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武汉市2021年市级重大在建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 科技创新及现代产业

（一） 重大科技设施及平台

1 新型显示产业创新中心项目 东湖开发区

2 迈瑞医疗武汉研究院项目 东湖开发区

（二） 战略性新兴产业

3 腾龙光谷数据中心项目 东湖开发区

4 中金数谷武汉大数据中心 临空港开发区

5 飞游公司整体搬迁及移动运营平台建设项目 江夏区

6 国家网络安全基地孵化器 临空港开发区

7 迪马智能科技产业园 临空港开发区

8 优炫信息安全产业园 蔡甸区

9 中电光谷数字产业园 蔡甸区

10 中国通用航空研发制造中心 东湖开发区

11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新洲区

12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项目 武汉开发区

13 康明斯东亚研发新技术中心 武汉开发区

14 武汉江夏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江夏区

15 海康威视智慧产业园 江夏区

16 维港智联生产基地 黄陂区

17 武汉洪山智能网联产业园 洪山区

18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产业园 武汉开发区

19 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建设项目 武汉开发区

20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产业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21 吉利飞行汽车项目 武汉开发区

22 医疗防护物资生产及储备中心项目 新洲区

23 东湖高新国际健康城项目 江夏区

24 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研发生产中心 江夏区

（三） 先进制造业

25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日常技术类改造项目 武汉开发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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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汽车零部件冲压、焊接生产 蔡甸区

28 乙烯脱瓶颈改造项目 青山区

29 武钢有限炼铁厂二三烧结整合大修改造 青山区

30 宝龙达电脑及电子产品生产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31 攀升电脑生产基地项目 黄陂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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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祥兴箱包制造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34 蒙牛华中低温乳品工厂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35 混砂浆、水性粘合剂、水性涂料研发和制造项目 蔡甸区

36 周大福（武汉）珠宝文化产业园项目二期 黄陂区

37 创芯汇科技产业园项目 黄陂区

38 福瑞智能卫浴智能化工厂项目 黄陂区

39 坤鼎及配套项目 江夏区

40 中电建集团武汉铁塔厂项目 新洲区

41 名创优品一带一路产业生态城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四） 总部经济

42 武汉光谷大悦城城市综合体 东湖开发区

43 中国城乡武汉总部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44 富力总部商务办公楼及人才公寓项目D1110（774） 临空港开发区

45 中诚信征信总部大厦项目 江岸区

46 楚商大厦暨武汉商会总部 江岸区

47 中南科研设计中心 汉阳区

48 中建三局雄楚总部基地(中建福地星城二期) 洪山区

49 中法企业中心 蔡甸区

50 华讯科技金融城（中海二七滨江） 江岸区

51 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综合地块项目 江岸区

52 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18、19号地块项目 江岸区

53 武汉国华金融中心 江岸区

（五） 商贸物流

54 圣泽捷通物流基地 武汉开发区

55 深国际武汉蔡甸综合物流港 蔡甸区

56 湖北快递电商总部基地项目 蔡甸区

57 京东亚洲一号武汉蔡甸物流园 蔡甸区

58 国家粮食现代物流（武汉）基地暨国家稻米交易中心 新洲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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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武汉天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B型）及配套项目 黄陂区

61 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K2、K4、K7） 武昌区

62 华中科创产业园（麦德龙） 武昌区

63 融创·首创国际智慧生态城 武汉开发区

64 恒大云水山项目 武汉开发区

65 武建光彩国际城项目 江岸区

66 武汉华润中心 江岸区

67 华发外滩荟 江岸区

68 越秀国际金融汇 江汉区

69 华发中城荟二期 江汉区

70 长投云玺 江汉区

71 武汉江宸天街 江汉区

72 中城信达后湖里 江汉区

73 武汉嘉里中心项目 江汉区

74 复星外滩中心 硚口区

75 武汉恒隆广场 硚口区

76 融创一江源 硚口区

77 武地万科万维天地 硚口区

78 龙湖春江郦城 硚口区

79 万科公园大道（万科东风村开发项目） 硚口区

80 中建·御景星城二期 硚口区

81 远洋东方镜世界观 汉阳区

82 惠誉钰龙湾商业综合体 汉阳区

83 万科金域国际（五里墩B1地块） 汉阳区

84 万科新世纪翡翠滨江（汉江村城中村改造K3地块） 汉阳区

85 武汉新港长江城 汉阳区

86 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及居住项目（B1、B2地块） 汉阳区

87 武汉国际文化商业中心A区 汉阳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88 绿地国际金融城 武昌区

