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项目统计表

序号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材料名称

1 射阳县社会福利院 人民路老年护理院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2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黄海街道办事处 盐城宝龙广场南侧商业地块改造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3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及医疗综合体 建议书、可研报告、节能承诺表

4 盐城光谷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电子厂房项目 稳评报告书

5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发展中心 市少儿教育活动中心（市少年宫、盐幼专附属幼儿园） 建议书、可研报告

6 射阳县海河镇、洋马镇人民政府 （大有村、潘东村、条海村）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建议书

7 盐城海建置业有限公司 海富花园项目 稳评报告书、可研报告

8 江苏省阜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阜宁经济开发区专职消防站 可行性研究报告

9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创业园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0 盐城市亭湖城市资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东亭路、清溪路、纬五西路、支三路、香榭路 稳评报告书

11 盐城易汇地产有限公司 三洼棚改安置房工程 稳评报告书

12 江苏兴盐超轨交通有限公司 盐城市区SRT一号线项目 稳评报告书

13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大数据信息技术应用基地商办楼改扩建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4 东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2020年东台市区垃圾处理能力整体提升项目 建议书、三书合一

15 盐城市亭湖区黄尖小学 盐城市亭湖区黄尖小学操场及运动场面层维修改造工程 建议书

16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未来乡村”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工程（5条河道） 建议书

17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毓龙街道办事处 2020年度后街巷道改造工程 稳评评审表

18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南7B地块2号楼公寓装修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9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 定向河中转站改扩建项目 建议书

20 盐城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书房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稳评报告书

21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宝瓶湖街道办事处 宝瓶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 稳评报告书

22 盐城梵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盐城梵居酒店内装修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稳评评审表

23 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低洼易涝片区改造工程 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报告书

24 射阳县残疾人联合会 射阳县残疾人文体艺展能中心改造 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评审表

25 射阳县残疾人联合会 射阳县残疾儿童康复阵地改造 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评审表

26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新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27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南海酒店精装修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28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 稳评报告书

29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伍佑中心卫生院 伍佑中心卫生院病房楼改造及消防设施建设工程 建议书

30 东台市二二八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G228东台沿海服务区（东、西） 项目申请报告

31 盐城市亭湖城市资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东亭路沿线外立面装饰改造工程 稳评报告书

32 盐城市盐都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盐城市盐都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发热门诊建设项目
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评审表、节能

报告

33 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南高新区分局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制定 稳评报告书

34 盐城市亭湖城市资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跃进路（小新河路至青年东路段）工程 稳评报告书



序号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材料名称

35 盐城万悦盐南置业有限公司 瑧园建设项目 稳评报告书、可研报告、节能报告

36 盐城市亭湖区黄尖镇人民政府 亭湖区黄尖镇G228至丹鹤线道路贯通工程 稳评报告书

37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盐南高新区改善农民住房条件土地复垦一期工程项目 稳评评审表

38 盐城市亭湖区黄尖镇人民政府 黄尖镇花川村新型农村社区（三期）建设工程 项目建议书

39 江苏凌肯新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5万吨汽车轻量化配件及精密管材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评估报告

40 盐城市亭湖区公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新洋港民宿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41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玉兰路道路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42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南港路（人民路－戴庄路）道路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43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盐南高新区南海未来科创带项目一期工程 建议书

44 建湖县近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建湖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报告书

45 盐城市亭湖区公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新洋港生态渔港小镇项目一期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46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盐南高新区西伏河珠溪智谷一期 建议书

47 射阳县高新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无损检测设备研发制造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48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盐南高新区伍佑街道美丽乡村道路工程 建议书

49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盐南高新区步湖路跨串场河桥及接线工程 建议书

50 海门市滨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海龙路道路改造 建议书

51 海门市滨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海东路道路改造 建议书

52 海门市滨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一突堤东侧海堤建设 建议书

53 海门市滨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一突堤西侧和北侧海堤建设 建议书

54 海门市滨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二突堤外围海堤建设 建议书

55 阜宁县人民政府阜城街道办事处 阜宁开发区服务中心建设 可研

56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日月路改造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57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南环路通榆河桥维修工程项目 建议书

