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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说明

1.1 项目简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①项目的建设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的重要举措。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

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和人力

资源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②项目的建设是成功举办第二届青运会的可靠保证。第二届青运会赛事安排

以太原市为主赛区，举行开、闭幕式，并承担 60%以上的比赛任务，其他 10个

市各承办 1-2项比赛任务。作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排球运动在青运

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太原市符合青运会标准的排球场馆数量不足，为保证第

二届青运会的顺利举办，本项目的建设势在必行。

③项目的建设符合《太原市十三五规划》（2016-2020）要求。《规划》指

出：实施“五城联创”，大力发展体育事业，要将青运会比赛场馆、服务设施等纳

入城市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新建体育训练中心、网球中心、水上运动中心、

沙滩排球中心等体育设施，满足青运会服务需求。完善训练管理机制，培养高水

平竞技体育人才，实现省运会保持领先、青运会稳中求进、全运会确保金牌、奥

运会有所建树的目标，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

求。从而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提高群众体育普及度，培育城市体育文化。

综上，从学校、社会、城市的发展等多角度说明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

（2）项目位置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位于太原市小店区汾东教育园区内，东临一号路（大昌南

路），本项目位于校园内东北侧。地理坐标：东经 112°35′43″，北纬 37°41′37″。

（3）项目建设性质、建设规模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建设规模：本工程建设总用地面积 19994m2，总建筑面积 17970m2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10270m2，地下建筑面积 7700m2，赛厅地上一层，功能用房地上 3

层，地下 1层，建筑高度 23.85 m（坡屋顶平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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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组成

本项目由排球馆组成。

项目排球馆呈规则四边形，南北长约200m，东西宽约100m，新建体育馆（排

球）1座，在用地中部设置，中线与西侧现有体育场中线对齐 ，按国家乙级体育

赛事比赛相关规范和标准设计，内部分设比赛馆和训练馆，总建筑面积

17970m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0270m2，地下建筑面积7700m2，赛厅地上1层，

功能用房地上3层，地下1层（车库），建筑高度 23.85 m（坡屋顶平均高度）。

体育馆南北两侧留出广场，南广场为观众集散广场，北广场是地面停车和绿化广

场。东侧按规划条件预留消防车车道空间，西侧挑台紧邻体育场东围墙，挑台下

有功能车道。建筑四周均为开阔地面，东临城市绿地及大昌南路、南北为广场，

西侧为现有体育场。

项目水泵房、变电室、机房等配套用房均位于体育馆地下1层。

项目分别在东北、东南及南侧设置出入口，分别与大昌南路及学校现有道路

衔接，其它均用围墙（栏）围合。

本项目于 2017年 9月开工建设，已于 2018年 12月底完工。

（5）项目依托情况

1）给水系统

本项目供水水源为综改区市政给水管网供给，校区建设时已从东侧大昌南路

接入一条 DN500的市政给水管线，并已铺设至本项目区南侧校内现有道路。

本项目排球馆从南侧校区引入 DN150 供水管，市政给水管网供水压力为

0.30Mpa，项目用水在市政水压供水范围内，由市政给水管网直接供给。

本项目用水主要包括生活用水、绿化及未预见水量等，校内自来水支状管网

供水可满足要求。

2）供电设施

学院现有两台 1000kW 的箱式变压器由太原学院开闭所接入，只能满足现

有的建筑和设备使用，本项目电源计划从太原学院（东侧约 1500米）和汾东变

电站（约 5500米）分别接入并配备相应的变压器。新增 1台 1250kvA变压器设

在体育馆地下一层。2路外电分别以架空方式接入，由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综改

区供电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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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热设施