89 梦时代广场 武昌区

90 华中金融城（K1、K2、K3、K6、H7地块） 武昌区

91 联投中心 武昌区

92 南华船厂武金堤厂区南地块 武昌区

93 江城之门项目 武昌区

94 积玉万象 武昌区

95 新建商务设施公园绿地项目 武昌区

96 武汉平安幸福中心项目 武昌区

97 武汉长江中心（A包、B包） 武昌区

98 长投生态中心 武昌区

99 华侨城青山88地块项目 青山区

100 武地·滨江国际 青山区

101 华侨城欢乐天际（P158地块） 洪山区

102 前海人寿杨春湖高铁商务区地块开发项目 洪山区

103 白沙洲龙湖项目（武咸15号地块、毛坦村K4地块） 洪山区

104 万科云城 洪山区

105 碧桂园碧乐城项目 洪山区

106 中粮·国际营养健康城（中粮祥云·地铁小镇） 蔡甸区

107 万科保利联投理想星光 江夏区

108 建发金茂玺悦 江夏区

109 宝业德信 江夏区

110 武汉恒大科技旅游城 江夏区

111 经发龙湖云山居项目 江夏区

112 银禾广场商业综合体 黄陂区

113 华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一期） 新洲区

114 新洲万达广场项目（一期） 新洲区

115 天汇龙城综合体 黄陂区

116 香港中心 硚口区

117 融创·武汉1890 汉阳区

118 武汉设计之心项目 江岸区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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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汉口星河湾A1区（花桥村城中村改造K2二期A1区地块及扩大
用地）

江岸区

121 招商国著上宸 硚口区

122 华侨城欢乐天际广场区（杨春湖A地块） 洪山区

123 汉江宏远·悦荟天地 黄陂区

二 基础设施

（一） 对外交通

124 武汉天河机场第三跑道及配套机坪项目 黄陂区

125 武汉至大悟高速公路武汉至河口段 黄陂区、孝感市

126 武汉至阳新高速公路（武汉段） 东湖开发区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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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

128 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中洲至北湖段改扩建工程
东湖开发区、青山区、
江夏区

129 G347武汉市新洲段改建工程 新洲区

130 汉口火车站北广场工程 江汉区

131 武汉长江航运中心 江汉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132 汉口客运中心 江汉区

（二） 轨道交通

133 6号线二期 临空港开发区

134 16号线（汉南线）
汉阳区、蔡甸区、武汉
开发区

135 5号线 青山区、武昌区

136 11号线东段二期
东湖开发区、洪山区、
武昌区

137 11号线三期首开段 武昌区、洪山区

138 12号线武昌段 武昌区、洪山区、青山
区

139 12号线江北段
江岸区、江汉区、硚口
区、汉阳区

140 19号线 青山区、东湖开发区

141 前川线 黄陂区、临空港开发区

（三） 市政交通

142 两湖隧道工程东湖段
洪山区、武昌区、东湖
风景区

143 滨江核心区地下空间环路二期 武昌区

144 建设大道延长线（韦桑路~兴业路）工程 江岸区

145 武九铁路搬迁工程 武昌区、青山区

146 琴台大道工程（二环线—三环线） 汉阳区

147 新武金堤路工程（武泰闸—洪山江夏交界处） 武昌区、洪山区、江夏
区148 白沙二路工程（白沙洲大道—青菱中路） 洪山区

149 武汉航空企业总部区域市政配套工程 临空港开发区

150 两江四岸辐射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武昌区、江汉区等

151 友谊大道（三环线—宏茂巷）（北段） 武昌区

152 武汉中央商务区市政配套工程 江汉区

153 南泥湾大道（三环线-汉西三路）改造工程 硚口区

154 长江新城谌家矶大道（解放大道—三环线）工程 长江新城

155 长江新城新区大道（解放大道—三环线）工程 长江新城

156 长江新城市政道路一期工程 长江新城

（四） 市政设施

157 蔡甸水厂新建工程 蔡甸区

158 阳逻二水厂新建工程 新洲区

159 谌家矶再生水厂工程 江岸区、长江新城

160 经开至汉南一体化项目（一期） 武汉开发区

161 东西湖区雨污分流改造及排水系统完善工程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162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东部片区路网工程 蔡甸区

（五） 生态环境

163 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市政排水工程一期 硚口区

164 蔡甸东部区域清水入江项目 蔡甸区

165 中法生态城什湖周边环境整治项目 蔡甸区

166 府澴河出口河段综合整治工程 江岸区、长江新城

167 南湖水环境提升工程 洪山区、东湖开发区

168 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PPP项目
江岸区、江汉区、硚口
区、临空港开发区

