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用地位置
用地面积
（公顷）

土地用途

1 元宝区 中凯南侧地块 金山镇金山村 3.54 商服

2 振安区 五龙背镇五龙背村养老项目 五龙背镇五龙背村 0.29 商服

3 振兴区 大羽仓库D-1-2地块
东起徐家堡铁路口，西至库北角
院墙；南起黄海路佳兆业北角约
98米，北至桥头社区南175米

0.85 商服

4 合作区 摩天轮西侧地块 国祥路北侧、银河大街西侧 2.59 商服

7.27

1 元宝区 东尧城市家园东侧地块
九道城市家园东侧、三号干线北
侧

5.72 住宅

2 元宝区 金水河西侧地块 丹汤公路以北、沈丹高速以东 7.71 住宅

3 元宝区 哈纺地块
金山大街以东、丹东纺织厂及周
边

11.26 住宅

4 元宝区 学院东街以北、原天泽周边地块 金山镇山城村 2.18 住宅

5 元宝区 金枫裕墅北侧地块 金枫裕墅以北、站后路以东 3.97 住宅

6 振安区 九连城镇九连城村局部地块改造项目 九连城镇九连城村 2.37 住宅

7 振兴区 铁矿沟D-5-1地块
东起白房西街，西至白房山，南
起白房西街大岭，北至铁矿路

3.78 住宅

8 振兴区 铁矿沟D-6-1地块
东起桃源山，西至铁矿路，南起
桃源山礼拜堂，北至铁矿沟幼儿
园

0.55 住宅

9 振兴区 大羽仓库D-1-1地块
东起徐家堡铁路口，西至库北角
院墙；南起黄海路佳兆业北角约
98米，北至桥头社区南175米

4.93 住宅

10 振兴区 山上街人防路地块 山上街人防路八号周边 0.80 住宅

11 合作区 原国门湾公园地块

国强路以南
鸭绿江大街以西
中央大道以北
银河大街以东

15.20 住宅

12 合作区 冶炼厂北地块

东：金河大街
西：爱河大街
南：文永路
北：国瑞路

2.01 住宅

60.46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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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用地位置
用地面积
（公顷）

土地用途

1 元宝区 阜昌路以南、山水水泥以西地块 金山镇石桥村 0.63 工业

2 振安区 丹东博威磨片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 鸭绿江街道武营村 2.73 工业

3 振安区 五龙金矿选矿厂新建项目 同兴镇板石村 1.50 工业

4 振安区 丹东大爱服装有限公司新建项目 同兴镇同兴路83号 0.35 工业

5 振安区 综合利用废弃物十万吨土壤调节剂项目 汤山城镇汤山城村 5.50 工业

6 振安区 丹东市振安区龙升农产品加工厂项目 汤山城镇龙升村 1.20 工业

7 振安区 丹东东利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汤山城镇东路26号 1.93 工业

8 振安区 盛兴耐火材料制品厂新建办公楼项目 汤山城镇汤山城村 0.34 工业

9 振安区
丹东丹丰农作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
目

楼房镇孤山村 0.75 工业

10 振安区
辽宁宏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子仓储建设
项目

楼房镇梨树沟村 1.20 仓储

11 振安区
丹东市东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建库房项
目

楼房镇楼房村 0.35 仓储

12 振安区
丹东市志峰暖通工程有限公司新建办公用
房及仓库项目

楼房镇马家村 0.26 工业

13 振安区
丹东市振安区春海汽车修配厂新建厂房项
目

楼房镇马家村 0.31 工业

14 振安区 丹东常青仪表元件厂 楼房镇马家村 1.10 工业

15 振安区 丹东宏德蜡烛制品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 楼房镇楼房村 0.26 工业

16 振安区 鸭绿江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项目 楼房镇楼房村 1.52 工业

17 合作区 现代渔港地块
台南路以西
鸭绿江路以北部分地块

17.94 工矿仓储

18 高新区
新能源汽车网络总线控制线束生产研发基
地项目

纵七路以北、横六路以西地块
（高新区控规C-21地块）

2.20 工业

19 高新区 德国威乐水泵合作生产项目
纵七路以北、横六路以西地块
（高新区控规C-21地块）

0.78 工业

20 高新区 制造压缩机及化工装备项目
纵七路以北、横六路以西地块
（高新区控规C-21地块）

1.01 工业

21 高新区 服装智能生产项目
纵七路以北、横六路以西地块
（高新区控规C-21地块）

3.23 工业

45.08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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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用地位置
用地面积
（公顷）

土地用途

1 元宝区 蛤九路北侧、热源厂地块 金山镇山城村 10.06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2 振安区
丹东恒景热力有限公司
新建液化天然气储配站项目 鸭绿江街道鸭绿江村 22.2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3 振安区 丹建新时代小区南侧地下停车场 珍珠街道办事处 0.6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4 振安区 二号干线东段地下停车场 九连城镇套外村 1.49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34.43

1 振安区 鸭绿江丁甲公益性公墓 鸭绿江街道鸭绿江村 0.70 特殊用地

0.70

147.95合计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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