一次热源由市政热力提供，供、回水温度 130/70℃，学校已从东侧大昌南

路接入至现有换热站，本项目从项目区南侧校内现状道路下接入，接入管径为

DN200。二次热媒服务于体育馆空调系统，空调热水供、回水温度 60/50℃。

（6）拆迁（移民）数量及安置方式

本工程建设范围内无拆迁，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7）施工进度

本工程建设总工期 16个月，项目于 2017年 9月开工，已于 2018年 12月底

完工。

（8）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16929.13万元，土建工程 10879.30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全部

由市政府财政资金解决。

（9）工程占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9994m2，全部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为科教用地。

（10）土石方量

根据相关资料，施工期排球馆动用土石方总量 7.97万 m3，其中，总挖方量

5.96万 m3，总填方量 2.01万 m3，弃方 3.95万 m3，弃方均运至太原东盛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土场接收点堆放，详见弃土协议。

1.1.2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1）项目前期设计工作进展情况

2012年 8 月 9 日，建设单位取得太原旅游职业学院校区的土地证，包含本

项目用地。

2017 年 4月 25 日，太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并发改审批发[2017]112 号

对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批复。

2017年 10 月 9 日，太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并发改审批发[2017]328号

对本项目初步设计予以批复。

2017年 11月 10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方案编制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6月委托我单位编制《太原旅游职业学院体育馆（排球）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委托书见附件），本方案为补报方案。接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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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后，我单位立即组织成立了水保方案编制项目组，对项目区进行了详细调研和

实地踏勘，并收集了水土保持方面相关的资料。2021年 7月编制完成了《太原

旅游职业学院体育馆（排球）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3）工程进展情况

本项目于 2017年 9月开工建设，已于 2018年 12月底完成了全部建设内容。

（4）水土保持现状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查看，主体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雨水管网，景

观绿化，均已实施完毕，且已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有：临时苫盖、临时排水

沟、临时沉沙池等。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1.1.3 自然简况

（1）依据《中国气候区划名称与代码气候带和气候大区》GB/T 17297，项

目所在区域属暖温带亚湿润型气候大区，四季的气候特征是：冬季漫长，干冷少

雪；春季多风干旱，回暖快；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年平均气温 9.6℃，

七月份平均气温 24.4℃，根据历史记录极端最高气温 39.9℃，一月份平均气温为

-5.2℃，极端最低气温-27.4℃，年平均降水量为 438.6mm，降水多集中在 6 月

—9月，大于等于 10℃年平均活动积温为 3665.08℃，最大冻土深度为 77cm，封

冻期为 11 月至次年 3 月，无霜期约 172d。境内常年多刮西北风，年平均风速

2.3m/s，大风季为 11月至次年 5月。

（2）项目区属黄河流域汾河水系。

（3）项目区地貌类型为河川阶地区，土壤类型为褐土。

（4）项目区植被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灌木以温性落叶灌木为主；草

类以白羊草、无芒雀麦、蒿类为主，项目区周边植被主要是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

树和园林景观绿化带，林草覆盖率为 25%左右。原地貌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100t/km2.a 。

（5）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办水保〔2012〕512号），项

目区属西北黄土高原区；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

区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1000t/（km2•a）；依据《山西

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通告》（晋政发〔1998〕42号），

项目区位于山西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项目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水功能保护区及保留区、其他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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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森林公园和重要湿地等区域。

1.2 编制依据

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9号，2010

年 12月 25日，2011年 3月 1日施行）；

（2）《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2015年7月 30日山

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1.2.2部委规章

（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第 5号令，

1995年 5月 30日发布，2005年 7月 8日以水利部令第 24号第一次修改，2017年 12

月 22日水利部令第 49号第二次修改）。

1.2.3规范性文件

（1）《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

果》（水利部办水保[2013]188号，2013年 8月 12日）；

（2）《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水利部办水保〔2012〕512号）；

（3）《山西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晋政函〔2017〕170号予

以批复）；

（4）《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写和印制格式规定（试行）

的通知》（水利部办公厅，办水保[2018]135号，2018年 7月 12日）；

（5）《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水利部，水保[2019]160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

