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池县自然资源局2019年3月-9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后公示

证书编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建筑面积
（㎡）

办证日期

建字第6403232019001号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宁东供水高沙窝工业园区供水工程
高沙窝工业集中区亚苏北路以

东，荣悦街以北
982.76 2019.1.10

建字第6403232019002号 宁夏天顺天然气有限公司 天顺加油加气站项目
盐池县民族西街北侧、五原北路

西侧

地下储油罐4具、LNG
储罐1具、加油机5台
、LNG加液机2台

2019.1.23

建字第6403232019003号 宁夏新柯源能源利用有限公司 100×104标方天然气液化项目
盐池县工业园区区块三（高沙窝

工业集中区）

总42357.02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2103.88平方米）

2019.1.24

建字第6403232019004号 盐池县生存汽车综合检测有限公司 机动车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盐兴公路南侧、交警队西侧 2076 2019、2、13

建字第6403232019005号 宁夏新凯能源有限公司 盐池县惠安堡金宇加油站项目
惠安堡镇电力街以南、211国道西

侧
155.25 2019.3.21

建字第6403232019006号 长庆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水电厂
宁夏姬源油区110KV输变电工程

（天字110KV变电所）
盐池县麻黄山乡后洼村 873 2019.3.28

建字第6403232019007号 国华（宁夏）新能源有限公司 国华盐池青山三期风电项目 盐池县青山乡、冯记沟乡 150MW风电项目 2019.4.3

建字第6403232019008号 宁夏昊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博雅西苑住宅小区工程建设项

目
文化街北侧，兴武南路西侧 18396.4 2019.4.15

建字第6403232019009号 盐池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盐池县工业园区高沙窝集中区

污水处理PPP项目
盐池县高沙窝集中区高沙路以西

、荣建街南侧
2500m

3
/d污水处理项目 2019.4.23

建字第6403232019010号 宁夏天宇锦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盐池县“惠锦苑”商住小区工

程建设项目
广惠西街南侧、平安大道以西 16183.5 2019.4.22

建字第6403232019011号 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解放街（永清路-城墙边）道路

排水工程
解放街（永清街-城墙边）

道路：266.206    
排水：504

2019.4.29

建字第6403232019012号 宁夏盐池县恒纳地毯有限公司 盐池县地毯博物馆 安定街以北、鼓楼街以东 1956.27 2019.5.21



建字第6403232019013号 宁夏苏沪新材料有限公司 9.8万吨/年醋酸衍生产品项目 盐池县高沙窝功能区 12084.48 2019.5.2

建字第6403232019014号 宁夏润广石化有限公司 20万吨/年石脑油综合利用项目
工业园区块一县城功能区二期羽

翼路北侧、徐记梁路东侧
1017.95 2019.5.24

建字第6403232019017号 盐池县供热有限公司
盐池县2019年保障房配套基础

设施供热工程
盐池县城区

一次管网：5106米  
二次：11220米    
改造：11364.6米

2019.6.3

建字第6403232019018号 宁夏盐池滩羊选育场 盐池滩羊选育场附属用房 大水坑镇友谊路西、英才街北侧 209 2019.6.3

建字第6403232019019号 宁夏中恒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君泰新能源（充电）科技中心

综合楼
振远街北侧、兴武路东侧 13281.35 2019.6.4

建字第6403232019020号
宁夏星远置业有限公司

兴盛华府住宅项目（东区）
大水坑镇兴盛西街北，友谊路东

侧

15274.67 2019.6.14

建字第6403232019021号 兴盛华府住宅项目（西区） 6454.38 2019.6.14

建字第6403232019022号 宁夏盐池县多司得食品有限公司
1000只/天盐池滩羊屠宰加工续

建项目
盐池县农产品加工园区 666.45 2019.6.18

建字第6403232019023号
中国石油天然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吴

忠销售分公司
盐池郑记堡加油加气站（新

建）工程
盐池县王乐井乡郑记堡村盐兴公

路北侧
879.9 2019.6.20

建字第6403232019024号 宁夏宏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富春山居住宅小区17#楼 花马池西街北侧、政谐路西侧
总21201（地上
20051.06）

