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党政办〔 2018 〕 17号

关于 2017 年 1-12月份全区重点建设项目

完成情况的通报

各镇、街道、管委会党（工）委，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管委会，区属各单位：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以项目攻坚为主线，深入开展

“项目攻坚年”系列活动，通过“比学赶超 实干争先”四

季劳动竞赛、领导联系重大项目双包案、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等攻坚载体，紧扣年初制定的各项任务，摆目标、晒进度、

强措施，全区重点建设项目总体推进顺利。 2017 年，共安

排区重点建设项目实施类 72 个，年度计划投资134 亿元。

至 12 月底，完成投资 139.9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4.1% 。其中，六横电厂光伏发电站、普陀区大健康科技

产业园、冠素堂浦西工业园、杉杉生活广场等 13 个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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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工；国电普陀海上风电场、鲁家峙肚脐山隧道、329 国

道普陀段、展茅鱿鱼市场等 52 个在建项目完成投资 118.0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16.1% 。半升洞高端休闲街区、兴

建路二期道路改造工程等7 个项目，正在加紧开展前期工作。

现将 1-12 月份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情况通报如下：

1 、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 2 区工程。

建设2个 2000 吨级专用码头泊位，码头总长263米。开始

海上升压站钢机构体建设，进行220KV 海缆敷设施工，完成

首批风机基础施工、海上安装，完成配套码头建设等，年度

投资 220000 万元。责任单位：六横镇政府、区经信和科技

局。

完成情况: 完成配套码头建设；进行首批风机安装，

完成并网发电；完成3根 220kV海缆敷设和首串 35kV 海缆

敷设施工；完成计量站和集控中心建设；完成海上升压站建

设，完成海上升压站倒送电。累计完成投资220000 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2、虾峙岛临港产业基地项目。规划总用地 1800

亩，使用岸线长 1795 米，发展桥梁钢结构等制造产业。开

展边坡治理、场地平整等基础工程；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实

现项目重整，年度投资30000 万元。责任单位：虾峙镇政府、

区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 : 完成冷坑片区边坡爆破施工，新建煤气

站完成规划设计，冷坑周边区块约200 亩土地完成公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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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拆迁户政策处理。累计完成投资30047万元，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 100.2% 。

3、海力生集团产业园项目。总用地面积 293 亩，

在综保区建设海洋生物医药综合产业园区。完成整体搬迁工

程，年度投资37900 万元。责任单位：展茅街道办事处、区

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 :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及水产车间、制药公

司车间装修。累计完成投资37901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的 100% 。

4、欧华高端船舶数字化示范工厂建设项目。建设

年产能 80 万载重吨，新增管子自动焊机、机器人焊接系统

等智能化设备，对现有拼板制作、型材切割等流水线进行全

方位数字化升级。建成完工，年度投资2500 万元。责任单

位：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区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 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 2500 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5 、万邦永跃船舶维修技改项目。引进购置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喷涂系统、超高压水除锈机组及 IPT8

（多功能作业平台）等装备。完成设备投资并建成完工，年

度投资 4000 万元。责任单位：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区经信

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 : 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 4010 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3% 。

                                                        



6 、冠素堂浦西工业园厂房建设项目。建设工业厂

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完工，年度投资2000 万元。责任

单位：东港街道办事处、区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 2000 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7 、六横电厂光伏发电站项目。利用浙能中煤舟山

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约15000平方米的屋顶资源和 397000 平

方米的地面资源，建设六横电厂 33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完

成主体工程，年度投资23500 万元。责任单位：六横镇政府、

区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24000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2.1% 。

8 、普陀区大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工程。一期提升

改造总建筑面积19453平方米，包括原收购厂房改造，景观

绿化、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二期新建3幢四层研发用房、

实验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总建筑面积 6955 平方米。一期

建成使用，二期竣工验收，年度投资8000 万元。责任单位：

区住建局。

完成情况：一期、二期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80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9 、潮流能等新能源开发项目。开展潮流能等新能

源开发利用，推进潮流能等新能源建设。完成工程量60% ，

年度投资 8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发改局、区海洋与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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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完成情况：完成立项审批，取得生态补偿金减免批复，