保[2019]172号）；

（7）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

水保[2020]161号）。

1.2.4规范标准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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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4）《水土保持林工程设计规范》（GB/T51097-2015）；

（5）《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18337.2－2001）；

（6）《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6000－1999）；

（7）《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水土保持图》（SL73.6－2015）；

（8）《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

（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0）《中国气候区划名称与代码气候带和气候大区标准》（GBT17297-1998）。

1.2.5技术文件

（1）《太原旅游职业学院体育馆（排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太原旅游职业学院体育馆（排球）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1.3 设计水平年

本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建设期为 16个月，于 2017年 9月开工建设，已

于 2018年 12月底完工，属于补报方案。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50433-2018）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点》（水保监[2020]63

号）的规定，设计水平年为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完毕并初步发

挥效益的年份，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确定设计水平年为 2021年。

1.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结合现场勘察和调查，并参照类似工程施工的水土流失影响范围后，确定本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9994m2，均为永久占地。

1.5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1.5.1 执行标准等级

项目区属于太原市城市区域。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4-2018），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北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

防治一级标准。

1.5.2 防治目标

本项目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侵蚀。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应达到的基本目标为：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新增水土流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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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理；水土保持设施应安全有效；水土资源、

林草植被应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恢复。

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3%，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达到 93%，林草植被恢复率 95%，林草覆盖率 12%（依据《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土壤侵蚀强度在轻度侵蚀为主的

区域，治理后不应低于现状（1000/1100=0.9），且土壤流失控制比不应小于 1，

因此土壤流失控制比上调 0.2；项目区位于山西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且

位于城市区域，因此渣土防护率上调 1%）；经查阅相关资料并咨询建设单位，

项目区在前期校园施工时已作为施工生产区使用，碎石覆盖，不具备表土剥离条

件，未进行表土剥离，故本方案不再计算表土保护率。

项目区场地以地面硬化为主，经现场调查，仅在南、北广场和排球馆两侧路

旁有绿化，由于本项目已于 2018年底完工，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确定设计水平

年林草覆盖率采用标准为 12%。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见表 1-1。

表 1-1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修正表

防治目标
标准规定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按项目区位

置修正

采用标准

设计水平年 设计水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93 93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0 +0.2 1.0
渣土防护率（%） 92 +1 93
表土保护率（%） 90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95
林草覆盖率（%） 22 12

1.6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1.6.1 主体工程选址（线）评价

项目区不在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带，项目区内无全国水土保持

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

测站。项目区属于山西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但主体设计中已通过选用高

标准苗（草）种，提高防治标准，符合标准中建设方案无法避让重点预防保护区

的相关规定。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主体工程选址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1.6.2 建设方案与布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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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案结合场地地形布置，布局紧凑合理，主体设计提高了植被建设标准，

重视景观效果，配套建设了灌溉、排水设施；通过优化建筑物、临时施工场地等

的布置，减少了工程扰动面积，节约了土地资源，主要体现在施工区充分利用建

设区内的空地布置，节约施工用地；施工期间布设了排水、沉沙等设施；项目区

属于山西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但主体设计中已通过选用高标准苗（草）

种，符合标准中建设方案无法避让重点预防保护区的相关规定。综上，建设方案

及布局总体合理，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1.7 水土流失预测结果

1）本工程扰动原地表面积共计 19994m2。

2）本工程原地貌水土流失总量 33.88t，扰动后流失量为 78.77t，新增流失量

为 44.89t。

3）项目施工期为本方案的重点防治和重点调查时段，排球馆为重点防治和

监测区域。

1.8 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成果

（1）排球馆防治区：

主体已有：

1）工程措施

①雨水管网

根据主体工程设计资料及现场调查，主体工程沿建筑物四周道路布设雨水管

网约 550m，主体依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并提高等级，采用 10年一遇标准

设计，使用 DN600HDPE 双壁波纹管，管道承插及热熔连接；排水坡度不小于

0.3%；雨水检查井采用砖砌式直径 1000mm 圆形检查井；雨水篦子采用

350*450mm的铸铁雨水篦子。使地面部分汇水进入雨水排水管网，雨水排水管

网与项目区南侧校内现状道路下的雨水管网衔接，最终校区雨水管网与市政道路

排水管网相连通，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排水系统。目前已实施。

②植草砖

根据主体工程设计资料和现场调查，在北广场地上停车位铺设植草砖

287m2。目前已实施。

2）植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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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观绿化