169 沙湖港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武昌区

170 汤逊湖流域治理一期工程 洪山区、江夏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171 东湖水环境提升工程
东湖风景区、洪山区、
东湖开发区

172 武汉市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 蔡甸区

173 武昌生态文化长廊工程（友谊大道-建设十路） 武昌区、青山区

174 三环线生态带公园群及市属公园改造提升
硚口区、汉阳区、江岸
区、江汉区、武昌区等

三 社会民生

（一） 教育

175 中小学配建工程 各区

176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工程 各区

（二） 医疗卫生

177
武汉儿童医院西院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妇幼保
健院新建项目

武汉开发区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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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十一医院扩建项目 江汉区

180 武汉市第七医院迁建（武昌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武昌区

181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洪山院区建设项目 洪山区

182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洪山院区 洪山区

183 武汉市中心医院杨春湖院区 洪山区

184 武汉常福医院建设项目 蔡甸区

185 武汉云景山医院项目 江夏区

186 江夏区中医医院整体迁建项目 江夏区

187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南楼、附属楼项目 江夏区

188 黄陂区人民医院（中心院区）项目 黄陂区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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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武汉航天城同济医院（筹）建设项目 新洲区

（三） 文化体育

191 武汉广电全媒体中心 江汉区

192 武汉中心书城 江汉区

193 汉口历史风貌区老旧小区改造及旅游功能提升项目
江岸区 
江汉区

194 武汉华侨城文化旅游综合项目 东湖风景区

195 武汉市蔡甸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工程（A、D地块） 蔡甸区

196 汉南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工程 武汉开发区

（四）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197 国汇雅苑（银博扩大地块） 江岸区

198 35街还建房建设 青山区

199 武东村还建地块建设项目 青山区

200 谌家矶四村还建房 江岸区、长江新城

201 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武汉市

202 棚改项目 武汉市

203 问津新城新型城镇化项目 新洲区



附件2

武汉市2021年市级重大新开工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 科技创新及现代产业

（一） 重大科技设施及平台

1 东湖科学城起步区 东湖开发区

（二） 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中国电子·华中数字经济产业园 武汉开发区

3 中电光谷智造中心 新洲区

4 光控特斯联（武汉）智慧产业园 蔡甸区

5 长江高科芯城 长江新城

6 智能搬运机器人研发与应用项目 新洲区

7 武汉华中气体岛项目 青山区

8 国家电投华中氢能产业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9 中航锂电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武汉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10 海王核能核电改造项目 江夏区

11 迈瑞医疗武汉生产基地项目 东湖开发区

12 药明康德国际医药研究创新基地项目 东湖开发区

13 武汉稳健二期扩建项目 新洲区

14 舒缓健康产业园 江夏区

（三） 先进制造业

15 牧野汽车装备（武汉）有限公司新工厂 蔡甸区

16 炼铁厂6号高炉改造性大修 青山区

17 顺发智能机械立体停车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武汉开发区

18 山河智能华中区域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黄陂区

19 湖北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项目 黄陂区

20 今创武汉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黄陂区

21 京天电脑生产基地项目 黄陂区

22 圣禹高端智能排水设备研发制造基地 武汉开发区

23 美的武汉家用中央空调项目 武汉开发区

24 联华高档航空食品生产基地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25 格力电器智能制造产业园 蔡甸区

26 中企重科工程机械生产基地项目 黄陂区

27 TCL空调智能制造产业园及配套高级人才公寓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四） 总部经济

28 国际设计小镇项目 武汉开发区

29 同济·健康企业总部 硚口区

30 阿里巴巴华中总部 武昌区

31 珞珈中小企业总部基地 江夏区

32 供销e家华中区域总部项目 武汉开发区

33 众邦金融港项目 黄陂区

（五） 商贸物流

34 武汉绿地天河国际会展中心 黄陂区

35 武汉新城国博会展配套工程 汉阳区

36 恒信汽车汉口北高端品牌汽车城 黄陂区

37 融创公园大观 江岸区

38 华润二七南片建设项目 江岸区

39 三镇中心 江汉区

40 一职教商业中心 硚口区

41 万人宿舍城市综合体 硚口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42 中国（武汉）文化消费体验区 汉阳区