58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小新河景观桥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59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盐南高新区邻里中心 可行性研究报告

60 江苏阜农投资有限公司 停车场一、二、三建设 可行性研究报告

61 阜宁县人民政府阜城街道办事处 阜城街道服务中心建设 可行性研究报告

62 盐城市亭湖区黄尖镇人民政府 黄尖为民服务大厅建设 建议书

63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龙珠路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64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戴庄路改造提升南延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65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镇北路改造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66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香苑安置小区农贸市场及周边建筑立面改造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67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六合路项目（北段）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68 盐城东方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产业园一期实验厂房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

69 射阳县黄沙港镇人民政府 黄沙港海港路提升项目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70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伍佑古镇项目 建议书



序号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材料名称

71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古镇项目风貌协调区建设项目 建议书

72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古镇项目核心区建设项目 建议书

73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凤凰汇北侧支路（阳光北路） 可行性研究报告

74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华夏路（东进路至世纪大道） 可行性研究报告

75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纵一路一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

76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六合路项目（南段）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77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盐南高新区伍佑街道美丽乡村绿化工程 建议书

78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晶都悦府北侧支路 可行性研究报告

79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康养路 可行性研究报告

80 盐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大洋湾安置房 节能评估报告

81 安丰镇人民政府 安丰镇人民政府足球场地新建工程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82 东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南苑水厂提标改造（排泥水浓缩脱水）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83 盐城汇海置业有限公司 盐马路东、希望路北地块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稳评报告书

84 江苏悦达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悦达汽车研究院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研发与检测 可行性研究报告

85 盐城天合国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4GW高效太阳能组件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评估报告

86 东台明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LNG（液化天然气）气化站项目 三书合一

87 盐城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伍龙路以西、步凤路以北地块建设项目（阳光水岸花苑）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评估报告、稳评报

告书

88 东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堤东地区供水主管道及三仓增压站扩容工程（增压站） 项目申请报告

89 东台市园林管理局 2020年市区绿化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90 南通仁盛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年产能80万m2新型柔性显示光学基材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91 江苏思瑞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思瑞奕电子器件项目 节能评估报告

92 燕舞集团有限公司 提升少儿图书馆工程 建议书、可研报告、节能表、稳评表

93 燕舞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改扩建一期工程 建议书、可研报告、节能表、稳评表

94 燕舞集团有限公司 提升市文化馆工程 建议书、可研报告、节能表、稳评表

95 盐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城投六个节能承诺表 节能承诺表

96 盐城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秦川路东、纬五路南地块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报告、稳评报告书

97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东台市特勤消防救援站项目 建议书、三书合一

98 滨海恒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绿色滨海生态林”建设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99 东台市安丰镇丰西村村民委员会 丰西村卫生室建设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00 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区分局 新都派出所业务用房改扩建项目装修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01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城南滨河公园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02 江苏沿海东方市政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赣江路（天山路-希望大道）改造及地下通道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表

103 东台万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万华嘉府建设项目 三书合一、节能评估报告

104 东台市港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双玺小区建设项目 三书合一、节能评估报告



序号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材料名称

105 江苏润云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LNG（液化天然气）气化站项目 三书合一

106 东台市强浩电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LNG（液化天然气）气化站项目 三书合一

107 江苏东台超凡创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LNG（液化天然气）气化站项目 三书合一

108 东台百海富纳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智能机械制造孵化园（标准厂房）项目 三书合一

109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大数据三期工程（数梦小镇二期）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10 江苏世纪新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希望大道以东、南环路以南地块标准厂房项目二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

111 射阳县广达置业有限公司 博雅苑A/B座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

112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数字智能建筑总部园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13 盐城市磐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PC钢棒生产线项目 节能评估报告

114 盐城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度大市区公交站台建设、出新项目 节能承诺表

115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发展中心 盐渎实验学校综合教学楼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16 盐城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宋曹书法艺术馆修缮提升工程 节能承诺表

