界）至诗

墩路段（龙门滩至苏洋段）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2,27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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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联六线(S219)漳平市和平至双洋镇温坑村
（三明界）段（九鹏溪风景区过境段）公

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5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联三线（S312线）惠安黄塘至虎窟段 国省道改造 1,633 

福建

联一线S211莆田市秀屿区南日码头至山初

段公路和联一线（即南日岛北环岛）公路

工程（S211）（K0+000-K3+543.950）

国省道改造 1,495 

福建
省道219线（联六线）漳州芗城区过境段和

圣王大道C标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5,35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福建
省道S308（纵七线）将乐县梅花至玉华段

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49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甘肃
G85银昆高速彭阳（宁甘界）经平凉至大桥

村（甘陕界）段
高速公路 40,000 六盘山区

甘肃 G213线肃南至祁连公路 国省道改造 26,52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佛山市高明大桥至富龙大桥公路工程（第

NHKS-02合同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广东
国道G235线大埔县三河至大麻段路面改造

工程
国省道改造 1,87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惠东县高潭革命老区潮惠高速连接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省道S221线大埔县湖寮至枫朗段公路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省道S222线饶平黄冈镇圩段和三百门大桥

至海山段改造工程
国省道改造 4,801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省道S253线连平忠信至青州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852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省道S282线电白望夫桥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640 

广东
省道S340线紫金县御临门至九和段（河惠

莞高速公路九和连接线）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32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东
省道S512线林寨至热水公路林寨兴井至合

水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29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西 G59呼和浩特至北海高速公路灌阳至平乐段 高速公路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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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广西
G321桂三高速公路龙胜县城段出口连接公

路（K2+480-K4+880段）
国省道改造 3,802 滇桂黔石漠化区

广西 G322灵川经五通至苏桥 国省道改造 5,000 

广西 G323东兰县绕城公路 国省道改造 8,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广西 G355蒙山至金秀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广西 G357田林经八桂至定安 国省道改造 10,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广西 G358桂平东塔至蒙圩 国省道改造 5,000 

广西 G359化峒至靖西 国省道改造 4,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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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S310贵港大岭至横县良圻（横县马岭至良

圻）
国省道改造 5,000 

广西 S517凤山袍里至乐业新化（河池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广西 S517凤山袍里至乐业新化（乐业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都香国高都匀至安顺 高速公路 40,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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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乌蒙山区

贵州 G210沙坪至福泉马场坪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3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贵州 G243湄潭月亮坝至余庆公路 国省道改造 16,353 武陵山区

贵州 G320镇宁县城至石头寨公路 国省道改造 3,514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G354瓮安银坑水至肖家坳公路 国省道改造 5,000 滇桂黔石漠化区

贵州 S201江口县凯德桥至韭菜塘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武陵山区

海南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工程 高速公路 10,000 

海南 S308美洋线儋州互通至洋浦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376 

海南 国道G223万宁市大茂至长丰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海南 国道G540毛九线抱由至九所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北京新机场至德州高速公路京冀界至津石

高速段
高速公路 80,000 

河北
青岛至兰州高速公路（G22）涉县至冀晋界

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5,000 

河北 G104海河路至柳孟春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6,424 

河北 G340邢台段绕城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560 

河北 承德龙须门至黄崖子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赤峰至曹妃甸公路（G508）滦州至青坨营

段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河北 国道G233棋盘山至围场北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燕山-太行山区

河北
国道G339滨州港至榆林公路冀州至邢台界

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河北 国道G508峪耳崖至大地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北
省道S223外沟门至金台子公路凤山至金台

子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燕山-太行山区

河北
省道S241线照阳河至头百户公路康保县城

至邓油坊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燕山-太行山区

河北
围场至察哈尔右翼后旗公路（G510）郭家

围至冀蒙界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燕山-太行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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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二广高速洛阳城区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10,000 

河南 G329线豫皖交界至沈丘王楼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000 大别山区

河南
G344东灵线（原Z001）嵩县陆浑至箭沟河

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秦巴山区

河南
G344东灵线栾川秋扒至三川皮皮岭段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秦巴山区

河南 G344汝阳汝州交界至洛峪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497 秦巴山区

河南
S239线、G328线新野县城至邓州高铁站新

野境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103 

河南 S302汤阴境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河南
S312沿黄线新安县仓田至渑池交界段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1,438 

河南 省道207商丘至柘城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大别山区

河南
省道221东大线（新省道304）鹤壁境改造

工程
国省道改造 3,746 

河南
省道223（原省道206）上蔡县城至驻马店

市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6,703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省道223（原省道219）上蔡县城段改建工

程
国省道改造 89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省道223（原省道219）周驻交界至上蔡段

改建项目
国省道改造 2,31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河南 省道244三门峡大坝至市区段改造工程 国省道改造 1,447 

河南 省道304内浚界至杨小屯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河南
省道304濮阳白堽黄河公路大桥及接线工程

（主线一期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河南 省道313陕县石原至三门峡西站段改造工程 国省道改造 2,688 