2019.6.27

建字第6403232019025号 宁夏新捷能源有限公司
高沙窝镇加油加气站（新建）

项目 
高沙窝功能区、307国道南侧 1020.64 2019.7.5

建字第6403232019026号 龙源吴忠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龙源盐池西大井50WM风电项目 花马池镇、高沙窝镇 9975 2019.7.15

建字第6403232019027号 国电电力宁夏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盐池县麻黄山风电厂国电二期

49.5MW风电项目
青山乡 601.6 2019.7.29

建字第6403232019028
（补）号

宁夏苏沪新材料有限公司
9.8万吨/年醋酸生产品项目工

具间
盐池县工业园区区块二亚苏北路

东侧、荣建路北侧
3285.33 2019.7.31

建字第6403232019029号 宁夏金裕海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质量升级罐区调和技术改

造项目
盐池县工业园区区块一 1030.3 2019.7.31

建字第6403232019030号 宁夏环太荞麦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环太荞麦大健康产业园
盐池县工业园区主区，解鞍东街

南侧，校场路东侧
13688 2019.8.1

建字第6403232019031号 张天林 盐池县永福综合楼项目 永清南路东侧、振远东街南侧 2256.8 2019.8.1



建字第6403232019032号 宁夏盐池万政工贸有限公司
亚麻籽油、菜籽油深加工及物

流配送项目
盐池县工业园区主区，解鞍东街

南侧，盐川大道西侧
1413.91 2019.8.5

建字第6403232019033号 宁夏宝祥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冯记沟加油站 244国道北侧，338国道东 356.72 2019.8.6

建字第6403232019034号 盐池县民政局 盐池县萌城战斗纪念园 惠安堡镇萌城行政村 119.25 2019.8.15

建字第6403232019035号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宁东供电公

司

国网宁夏宁东盐池县供电公司
生产配套用房，花马池供电所

扩建
盐州南路西侧、凝翠北侧 2797.75 2019.8.19

建字第6403232019036号 宁夏恒汇鲁丰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恒汇鲁丰科技有限公司综

合楼建设项目
盐池县工业园区区块二（宝塔） 568 2019.8.20

建字第6403232019037号 神华国能宁夏煤电有限公司
宁夏盐池惠安风电场一期50MW

项目
吴忠市盐池县惠安堡、冯记沟乡 3334.42 2019.8.20

建字第6403232019038号 盐池县教育体育局
盐池县第一小学体育活动场地

（乒乓球训练馆）
一小南侧空地 441.32 2019.8.25

建字第6403232019039号 盐池县兴盐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盐池县中融加油加气站（新

建）工程
防秋路街南侧、紫塞路东侧 1205.14 2019.8.27

建字第6403232019040号 宁夏新珂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10
4
标方天然气液化项目 盐池县高沙窝镇区块三 2319.73 2019.8.30

建字第6403232019041号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建局） 长城新村 民族街北侧，五原路以东 30554.35 2019.8.30

建字第6403232019042号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建局）
永清南路南延伸段道路及排水

工程
永清南路南延伸段

总长：453.95米，宽
25米

2019.9.2

建字第6403232019043号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建局）
医院南路（沟沿街）东段道路

及排水工程
医院东侧

总长：538米，宽20
米

2019.9.2

建字第6403232019044号
宁夏利源集团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新建宁夏利源集团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学校
凝翠街北侧、盐川大道西侧 4029.36 2019.9.4

建字第6403232019045号 盐池县教育体育局
盐池县惠安堡镇幼儿园迁建项

目
惠安堡镇北环路南侧经一路西侧 3975 2019.9.10



建字第6403232019046号 宁夏深燃众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BOG提氮装置示范项目 盐池县工业园区区块一 358.99 2019.9.10

建字第6403232019047号 宁夏深燃众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盐池县天然气回收利用项目 盐池县工业园区区块一 379.19 2019.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