117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通榆河生态景观廊道一期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18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国际会展中心改扩建工程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报告、稳评报告书

119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学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学原校区整体改造提升工程 建议书

120 东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南苑水厂一泵房配套工程 三书合一

121 盐城市盐马路小学 食堂改造及北围墙、门厅改造等项目 建议书

122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发展中心 盐城市鹿鸣路初级中学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23 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串场河综合治理项目 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报告书

124 中农联（东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中农联·东台云仓农商城项目 节能评估报告

125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建设局 串场河西街区二期景观亮化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26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建设局 串场河西街区二期节点及沿线景观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27 东台市五烈镇仙河村村民委员会 新建仙河村党群服务中心 建议书

128 汤始建华建材（盐城）有限公司 盐城内河港新洋港区汤始建华建材（盐城）有限公司码头工程 节能承诺表

129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盐淮高速北侧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建议书

130 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林和果林种植及沟河清淤整治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131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德利迅达云计算基地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32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新龙广场10号楼、13号楼办公区装修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133 江苏博环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年产3000台输送设备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134 东台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台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区（梁垛镇临塔村、五烈镇甘港村、三仓镇

兰址村）项目
三书合一

135 东台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台市东溱线（后港段）路面集中维修工程 三书合一

136 射阳县盘湾镇人民政府 盘龙足球场项目 建议书

137 东台市顺达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溶解乙炔生产及二氧化碳、氧气、氩气、氮气分装项目 节能评估报告

138 江苏东南植保有限公司 农药制剂复配、加工项目 节能评估报告



序号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材料名称

139 江苏华农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农药制剂复配、加工项目 节能评估报告

140 江苏生久农化有限公司 农药制剂复配、加工项目 节能评估报告

141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发展中心 盐城市六合路实验学校 建议书

142 盐城润海置业有限公司 华樾花园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评估报告

143 阜宁县金沙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金沙湖湖面使用权 可行性研究报告

144 盐城市盐南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世纪大道北、人民南路东地块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评估报告、稳评报

告书

145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盐南高新区伍佑街道三星等村2020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146 盐城天合国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扩建年产2.4GW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评估报告

147 东台市富安镇小学 东台市富安镇小学整体搬迁建设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表

148 盐城科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盐城市大数据产业园A10-A17楼加固、电力扩容及内部改造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49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鹿鸣路与解放路节点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50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职教园公交回车场 可行性研究报告

151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新河南BRT公交回车场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52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3#污水泵站 可行性研究报告

153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新河南垃圾中转站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54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高速南1#污水泵站 可行性研究报告

155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西环路东供水泵站 可行性研究报告

156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体西路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57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发展中心 盐城市学海路初级中学扩建项目 建议书

158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司泰州

采油厂
盐城内河港东台港区华东油气分公司泰州采油厂草舍联合站码头升级修建

工程
项目申请报告

159 盐城市盐南威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都路南、开放大道西侧20202401地块 可研报告、节能报告、稳评报告书

160 盐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城中城7号楼外立面出新及楼宇亮化工程 节能承诺表

161 东台条子泥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东台条子泥景区创建项目 三书合一

162 盐城科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盐城市大数据产业园A12、A13楼加固改造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63 盐城科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大数据产业园超算中心机房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164 盐城市亭湖区黄尖镇人民政府 黄尖镇G228至丹鹤线道路贯通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承诺表

165 东台国色天香牡丹园有限公司 东台国色天香牡丹园四合院 三书合一

166 聚力成半导体（盐城）有限公司 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外延片制造产业链项目 节能报告

167 盐城永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风悦达起亚商品车铁路装车基地专用道路跨通榆河大桥项目新建护岸工

程
建议书

168 板湖镇人民政府 板湖镇自来水应急抢修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稳评评审表

169 板湖镇人民政府 板湖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 稳评评审表

170 板湖镇人民政府 板湖镇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稳评评审表

171 阜宁成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恒源商务楼（原恒源大厦）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承诺表、稳评表