完成注册资金800 万元，部分机组已购买，正在协调岸基控

制中心事宜。累计完成投资 20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的25% 。

10 、展茅鱿鱼市场提升改造工程。对鱿鱼市场进行

升级改造，以及鱿鱼加工企业的落户建设。完成部分政策处

理等前期并动工建设，年度投资23000 万元。责任单位：展

茅街道办事处、区经信和科技局、普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情况：完成部分陆域区块石渣回填8 万吨，完成

鱿鱼市场三路的路基翻挖、碾压工作；河道施工图待审查。

累计完成投资2548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10.8% 。

11 、沈家门柏业水产品精加工项目。建设水产品

精加工为 2000 吨 /年的生产厂房，水产品冷冻200 吨 / 日

的配套冷库，总建筑面积17274平方米，新建配套500吨级

浮码头2座 1 泊位，使用岸线 83 米。完成主体工程，年度

投资 5000 万元。责任单位：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区经信和

科技局。

完成情况：完成桩基施工，正在建设主体工程，建设

至地上四层。累计完成投资 28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的56% 。

12 、格林水产厂房技改项目。新增生产车间一层，

建筑面积 2361 平方米，并增添单冻设备等附属设施。完成

                                                        



一期工程，年度投资 2000 万元。责任单位：东港街道办事

处、区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一期工程完工，投入生产运营。累计完成投

资 1956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97.8% 。

13 、普陀海洋科创园建设工程。一期新建标准厂

房一幢，占地面积 9040 平方米，建筑面积10200平方米；

二期新建企业办公楼、职工食堂、会议设施等综合配套项目

建设。一期建成完工，二期完成总工程量的60% ，年度投资

3690 万元。责任单位：展茅街道办事处、区经信和科技局、

普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情况：一期工程完工；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主体工程，

四栋厂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二次结构完成80% 。累计完成

投资 4135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12.1% 。

14 、展茅嘉誉建材技改项目。厂房扩建 ,建筑面

积 2500 平方米 , 新增商品混凝土生产线一条。建成投产，

年度投资 2500 万元。责任单位：展茅街道办事处、区经信

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2502 万元，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15 、展茅丰宇生物技改项目。扩建中试车间，以

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建成完工，年度投资3000 万元。责

任单位：展茅街道办事处、区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3002 万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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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16 、金枪鱼罐头及即食产品技改项目。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及生产线，生产自主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及即食产品。

建成完工，年度投资 2500 万元。责任单位：展茅街道办事

处、区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2511 万元，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4% 。

17 、展茅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展茅

工业 C区市政管网，污水处理厂扩容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完成工业 C区市政管网雨污水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完成项

目批报，年度投资 1200 万元。责任单位：展茅街道办事处、

普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情况：污水管网铺设完成，海惠路路面沥青浇筑完

工， C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完工。累计完成投资1310 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9.2% 。

18 、浙台（舟山普陀）经贸合作区项目。新建

5000 吨级对外滚装运泊位一个以及办公用房、报关报检大

厅、进出口快件检验区、水果及一般贸易进出口检验区等配

套建设，总建筑面积 11500平方米。建成完工，年度投资

6300 万元。责任单位：浙台（舟山普陀）经贸合作区管委

会、区经信和科技局。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并完成直航开港。累计完成投资

80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27% 。

                                                        



19 、中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油品储运扩建工程。

扩建储罐 29 座，新增总容量117 万立方米，及相应配套设

施。完成油品储运扩建工程项目开山部分；完成海堤总工程

量的80%，年度投资50000万元。责任单位：六横镇政府、

区商务局。

完成情况：正在进行开山爆破及海堤围垦工程，其中开

山爆破已完成，海堤围垦完成80% 。累计完成投资50400 万

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8% 。

20 、东白莲岛油品储运工程。建设总规模 485 万

方储油罐，总用地面积 1600 亩，其中一期建设规模190 万

方储油罐，用地面积约 1032 亩，新建 15 万吨级、3万吨

级码头、5千吨级工作船码头各1座以及配套设施。一期工

程进行土地摘牌、码头建设、电力设施建设、海塘改造和二

期山体爆破及围填等，年度投资42000 万元。责任单位：虾

峙镇政府、区商务局。

完成情况：海塘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完成库区图设计及

施工现场总平规划布置图设计；一期库区开山工程完成总进

度的75%；启动工作船码头及山塘、河道建设；山塘水库等

用水设施建设完成工程量的80%。累计完成投资42013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21 、震洋大厦总部项目。建造总建筑面积 4.1 万

