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1

2020年广东省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省节目）
工程运行维护费明细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单位 补助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合计 2979 

一 省直单位小计 454 

1 广东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454 

梅州市鸿图嶂发射台 72

紫金县笔架山发射台 44

乳源县天井山发射台 72

茂名大田顶发射台 72

广州市越秀山发射台 68

江门市圭峰山发射台 29

中山市五桂山发射台 51

清远市八片山发射台 25

河源市灯塔镇发射台 21

二 地级市小计 1402

（一） 广州市 71

1 花都区 花都区广播电视台 花都区台发射台 21

2 从化区 从化区广播电视台
从化区台三百洞发射

台
25

3 增城区 增城区广播电视台 增城区台发射台 25

（二） 深圳市 45

1 市本级 深圳市广播电视传输中心 深圳市梧桐山发射台 45

（三） 珠海市 38

1 市本级 珠海市广播电视台 珠海市台发射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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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单位 补助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2 斗门区 斗门区广播电视台 斗门区台发射台 16

（四） 汕头市 86

1 市本级 汕头市广播电视台 汕头市台发射台 21

2 市本级 汕头市广播电视台 潮南区红场镇发射台 40

3 澄海区 澄海区广播电视台 澄海区台发射台 25

（五） 韶关市 213

1 市本级 韶关市广播电视台
韶关市台大岗山发射

台
44

2 曲江县 曲江县广播电视台 曲江区台发射台 21

3 始兴县 始兴县广播电视台 始兴县台发射台 22

4 乐昌市 乐昌市广播电视台 85

乐昌市台发射台 35

乐昌市台坪石镇发射
台

25

乐昌市台白石镇发射
台

25

5 新丰县 新丰县广播电视台 41

新丰县台发射台 26

新丰县台发射台 15

（六） 河源市 148

1 市本级 河源市广播电视台 105

河源市台千秀峰发射

台
25

河源市台千秀峰发射

台
80

2 东源县 东源县广播电视台 东源县台发射台 21

3 和平县 和平县广播电视台 和平县台发射台 22

（七） 梅州市 95

1 梅县 梅县广播电视台 梅县市台发射台 25

2 平远县 平远县广播电视台 平远县台发射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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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单位 补助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3 蕉岭县 蕉岭县广播电视台 蕉岭县台发射台 35

（八） 惠州市 124

1 市本级 惠州市广播电视台 惠州市台发射台 26

2 惠东县 惠东县广播电视台 46

惠东县台发射台 21

惠东县台百坑山发射

台
25

3 惠阳区 惠阳区广播电视台 惠阳市台发射台 25

4 龙门县 龙门县广播电视台 龙门县台发射台 27

（九） 汕尾市 38

1 市本级 汕尾市广播电视台 汕尾市台发射台 38

（十） 江门市 114

1 恩平市 恩平市广播电视台 恩平市台发射台 38

2 开平市 开平市广播电视台 开平市台发射台 25

3 台山市 台山市广播电视台 51

台山市台瓶身山发射

台
25

台山市台歪头山发射

台
26

（十一） 阳江市 60

1 市本级 阳江市广播电视台 阳江市台发射台 38

2 阳西县 阳西县广播电视台 阳西县台发射台 22

（十二） 湛江市 88

1 市本级 湛江市广播电视台 湛江市台发射台 21

2 遂溪县 遂溪县广播电视台 46

遂溪县台发射台 21

遂溪县台发射台 25

3 吴川市 吴川市广播电视台 吴川市台发射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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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单位 补助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十三） 茂名市 46

1 市本级 市广播电视台本级 茂名市台发射台 21

2 电白县 电白县广播电视台 电白县台发射台 25

（十四） 肇庆市 50

1 市本级 肇庆市广播电视台 肇庆市台发射台 25

2 四会市 四会市广播电视台 四会市台发射台 25

（十五） 清远市 74

1 佛冈县 佛冈县广播电视台 佛冈县台发射台 23

2 阳山县 阳山县广播电视台 阳山县台发射台 25

3 连州市 连州市广播电视台 连州市台发射台 26

（十六） 潮州市 21

1 市本级 潮州市广播电视台 潮州市台发射台 21

（十七） 揭阳市 25

1 市本级 揭阳市广播电视台 揭阳市台发射台 25

（十八） 云浮市 66

1 市本级 云浮市广播电视台 云浮市台发射台 44

2 郁南县 郁南县广播电视台 郁南县台发射台 22

三
省财政直管县

小计
1123

1 汕头市南澳县 南澳县广播电视台 南澳县台发射台 25

2 韶关市南雄市 南雄市广播电视台 南雄市台发射台 35

3 韶关市仁化县 仁化县广播电视台 仁化县台发射台 26

4 韶关市乳源县 乳源县广播电视台 乳源县台发射台 25

5 韶关市翁源县 翁源县广播电视台 翁源县台发射台 26

6 河源市龙川县 龙川县广播电视台 龙川县台发射台 35

7 河源市连平县 连平县广播电视台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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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单位 补助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连平县台发射台 22

连平县台上坪镇发射
台

21

连平县台溪山镇发射
台

21

连平县台内莞镇发射

台
21

连平县台忠信镇发射

台
25

8 梅州市兴宁市 兴宁市广播电视台 兴宁市台发射台 25

9 梅州市五华县 五华县广播电视台 五华县台发射台 21

10 梅州市丰顺县 丰顺县广播电视台 46

丰顺县台发射台 21

丰顺县台潘田镇发射

台
25

11 梅州市大埔县 大埔县广播电视台 大埔县台发射台 38

12 惠州市博罗县 博罗县广播电视台 博罗县台发射台 25

13 汕尾市陆河县 陆河县广播电视台 陆河县台发射台 26

14 汕尾市陆丰市 陆丰市广播电视台 51

陆丰县台尖山发射台 25

陆丰县台发射台 26

15 汕尾市海丰县 海丰县广播电视台
海丰县台园墩山发射

台
18

16 阳江市阳春市 阳春市广播电视台 阳春市台发射台 25

17 湛江市徐闻县 徐闻县广播电视台 徐闻县台发射台 35

18 湛江市廉江市 廉江市广播电视台 廉江市台发射台 38

19 湛江市雷州市 雷州市广播电视台 46

雷州市台发射台 21

雷州市台嘉山岭发射
台

25

20 茂名市高州市 高州市广播电视台 高州市台发射台 25

21 茂名市化州市 化州市广播电视台 化州市台发射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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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单位 补助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22 肇庆市封开县 封开县广播电视台 封开县台发射台 38

23 肇庆市怀集县 怀集县广播电视台 怀集县台发射台 27

24 肇庆市德庆县 德庆县广播电视台 德庆县台发射台 26

25 肇庆市广宁县 广宁县广播电视台 广宁县台发射台 26

26 清远市英德市 英德市广播电视台 81

英德市台羊伞岌发射

台
38

英德市台发射台 18

英德市台桥头镇发射
台

25

27 清远市连山县 连山县广播电视台 连山县台发射台 26

28 清远市连南县 连南县广播电视台 连南县台发射台 22

29 潮州市饶平县 饶平县广播电视台 饶平县台发射台 25

30 揭阳市普宁市 普宁市广播电视台 普宁市台发射台 21

31 揭阳市揭西县 揭西县广播电视台 揭西县台发射台 25

32 揭阳市惠来县 惠来县广播电视台 惠来县台发射台 34

33 云浮市罗定市 罗定市广播电视台 罗定市台发射台 25

34 云浮市新兴县 新兴县广播电视台 新兴县台发射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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