序号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材料名称

172 阜宁县广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阜宁县东沟镇东发嘉园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承诺表、稳评表

173 阜宁县金沙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金沙湖林业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

174 射阳县临海派出所 扩建射阳县公安局临海派出所消防站可研 可行性研究报告

175 江苏扬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射阳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土地复垦方案

176 射阳明华置业有限公司 射阳县文昌府小区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承诺表、稳评表

177 东台市安丰古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古街项目提升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

178 上海罗宇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射阳礼宴中心大酒店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承诺表

179 阜宁县第二人民医院 医院搬迁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180 阜宁县金沙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金沙湖停车场 可行性研究报告、稳评评审表

181 阜宁县新沟镇人民政府 新沟新东安置楼可研 可行性研究报告

182 阜宁县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路北、施陈路东地块商业广场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

183 阜宁县康达农业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路北、S329西地块商业广场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

184 阜宁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新沟装配式建筑工业厂房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

185 阜宁县沃森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苏州路西、长春路南地块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

186 阜宁县自来水有限公司 润景嘉园 项目申请报告、节能评估报告

187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纵一路二期工程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88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道路大、中修东进路（开放大道-解放路）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89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老旧小区整治工程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190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金大洋东侧桥梁工程 建议书

191 中海油阜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海油阜宁2×600MW级燃气调峰发电项目 建议书

192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串场河两侧文旅示范区景观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193 阜宁县金沙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七彩玫瑰 可行性研究报告

194 黄尖镇花川村委会 黄尖镇花川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程 建议书

195 城南新区建设二局 2019年度小新河（西环路-串场河）整治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196 江苏乾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乾宝环境验收报告检测表 验收报告检测表

197 绿阳房地产（阜宁）有限公司 益林镇人民路西、风顺路南侧地块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

198 江苏阜农投资有限公司 S321西、营子港北地块项目 申请报告、节能承诺表、环评登记表

199 江苏阜农投资有限公司 喻口燕子街南、喻东河西地块项目 申请报告、节能承诺表、环评登记表

200 阜宁县通禹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阜宁县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养殖项目可研 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 阜宁县发改委 阜宁县罗桥镇风光储联合发电项目建议书 建议书

202 射阳县黄沙港镇人民政府 黄沙港镇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203 盐城市协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垃圾收集项目环评报告表 环评报告表

204 建湖县龙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建湖县龙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种养连作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205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金沙湖街道两合居民委员会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金沙湖街道两合居民委员会两合新型农村社区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

206 阜宁县沃森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阜宁县城河路雨污分流工程项目 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报告书

207 响水广盛建材有限公司 响水广盛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砂浆加工环评报告表 环评报告表



序号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材料名称

208 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商场资产收购项目 可研报告、稳评报告书

209 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大厦资产收购项目 可研报告、稳评报告书

210 江苏阜农投资有限公司 阜宁县现代农业园玫瑰园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211 阜宁县淮东古寺 淮东古寺重建项目 可研报告、稳评报告书

212 江苏凤谷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射阳现代农业产业园高效设施水果产业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213 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澳门路东延工程项目 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报告书

214 江苏华之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科技研发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215 射阳县千秋镇一心村村民委员会 射阳县千秋镇一心村村民委员会实施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稳评评审表

216 阜宁县人民政府阜城街道办事处 阜城街道歌林春天现代农业园区服务中心项目 稳评评审表

217 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滨海城南综合物流园区（一期）工程项目 节能评估报告

218 阜宁县人民政府金沙湖街道办事处 金沙湖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稳评评审表

219 盐城阜慧维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50万条滤袋项目 稳评评审表

220 阜宁县康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阜宁县望湖花园（东区）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稳评报告书

221 阜宁县康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阜宁县望湖花园（西区）建设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稳评报告书

222 盐城市海兴港产投资有限公司 响水县灌东产业园配套路网工程项目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223 射阳银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射阳县大自然西侧地块项目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