平方米，高 80 米大厦。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年度投资

7000 万元。责任单位：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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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正在主体工程建设，主体框架建设已完成。

累计完成投资 71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1.4% 。

22 、舟山杉杉生活广场建设项目。建造 18 幢多

层综合性商业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111165 平

方米。建成完工，年度投资15000 万元。责任单位：东港街

道办事处、区商务局。

完成情况：完工运营。完成投资15000万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 100% 。

23 、东港铂尔曼酒店项目。在东港建造星级酒店，

总建筑面积47805平方米。完成外墙装饰，开始室内装修，

完成消防、智能以及设备安装，年度投资6000 万元。责任

单位：区旅游委、东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完成室内精装样板房及景观工程，消防工

程安装完成80% ，暖通工程完成60%，室内精装修工程完成

10% 。累计完成投资 6015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3% 。

24 、南海商贸城项目。建设商场、超市、餐饮等

六层楼综合商业用房及相关附属设施，地上建筑面积19685

平方米。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年度投资10000万元。责任单

位：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区商务局。

完成情况：正在建设主体工程，主体框架建设已完成。

累计完成投资108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8% 。

25 、展茅路下徐七巧庄园项目。建设果木采摘观

                                                        



光、农家体验、水上乐园、生态婚庆为一体的庄园，占地面

积 135 亩。完成主体工程，年度投资 2000 万元。责任单位：

展茅街道办事处、区旅游委。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2015 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8% 。

26 、东极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包括

庙子湖岛景观游步道、环岛道路、饮用水管网、海水淡化、

配电网等工程。景观游步道、环岛道路等开工，年度投资

2500 万元。责任单位：东极镇政府。

完成情况：启动海水淡化工程，签订6 套海水淡化设

备合同，准备进场施工。累计完成投资2500 万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 100% 。

27 、浙江新农都舟山物流中心项目。占地面积

230 亩，建筑面积 24.8 万平方米，建设大型农产品物流中

心和对外贸易中转基地。完成前期手续并开工建设，年度投

资30000万元。责任单位：东港街道办事处、区商务局。

完成情况：完成注册资金10000 万元；《城北新农都

区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已通过评审并获市政府审批；设

计方案正在编制中。累计完成投资 1000 万元，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 3.3% 。

28 、海中洲三游商贸城（暂名）建设项目。总建

筑面积 31823平方米，包括商贸城、商贸配套用房及相关配

套设施建设。完成前期手续并开工建设，年度投资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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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责任单位：东港街道办事处、区商务局。

完成情况：主体工程结顶，铝合金门窗及外墙装饰保

温板工程完工，正在进行附属工程施工。累计完成投资

5023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5% 。

29 、普陀健康养老综合体项目。建设养老中心综

合体，总用地面积203 亩，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完成

土地摘牌工作，注册公司，项目动工建设，年度投资

100000 万元。责任单位：东港街道办事处、区发改局。

完成情况：项目开工，引进企业2家；完成土地摘牌，

公司注册；完成项目前期审批手续办理；完成医疗、养老机

构合作协议签订。累计完成投资 150000 万元，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 150% 。

30 、半升洞高端休闲街区项目。用地面积约 180

亩，总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拟开发建设高档商贸业及

住宅小区。明确投资主体并启动建设，年度投资150000 万

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区招商局、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完成土地招拍挂工作，由上海芈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拍得，正在开展前期立项工作。累计完成投资

1172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8.1% 。

31 、城北商业用房建设工程。建设商业地块、便

民商业用房等项目。动工建设，年度投资3500 万元。责任

单位：区城投集团、东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E-06-02地块、 E-06-01地块主体工程基

                                                        