区内绿地均采用下凹式绿地，设计绿地标高低于周边道路 0.2m。下凹式绿

地分块设置。每块均设置独立的溢流排水口，排水口接至区内雨水管道中。

排球馆景观设计的重点为南北广场。南广场为人员集散广场，设置了点状的

景观树阵。北广场为地面停车和绿化广场，景观绿化以增加绿化率、遮荫和遮蔽

车库入口为主要目的，广场两侧设树木遮蔽车位，广场中央为草坪和灌木遮蔽车

库入口，同时不遮挡建筑立面。同时，道路两旁均设有绿化区域。

绿化美化以园林标准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总绿化面积 2580m2。目前

已实施。

3）临时措施

①密目网苫盖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施工资料，施工过程中对基坑、管线及其他设施的

扰动地面、开挖土方、临时堆土都采用密目网进行苫盖，使用密目网面积 3500m2。

目前已实施。

②临时排水沟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施工资料，在施工过程中，在排球馆四周及内部道

路设置临时排水沟约 450m，设计为梯形断面，底宽 0.4m，深 0.4m，边坡 1：0.5。

临时排水沟开挖成形后上覆防渗膜，用于导排区内降水、截流市政路面汇水倒流

入排球馆。临时排水沟汇水汇入临时沉沙池，经简单沉淀后用于排球馆抑尘洒水，

待施工结束后清理填平。目前已实施。

③临时沉沙池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施工资料，临时沉沙池设置在排球馆东南角永久占

地范围内。排球馆内排水经简单沉沙后用于洒水抑尘。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

施工资料，共设置 1处，沉沙池容积为 10m3，所沉砂土定期清理，固化后运至

太原东盛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土场接收点堆放。目前已实施。

1.9 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1）监测内容

本工程监测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施工全过程各阶段扰动土地情况监测、水土流

失影响因素监测、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防治成效及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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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监测等。

（2）监测时段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215240-2018)的标准，

监测时段应从施工准备期开始，至设计水平年结束（即 2021年）。

（3）监测方法

采用调查监测法、定位监测法和巡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4）监测点位

在排球馆北部绿化区布设 1处植被监测点位，用于监测植物生长情况。

1.10 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成果

（1）根据《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水利厅关于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晋发改收费发〔2018〕464号），对一般性

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每平方米 0.4元（不足 1平方

米的按 1平方米计）。该项目占地面积 19994 m2，应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0.79976

万元，但由于本项目为建设学校，为公益性工程，属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情形。

（2）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134.46万元（主体已有 111.03万元，方

案新增 23.43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6.99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90.30万元，

临时措施投资 3.74万元，独立费用 22.10万元，基本预备费 1.33万元。

（3）方案实施后，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9994m2，林草植被面积 2580m2。

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100%，达标；土壤流失控制比 1.05，达标；渣土防

护率为 99%，达标；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达标；林草覆盖率为 12.9%，达

标。经查阅相关资料并咨询建设单位，项目区在前期校园施工时已作为施工生产

区使用，碎石覆盖，不具备表土剥离条件，未进行表土剥离，故本方案不再计算

表土保护率。

1.11 结论

（1）结论

1）工程建设的制约性因素结论

本项目选址不在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不在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

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和

国家划定的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成果区；也不在重要江河、湖泊以及跨省的其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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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泊的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以及水功能二级区的饮用水源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的要求，未发现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因此，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项目选址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2）水土保持方案的总体结论