43 中海建桥项目 汉阳区

44 武昌滨江天街（D2/337北） 武昌区

45 小洪山科学城 武昌区

46 长江智谷 洪山区

47 武汉保利城项目（四期B区、七期） 洪山区

48 融创城二期(C5C6地块) 江夏区

49 江夏永旺·美联商业综合体项目 江夏区

50 甘露山文旅城【P（2020）103号地块】 黄陂区

51 青年创业及孵化中心项目一期 黄陂区

52 世茂锦绣长江D2b地块 汉阳区

二 基础设施

（一） 对外交通

53 武汉天河机场T2航站楼改造 黄陂区

54 武汉经天门至宜昌高速公路武汉至汉川段
蔡甸区、孝感市、汉
川市、天门市

55 新港高速双柳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 新洲区、鄂州市

56 107国道东西湖段快速化改造工程 临空港开发区

（二） 市政交通

57
中国光谷“智能网联中轴线”高新二路示范段（豹溪路～未来
三路）建设项目道路改造和综合管廊工程

东湖开发区

58 白沙洲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白沙四路-青菱湖北路） 洪山区

59 二七路过江通道（解放大道-沿江大道）工程 江岸区、武昌区

60 两湖隧道工程南湖段 洪山区、东湖开发区

61 绿色大道工程（四环线-外环南路） 青山区

62 长江新城市政道路二期工程 长江新城

（三） 市政设施

63 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综合管廊工程PPP项目 江岸区

64 武汉蔡甸奓山街工业园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蔡甸区

65
武汉蔡甸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项目（龙王
五期）

蔡甸区

66 江夏区大健康产业园山湖大道南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江夏区

（四） 生态环境

67 武汉开发区小微水体整治 武汉开发区

68 市政管网雨污混错接改造工程 武汉开发区

69 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五期扩建工程 汉阳区

70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洪山区

71 巡司河流域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武昌区、洪山区

72 巡司河流域综合治理二期工程 武昌区、洪山区

73 汉江南岸综合治理工程 汉阳区

74 青山湿地（武丰闸至八吉府大街段）生态综合整治工程 青山区

75 千子山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二期） 蔡甸区

76 千子山有机质固废处理项目 蔡甸区

77 星火焚烧厂二期工程 青山区

78 新沟焚烧厂二期工程 临空港开发区

79 武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预处理项目 江夏区

80 武汉开发区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置项目 武汉开发区

三 社会民生

（一） 教育

81 洪山区白沙洲中学(白沙洲未来实验外国语学校) 洪山区

82 爱莎国际学校项目 武汉开发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二） 医疗卫生

83 同济国际康复医学中心项目 武汉开发区

84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质子中心（一期） 临空港开发区

85 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综合医院 临空港开发区

86
东西湖区第三人民医院综合大楼（西区医疗救治应急大楼）建
设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87 硚口区中心医院 硚口区

88 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药研究中心大楼 洪山区

（三） 文化体育

89 硚口区第二福利院·青少年活动中心 硚口区

90 甘露山文旅城[P(2020)101号地块] 黄陂区

91 西藏大厦（藏民族文化创意体验综合体） 洪山区

92 武汉·花博汇二期 蔡甸区

93 新绿文旅凤凰湾及体育公园 汉阳区

（四）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94 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武汉市