本完工。累计完成投资 695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93.1% 。

32 、安期峰景区二期建设项目。建设安期峰游步

道，及香草谷改建工程。动工建设，年度投资1000 万元。

责任单位：桃花镇政府、区旅游委。

完成情况：游步道、观景平台、安全设施已开工建设；

玻璃栈道完成预算，进入招投标程序。累计完成投资10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33 、桃花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项目包括

渔农村垃圾减量化压缩打包处理、南部海岛公园游步道建设

一期、塔湾金沙景区环境综合整治、星级厕所打造、通景道

路边坡美化，武侠一条街改造一期工程。建成完工，年度投

资 1500 万元。责任单位：桃花镇政府、区旅游委。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1500 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34 、朱家尖车客渡码头客运站场工程。填筑 65

亩并进行客运大楼、站场等生产辅助用房建设。完成总工程

量约 50% ，年度投资 6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

完成情况：站场建设方案正在设计调整和换取土地证

办理立项审批。累计完成投资 60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 100% 。

35 、兴建路二期道路改造工程。包括兴建路二期

道路两侧征收及东海西路至渔市大街西口改造，道路长900

12



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路面、雨污水管铺设、绿化景观照明、

交通安全设施及其他相关附属设施建设。推进未签约户强制

征收；争取开工建设，年度投资400 万元。责任单位：区住

建局、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区国资公司。

完成情况：开展工程招投标工作。累计完成投资24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60% 。

36 、鲁家峙肚脐山隧道及接线工程。道路全长

813米，设置连拱隧道1座，隧道长300米。隧道完工，年

度投资 5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沈家门街道办事

处。

完成情况：完成道路沥青浇筑，人行道施工、路灯及

交安管线施工已完成，完成总工程量的80% 以上。累计完成

投资 3525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0.5%。

37 、六横公路大桥项目。大桥全长约 40 公里，

其中跨海桥梁长约 22 公里，陆地接线长约 18 公里，全程

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开展勘察设计工作，完成土地预审，

申报可研批复,争取开工建设，年度投资40000 万元。责任

单位：六横镇政府。

完成情况：项目初堪阶段外业工作已全部完成，完成

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正在进行修改完善。累计完成投资

863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21.6%。

38 、329 国道普陀段改建工程。路线全长 6.9公

里，路基拓宽至 50 米，增设高架桥 2 座。完成总投资

                                                        



60% ，年度投资16000万元。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东

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实施芦花岭、蔡家岭边坡开挖以及路基施

工、桥梁工程。其中芦花岭高边坡开挖5.6 万方，蔡家岭高

边坡开挖 9220 方，徐家互通主线高架桥、徐家互通左线高

架桥、跨沈芦高架桥、朱家桥等桥梁工程正在加快推进。累

计完成投资21555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34.7% 。

39 、全区陆岛交通码头建设工程。六横大岙车渡

码头改扩建、庙子湖北岙码头扩建、东极东福山交通码头扩

建、虾峙车渡码头、朱家尖车客渡码头（内侧泊位）等陆岛

码头建设工程。完成东极东福山交通码头扩建工程、朱家尖

车客渡码头工程（内侧泊位），启动庙子湖北岙码头扩建工

程，年度投资 8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各镇

政府。

完成情况：东极东福山交通码头扩建工程完工；朱家

尖车客渡码头（内侧泊位）、六横大岙车渡码头改扩建工程

完工；虾峙车渡码头工程正在进行灌注桩浇筑；庙子湖北岙

码头扩建工程正在进行联系墩砼浇筑。累计完成投资10132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26.7% 。

40 、普陀鲁家峙至东港公路工程。总用地面积约

64 亩，建设起点位于沈家门鲁家峙岛东侧，穿沈家门渔港、

终点与东港海洲路相接，路线全长约 2227 米，按一级公路

标准设计。完成房屋征收及实施明挖段和山体隧道爆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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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投资15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沈家门街

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完成管线迁移；完成普陀农商行金库搬迁；

完成东港侧隧道入口道路改建工程；基本完成“三通一平”