河南
省道520郏汝线宝丰大营至汝州交界段改建

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 

河南 新增省道205固始境陈集至县城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大别山区

河南 新增省道303安阳至姚村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500 

黑龙江 G102国道北京至抚远公路通河段 国省道改造 4,442 

黑龙江
G231国道嫩双公路泰来（克利）至黑吉省

界（街基）段
国省道改造 7,50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黑龙江
省道哈尔滨至亚布力公路尚志镇至一面坡

段
国省道改造 3,000 

黑龙江
省道同江至汪清公路桦双界至桦南（驼腰

子镇）段
国省道改造 6,7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北 呼北高速公路宜都（全福河）至鄂湘界段 高速公路 10,000 武陵山区

湖北 麻城至安康高速公路麻城东段 高速公路 20,000 大别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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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中洲至北湖段改扩建工

程
高速公路 10,000 

湖北
张家界至南充高速公路宣恩（李家河）至

咸丰段
高速公路 10,000 武陵山区

湖北 106国道通山县洪港至九宫山段 国省道改造 7,000 

湖北 107国道咸安绕城段 国省道改造 5,619 

湖北 207国道埠河至南平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9,663 

湖北 209国道建始县长梁乡至城区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 武陵山区

湖北 236省道蕲春英山坳至界岭段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5,395 大别山区

湖北
242国道恩施大集场至宣恩晓关段改扩建工

程（恩施市段）
国省道改造 2,224 武陵山区

湖北
242国道恩施大集场至宣恩晓关段改扩建工

程（宣恩县段）
国省道改造 4,000 武陵山区

湖北 316国道河谷大桥及连接线 国省道改造 10,000 

湖北 318国道恩施市崔家坝绕镇公路 国省道改造 1,779 武陵山区

湖北 318国道利川市谋道至苏拉口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800 武陵山区

湖北 346国道随州市十岗至任家台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湖北 348国道巴东县平阳坝至巴东垭段 国省道改造 3,240 武陵山区

湖北 348国道秭归县郭家坝至文化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1,675 武陵山区

湖北 350国道利川市石山庙至羊子岭段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600 武陵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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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湖北 G346宜城汉江二桥及接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湖北 G347京山邓李至钟祥东桥段 国省道改造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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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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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湖北 S287兴山县百果园至水月寺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500 

湖北 湖北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国省道改造 30,000 

湖南 G352吉首乾州-凤凰腊尔山（凤凰段） 国省道改造 8,000 武陵山区

湖南 G354安化烟溪镇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74 武陵山区

湖南 S217赫山区牌口至欧江岔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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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S238安化东坪至渠江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武陵山区

湖南 S555（原S255）中方至芷江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武陵山区

湖南 临武县城至叉江口公路 国省道改造 4,889 

吉林 G1015铁力至科右中旗高速松原至通榆段 高速公路 40,00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吉林 国道丹阿线(G331)新华至英安段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苏 312国道龙华立交至张店枢纽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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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罗霄山区

江西 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赣皖界至婺源段 高速公路 10,000 

江西 G105永修县云山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421 

江西 G206国道桃林至大田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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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238定南历市至老城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G354奉新绕城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562 

江西 G354江头至铜鼓县城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899 

江西 G358安远县和务至大围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624 罗霄山区

江西 S219永丰县至藤田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16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S222吉安桐坪至长塘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979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S301瑞昌市源头山隧道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2 

江西 S309水江至东源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310 

江西 S314青原区新圩至富滩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434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S433崇仁巴山至咸溪段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7,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江西 S444永新县才丰至东里段公路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175 罗霄山区

辽宁 G201鹤大线老道排桥至龙头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辽宁 G202黑大线清原西至苍石北段 国省道改造 3,627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辽宁 G229饶盖线乌鲁岭至朝阳桥段 国省道改造 2,501 

辽宁 G229饶盖线榆树至小南沟段 国省道改造 1,79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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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G230通武线东砖城子至二沟段 国省道改造 2,752 

辽宁 G331丹阿线下河口桥至永甸段 国省道改造 2,438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辽宁 G506集本线二棚甸子至四道岭子段 国省道改造 685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辽宁 G506集本线碱厂至小市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辽宁 S214法盘线康法交界至张强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内蒙古 二广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 高速公路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内蒙古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草高吐至乌兰浩

特
高速公路 20,000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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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内蒙古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公主埂至经棚 高速公路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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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内蒙古 国道110线包头北绕城 国省道改造 10,000 

内蒙古 国道213线达来呼布至东风航天城 国省道改造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内蒙古 国道505线库伦—奈曼 国省道改造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宁夏 G110线大武口至暖泉段改扩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1,386 

宁夏 G344线同心至李旺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六盘山区

宁夏 国道344线青石嘴至固原段 国省道改造 3,320 六盘山区

青岛
国道G309青岛至兰州公路（南泉至桃源河

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山东 G206威汕线莒南官西坡至河东汤头段 国省道改造 2,000 