95 唐家墩村城中村改造K8地块及扩大地块 江汉区

96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 硚口区

97 武汉市新洲区新城镇建设项目（二期） 新洲区

98 武汉汉南“中国种谷”项目 武汉开发区



附件3

武汉市2021年市级重大前期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一 科技创新及现代产业

（一） 重大科技设施及平台

1
湖北实验室（光谷、珞珈、江夏、洪山、江城、东湖、九峰山
等实验室）

武汉市

（二） 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京山轻机5G智慧产业园 江汉区

3 路特斯科技全球总部项目 武汉开发区

4 武汉航天创谷项目 新洲区

5 智能康复医疗机器人研发制造中间环节业基地 黄陂区

6 东方电气氢燃料电池及发动机 新洲区

7 开立医疗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东湖开发区

8 香雪制药武汉生产基地项目 黄陂区

9 国药光谷南大健康科技城 江夏区

10 华中科学生态城 洪山区

（三） 先进制造业

11 德煜科技武汉图帕克智能家居项目 黄陂区

12 智能家居研发制造基地项目 黄陂区

13 列车配件产品研发及制造项目 黄陂区

14 园区半导体新材料产业园 青山区

15 雅都工业园 蔡甸区

16 联东U谷三期 蔡甸区

17 年产300万只铸旋轻量化铝合金车轮项目 蔡甸区

18 美亚迪LED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 黄陂区

19 双佳纸品生产基地项目 黄陂区

20 华天总部及装配式建筑科技研发基地 蔡甸区

（四） 总部经济

21 新希望华中区域总部P1P3、P12-1地块 江岸区

22 武汉周大福金融中心 江岸区

23 汉江湾科创总部基地 硚口区

（五） 商贸物流

24 武汉汽车多式联运基地项目 武汉开发区

25 新宜武汉东西湖智能制造产品分拨结算中心 临空港开发区

26 远洋冷链新零售供应链产业园 临空港开发区

27 世顶电商（物流）智慧产业园 蔡甸区

28 京东湖北蔡甸亚洲一号电商产业园（二期） 蔡甸区

29 经开芯中心.国家未来城 武汉开发区

30 武汉水游城项目 江汉区

31 华发中城中心 江汉区

32 跃进片 硚口区

33 宜家荟聚二期 硚口区

34 时代·新世界二期 硚口区

35 武汉汽车运动小镇 汉阳区

36 卓越·大江项目 汉阳区

37 远洋东方境世界观二期 汉阳区

38 联投中岳大厦 武昌区

39 滨江核心区E1/F3项目 武昌区

40 滨江核心区C4项目 武昌区

41 武锅B项目 武昌区

42 武船A包项目 武昌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43 华侨城8-11街地块 青山区

44 中法生态城吾悦广场 蔡甸区

二 基础设施

（一） 对外交通

45 新建武汉区域管制中心工程 黄陂区

46 沿江高铁武荆宜段 临空港开发区

47 沿江高铁武合段
黄陂区、长江新城、
临空港开发区

48 武汉枢纽直通线
东西湖、蔡甸、汉阳
、经开、洪山、江夏

49 武汉至松滋高速公路武汉段 蔡甸区

50 武汉城市圈大通道北段（黄陂至新洲段） 黄陂区、新洲区，黄
冈市51 武汉城市圈大通道南段（江夏至鄂州段） 江夏区，鄂州市

52 京港澳高速湖北段改扩建工程武汉段
临空港开发区、蔡甸
区、汉南区

53 簰洲湾长江大桥（汉南过江通道）及接线工程
汉南区、蔡甸区、江
夏区，咸宁市

54 S122武汉江夏段天子山大桥建设 江夏区

55 G107金龙大街至南环公路段全线高架 江夏区

56 新南环西段纸贺路至G107段高架桥 江夏区

（二） 轨道交通

57  5号线起点调整工程 武汉市

58  21号线起点调整工程 武汉市

（三） 市政交通

59 二七路至铁机路过长江通道 江岸区、武昌区

60 江汉九桥 硚口区、汉阳区

61 左岸大道 武汉开发区

62 右岸大道北段工程（三环线—焦沙二路） 青山区

63 右岸大道北段（焦沙二路—八吉府大街）工程 青山区

64 右岸大道东延工程（花山大道—市域边界） 青山区

65 右岸大道南段（临江大道）工程（张之洞路—八坦路） 武昌区

66 江汉八桥及两岸接线段（东西湖大道—汉阳大道）工程
东西湖区、汉阳区、
蔡甸区

67 和平大道工程（工人村路—四环线） 青山区

68 杨春湖路高架改造工程 洪山区

69 南泥湾大道（汉西三路—汉西路）工程 硚口区

70 长江新区基础设施项目 长江新城

（四） 市政设施

71 新建鲁湖排涝泵站 江夏区

72 大军山二泵站新建工程 武汉开发区

73 江夏区山湖大道（金龙大街~乌段路）道路及市政配套工程 江夏区

74 黄金口地铁停车场配套工程及上盖物业 汉阳区

75 国家网安基地二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临空港开发区

76 武汉白浒山LNG储配基地项目 东湖开发区

（五） 生态环境

77 古田公园 硚口区

78 三金潭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江岸区

79 汤逊湖流域治理二期工程 东湖开发区、江夏区

三 社会民生

（一） 医疗卫生

80 国华城市康养综合体 江岸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81 武汉市优抚医院康复综合大楼项目 江汉区

82 武汉科技大学医院新建转化医学楼项目 洪山区

83 省妇幼街道口院区旧城改造项目 洪山区

84 武汉东湖雅苑康复医疗中心 东湖风景区

（二） 文化体育

85 江汉区社会福利院扩建项目 江汉区

86 华谊电影小镇项目 洪山区

87 汉江湾全民健身中心 硚口区

88 法式文创主题乐园 蔡甸区

89 空港国际体育中心 黄陂区

（三）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90 花博汇鲜花港项目 蔡甸区

91 武汉将军山红色生态度假区 新洲区

92 新洲伟光汇通古城项目 新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