临时场地建设,明挖段开始软基处理施工；各项专题方案完

成编制。累计完成投资 15045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3% 。

41 、东港垃圾中转站建设工程。建设城北垃圾中

转站、东港二期垃圾中转站及配套设施。主体完工，年度投

资 3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完成情况：完成东港二期垃圾中转站工程；完成城北

垃圾中转站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30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的 100% 。

42 、城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设城北区域道路、

桥梁建设工程。道路工程基本完成，续建管线绿化，年度投

资 42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城投集团、东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道路绿化完工，普陀区329国道与城北主

一路东段接线匝道开工建设，城北主二路、支一路综合雨、

污水管线铺设完成。累计完成投资 4512 万元，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 107.4% 。

43 、鲁家峙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设包括广场、

道路、垃圾中转站及绿化等工程。鲁滨南路完成工程量

20%，鲁港路完成工程量40% ，鲁家峙体育动力公园工程完

                                                        



成工程量60%，鲁家峙垃圾转运站工程完成工程量50%，鲁

家峙文体广场及绿化建设工程完成工程量 60% ，年度投资

6500 万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鲁港路完工；鲁滨南路完成初步验收；鲁

家峙文体广场及绿化建设工程完成星级厕内部装修施工；鲁

家峙垃圾中转站、鲁家峙动力公园工程暂停。累计完成投资

6498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99.9%。

44 、沿海高架与鲁家峙大桥连接线工程。在沿海

高架外侧设置匝道连接到鲁家峙大桥。开展前期工作，争取

开工。责任单位：区住建局、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暂停前期工作。累计完成投资100 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45 、东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进行东港二期市政

道路、管线、绿化建设。建成完工，年度投资3700 万元。

责任单位：东港集团公司。

完成情况：完成海莲路（纬十一至纬十三）标准道路

及管线工程及绿化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800 万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 102.7% 。

46 、小干岛中央商务区建设工程。实施小干岛西

部区域内地下雨、污水等管道建设；大山村188户居民拆迁、

集体资产征收、5家工业企业征收拆迁等工程。完成大山村

188户居民和5家工业企业征收拆迁；实施小干岛西部污水

管道等建设，完成总工程量的20% 以上，年度投资5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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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责任单位：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完成自贸村（招商服务中心）建设并投入

使用；继续推进企业征收工作；启动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编制；

启动自贸之星区块大楼方案编制。累计完成投资61300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22.6% 。

47 、朱家尖西南涂促淤围垦工程。建设总长

4370.6 米海堤，围涂面积 4918 亩。基本完工，年度投资

37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农林水利围垦局。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3700 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48 、小郭巨二期围垦工程。新建郭巨堤、青山堤、

炮台堤、郭巨山和外青山水闸、外青山通航孔及临时河道工

程；围垦面积22500 亩，堤线总长 6553 米，防潮（洪）标

准为 50 年一遇；新建小郭巨二期围垦区渣土回填工程。除

龙口段工程以外，其他工程基本完工，年度投资20000万元。

责任单位：六横镇政府。

完成情况：小郭巨二期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92%。渣

土回填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 170% 。累计完成投资35650 万

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78.3% 。

49 、展茅螺门渔港配套通道工程。新建通道 1条，

全长981米，实施原螺门渔港政策处理工作。完成总工程量

40% ，年度投资20000万元。责任单位：展茅街道办事处、

普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情况：做好政策处理工作，完成桥梁施工图。累

计完成投资21094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5.5% 。

50 、小干岛西部围涂工程（一期）。围涂总面积

为 3030 亩，海堤全长 7.86 公里；一期工程由海堤、海堤

沿线景观道路、陆域构筑物及堤后回填部分吹填砂等工程组

成。完成基础处理及大部分堤身回填，开始闭气土方及堤后

吹填砂施工，年度投资10000 万元。责任单位：沈家门街道

办事处。

完成情况：落实主体工程防护工作。累计完成投资

1025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2.5% 。

51 、普陀标准渔港项目。建设虾峙一级渔港、樟

州二级渔港、白沙三级渔港；扩建沈家门中心渔港、台门一

级渔港、蚂蚁三级渔港。完成樟州、蚂蚁、白沙渔港竣工验

收并投入运行 , 沈家门渔港主体完成 40% ，台门渔港完成

20%、虾峙渔港工程开工建设，年度投资3500 万元。责任

单位：区海洋与渔业局、有关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樟州二级渔港通过竣工验收；蚂蚁渔港、