根据相关资料，施工期排球馆动用土石方总量 7.97万 m3，其中，总挖方量

5.96万 m3，总填方量 2.01万 m3，弃方 3.95万 m3，弃方均运至太原东盛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土场接收点堆放，依据协议约定。

项目已于 2018年 12月底完成了全部建设内容。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查

看，主体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雨水管网，景观绿化，均已实施完毕，且已实

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有：临时苫盖、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等。基本满足水

土保持要求。

本方案为补报，依据现场调查及计算，本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可达到 100%，

土壤流失控制比可达到 1.05，渣土防护率可达到 99%，林草植被恢复率可达到

100%，林草覆盖率可达到 12.9%。经查阅相关资料并咨询建设单位，项目区未

进行表土剥离，故本方案不再计算表土保护率。

项目建设过程中已实施的本方案中所描述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后，已把建设

造成的水土流失降低到最小，基本实现建设期的防治目标，从水土保持角度而言，

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2）建议

1）根据现场勘查及查阅相关资料，项目已于 2018年 12月底完工，主体设

计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已实施，具有相对完善水土保持防治体系，

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故本方案不再新增防治措施。但建设单位应在今后的工

作中维护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力争将因项目的建设而引起的水土流失降到最

低。

2）本项目已于 2018年 12月完工，目前，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主体工程

施工过程中未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因此建议建设单位尽快自行或委托相关单位开

展补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根据实际情况，本项目不具备进行水土保持监

理的条件及需要，因此本方案不对水土保持监理再列支费用，但在验收阶段，监

理报告及相关资料应由水土保持监理人员参与调查和编制，并及时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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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项目虽已完工，但仍建议建设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落实水土保持

工作，降低水土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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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体育馆（排球）建设项目 流域管理机构 黄河水利委员会

涉及省（市、区） 山西省 涉及地市或个数 太原市 涉及县或个数 小店区

项目规模 总建筑面积 17970m2 总投资（万元） 16929.13 土建投资（万元） 10879.30

动工时间 2017年 9月 完工时间 2018年12月 方案设计水平年 2021

工程占地（m2） 19994 永久占地（m2） 19994 临时占地（m2） /

土石方量（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5.96 2.01 / 3.95

重点防治区名称 省级预防保护区

地貌类型 河川阶地区 水土保持区划 西北黄土高原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侵蚀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m2） 19994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1000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t） 78.77 新增土壤流失量（t） 44.89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西北黄土高原区一级标准

防治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3 渣土防护率（％） 9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林草覆盖率（％） 12

防治措施及
工程量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排球馆防治区：
主体已有：
①雨水管网：在区内埋设了
雨水排水管网，长约 550m。
②植草砖：在北广场地上停
车位铺设植草砖 287m2。

排球馆防治区：
主体已有：
绿化：空地绿化美化
2580m2。

排球馆防治区：
已实施：
①临时苫盖：对扰动地面采取了密目网苫盖措
施，密目网面积 3500m2；
②临时排水沟：在施工过程中，在排球馆四周及
内部设置临时排水沟约 450m；
③临时沉沙池：为了减少水土流失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在排球馆东南角永久占地范围内设置沉沙
池，共设置 1处，沉沙池容积为 10m3。

投资
（万元）

16.99 90.30 3.74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134.46 独立费用（万元） 22.10

监理费（万元） / 监测费（万元） 12.10 补偿费（万元） 0

分省措施费（万元） / 分省补偿费（万元） /

方案编制单位 山西鸿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法定代表人 王冰 法定代表人 谢玉辉

地址
太原市小店区体育西路 50号扬

阳写字楼 508-1室 地址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大昌南路

十九号

邮编 030000 邮编 030000

联系人及电话 王冰 0351-5612438 联系人及电话 任俊杰 13994262151

传真 0351-5612438 传真 /

电子信箱 / 电子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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