山东 G206威汕线临沂日照界至莒南官西坡段 国省道改造 2,000 

山东 G240保台线菏泽市马庄至马岭岗段 国省道改造 3,000 

山东 G327连固线巨野绕城段 国省道改造 3,000 

山东 G340东子线沾化绕城段 国省道改造 2,000 

山东 G518日定线鲁苏界至单县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山西 呼北国家高速公路山西省朔城至神池段 高速公路 16,500 吕梁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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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吕梁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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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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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207国道左权至黎城界及南沁线左权桐峪至

河北涉县界公路新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山西
国道108线榆次境内鸣李至东长寿段改建工

程
国省道改造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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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省道改造 15,000 

山西 国道241、省道岚马线汾河水库段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0 吕梁山区

山西 省道临夏线新绛县城过境段改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陕西 京昆国高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108省道大荔县城过境公路 国省道改造 8,278 

陕西 211国道石梯至张滩公路 国省道改造 3,200 秦巴山区

陕西 306省道麟游县良舍至两亭公路 国省道改造 7,000 六盘山区

陕西 G244定边红柳沟至水口峁（陕宁界）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G307靖边东坑至彭滩公路 国省道改造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G316旬阳县城过境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2,600 秦巴山区

陕西 G342崾岘梁至画眉梁公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陕西 G345略阳横现河及郭镇过境公路 国省道改造 3,000 秦巴山区

四川 G245线乐山市金口河区城市过境段 国省道改造 6,057 

四川
G549线九龙县至雅安石棉段（石棉境内

段）
国省道改造 5,000 

天津
宝武公路（平宝公路-津围公路联络线）改

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000 

天津 仓桑公路（规划东昌路-军蓟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2,778 

天津 独流减河北堤路（原西青环线）工程 国省道改造 1,683 

天津 工农大道（港中路—津冀界）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天津
海清公路（津汉公路-西外环高速公路）工

程
国省道改造 3,674 

天津
津歧公路（东风大桥—南堤路）拓宽改造

工程
国省道改造 4,000 

新疆 G0711线乌鲁木齐-尉犁 高速公路 3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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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7线巴里坤至木垒 高速公路 5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218线35团至若羌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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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G315线依吞布拉克（新青界）至若羌段 国省道改造 8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331青河至富蕴至阿勒泰公路工程 国省道改造 2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331线鸣沙山-乌拉斯台-塔克什肯口岸

（阿勒泰段）
国省道改造 9,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331线鸣沙山至乌拉斯台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335线塔岔口-托里-巴克图口岸（塔岔口-

额敏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G575老爷庙口岸-巴里坤公路 国省道改造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新疆 国道218线尉犁至35团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云南 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弥勒至玉溪段 高速公路 30,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云南 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玉溪至楚雄段 高速公路 50,000 滇西边境山区

云南 G219云南李仙江至绿春段 国省道改造 30,000 滇西边境山区

浙江 330国道淳安千岛湖大桥至临岐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 

浙江 国道G322文成西坑至景宁交界段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000 

重庆 G347塘坊至尖山 国省道改造 4,000 秦巴山区

重庆 巴南区G210百合子至圣灯山段 国省道改造 5,304 

重庆 北碚区G244澄江至璧山界段 国省道改造 6,552 

重庆
北碚区G351东阳街道东阳村至胜利村段公

路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3,684 

重庆 北碚区S107小湾至璧山界段 国省道改造 1,839 

重庆 璧山区G244三担至福里树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10,560 

重庆 奉节县国道G348草堂大桥至梅溪桥段 国省道改造 10,280 秦巴山区

重庆 九龙坡区G212华福路口至沙坪坝界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4,966 

重庆
梁平区G243线复平（万州界）至合兴镇段

改建工程
国省道改造 5,875 

重庆 南川区G243头渡至风门段 国省道改造 16,416 

重庆 沙坪坝区G212九龙坡界至曾家段公路 国省道改造 9,067 

重庆 石柱县G350黄水至火石岭段 国省道改造 18,678 武陵山区

重庆 万州区G243开州（福耳桥）至梁平界段 国省道改造 11,436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重庆 万州区G318龙驹至五桥段 国省道改造 4,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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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万州区G318万斛至分水段 国省道改造 3,000 其他“老少边穷”地区

重庆 巫山县G347大昌至史家垭段 国省道改造 8,419 秦巴山区

重庆 巫山县G347平河至大昌段 国省道改造 14,428 秦巴山区

重庆 秀山县G319苏家湾至洪安政府段 国省道改造 1,140 武陵山区

重庆 秀山县G319武营至石耶段 国省道改造 13,848 武陵山区

重庆
云阳县南溪至黄石快速通道建设工程公路

段
国省道改造 20,658 秦巴山区



附件2

农村公路路网改善工程分省资金规模

单位：万元

序号 省份
农村公路路网改善工程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激励资金）

合计 30,000 

1 浙江 5,000 

2 河南 5,000 

3 湖北 5,000 

4 广东 5,000 

5 广西 5,000 

6 四川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