白沙渔港交工验收并投入试运行；沈家门中心渔港完成施工

图审查并开工；台门渔港开展“三通一平”；虾峙渔港完成

工程地质详勘和初步设计（送审稿）。累计完成投资3915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11.9% 。

52 、全区五水共治项目。完成城区污水收集管网

新建 12 公里，完成3座水库除险加固，6条海塘加固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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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排涝工程，完成综合整治山塘 24 座，高效节水灌溉

420 亩等保供、节水工程。建成完工，年度投资36000万元。

责任单位：区农林水利围垦局、区环境保护局、区住建局、

有关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完成新建城区污水收集管网15.99公里；

完成全区131个劣Ⅴ类小微水体治理；3座水库除险加固累

计完成投资 2100 万元；完成6条海塘加固及配套闸站建设；

综合整治山塘 24 座，高效节水灌溉建设420 亩，农村河道

整治 3.03 公里。累计完成投资64808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的 180% 。

53 、沈家门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对沈家门旧城

区棚户区进行修缮改造，包括沈家门教场低洼地、同济路卡

口、墩头农贸市场及三弄、规划兴建路南北两侧约650余户

及相关企业等征收工作。完成棚户区征收150户，年度投资

23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旧城办、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完成墩头农贸市场及三弄地块2.1 万平方

米征收工作（包括墩头农贸市场、825粮库及 167户私有住

宅和商业用房）；继续推进荷外、半升洞、兴建路二期等地

块政策处理工作。累计完成投资24309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的 105.7% 。

54 、旧城区 D级危房解危改造工程。沈家门解

危 D 级危房 31 幢，解危户数 772 户，解危建筑面积约

39574 平方米。完成剩余D级危房改造，年度投资17000 万

                                                        



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 完成沈家门 31 幢 D级危房解危工作。累

计完成投资17000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55 、城北刘家湾、大岭下安置房项目。在城北建

造安置小区，刘家湾总建筑面积83623平方米，大岭下总建

筑面积 99576平方米。刘家湾安置房竣工验收，大岭下公建

房建成交付使用，年度投资 59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城投

集团、东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刘家湾竣工验收，完成绿化补种；完成大

岭下安置房自建房完成第五批次场地平整、第四批次道路建

设及综合管线安装。累计完成投资 6322 万元，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 107.2% 。

56 、东港三初安置房（瑞祥家园）建设工程。建

造安置小区，总建筑面积19966平方米。主体工程结顶，年

度投资 3500 万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完成情况：正在建设主体工程，8幢安置房均已结顶，

完成总工程量的75% 以上。累计完成投资 3500 万元，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57 、区社会福利院迁建工程。新建社会福利院，

总建筑面积16637平方米，设置床位400张。建成完工，年

度投资 2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完成情况：工程完工并完成内部装修和实施设备采购。

累计完成投资 222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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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区职教中心迁建工程。总建筑面积 21954 平

方米，新建综合实训楼、食堂及宿舍等用房。建成完工并交

付使用，年度投资 2941 万元。责任单位：区教育局、东港

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交付使用。累计完成投资2941 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59 、全区小学建设工程。建设包括鲁家峙小学

（暂名）、城北小学（暂名）等工程。鲁家峙小学（暂名）、

城北小学（暂名）建成完工，年度投资6524 万元。责任单

位：区教育局。

完成情况：城北小学已交付使用；鲁家峙小学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附属工程正在施工。累计完成投资6524 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60 、全区幼儿园改扩建工程。建设包括城北幼儿

园（暂名）、平阳浦幼儿园（暂名）、银亿璞园小区配套幼

儿园装修、海洲一品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装修等建设工程。

城北幼儿园（暂名）、银亿璞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装修和海洲

一品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装修工程完工，平阳浦幼儿园（暂

名）进行主体施工，年度投资 2500 万元。责任单位：区教

育局。

完成情况：城北幼儿园交付使用；平阳浦幼儿园暂缓

实施；银亿璞园小区配套幼儿园（即鲁家峙幼儿园）交付使

用，海洲一品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完工并交付。累计完成投

                                                        



资 1804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2.2% 。

61 、鲁家峙市场建设工程。建设包括菜场、商铺、

仓储及管理用房、车库和设备用房等。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年度投资 3150 万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沈家门街道办

事处。

完成情况：完成主体工程及菜场扶梯安装；完成灯具

及卫生间洁具安装；完成消防喷淋系统安装、屋面光伏系统

及附属工程招投标工作。累计完成投资2650 万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93.7% 。

62 、城区公园建设工程。建设青龙山、刺棚山、

岭陀山、江湾船厂遗址等公园，内容包括公园景观绿化、游

步道、庭院等设施工程。完成青龙山公园南入口提升改造，

年度投资500万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完成情况：完成青龙山公园入口房屋拆除工作及地质

勘察工作，完成青龙山公园南入口改造工程施工图局部调整

阶段。累计完成投资15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0% 。

63 、城北新塘安置房建设工程。在新塘城北 A-

05 地块建设安置房，总建筑面积 168915 平方米。完成政

策处理并开工建设，年度投资 3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城

投集团、东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安置房北区正在桩基施工，南区正在施工

前准备。累计完成投资 3665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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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展茅梁横安置房建设工程。总用地面积

13116.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106.5平方米，安置总户

数为 95 户。完成工程的40% ，年度投资 2000 万元。责任

单位：展茅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正在建设主体工程，最高建设至五层。累

计完成投资 2400 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20% 。

65 、舟山顾氏骨伤医院迁建项目。在城北新建门

诊楼、住院综合大楼等设施。完成前期相关手续并开工建设，

年度投资10000 万元。责任单位：东港街道办事处、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

完成情况：启动项目前期工作，正在进行政策处理。

66 、普陀仁济医院项目。对普陀医院沈家门院区

进行改造及设备投入，总运营面积约2.6 万平方米。项目开

工，年度投资 60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完成情况：完工并对外营业，开展行政楼、后勤楼、

放射楼改建前期工作。累计完成投资7200 万元，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的 120% 。

67 、普陀东港恒大城项目。用地面积 83 亩，建

设商住小区，建筑面积 14.6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 11 万平

方米。综合楼结构封顶，年度投资50000万元。责任单位：

东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主体工程已结顶，正在进行外立面工程，

其中1-4号楼外立面已完成。累计完成投资64323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28.6% 。

68 、舟渔明珠地块商住用房建设项目。总建筑面

积 62551平方米，其中住宅36684 平方米，商业用房12400

平方米。开工建设，年度投资20000万元。责任单位：东港

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主体工程正在建设，完成中间结构验收；

正在进行窗框安装等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4755 万元，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的 123.8% 。

69 、银亿璞园续建项目。完成银亿璞园后续附属

工程。完工，年度投资15000 万元。责任单位：沈家门街道

办事处。

完成情况：项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15000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 。

70 、东港 42-1 地块商住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73 亩，商住用房建筑面积约9.8 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年

度投资 40000万元。责任单位：东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 : 正在建设主体工程，主楼完成工程量的

50%，地下室完成工程量的95%。累计完成投资73098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82.7% 。

71 、东港 38-4 地块商住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51 亩，商住用房建筑面积约6.1 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年

度投资 40000万元。责任单位：东港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完成桩基工程施工，完成基坑围护，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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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主体工程。累计完成投资41648万元，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的 104.1% 。

72 、舟山市蓝色海湾整治暨百里滨海大道（普陀

段）项目。推进沿港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海洋生态环境提

升工程、滨海及海岛生态环境提升工程、生态环境监测及管

理能力建设工程，恢复生态湿地面积 11.5 万平方米，整治

沈家门港湾岸线9.3公里。完成海博等房屋征收和拆除；鲁

家峙生态岸线景观工程完成工程量50% （包括鲁家峙北岸线

和东南涂景观）百里滨海大道完成一期二标段，二期一标段

完成 40% ，年度投资30000万元。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区

海洋与渔业局、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完成情况：陆源入海污水截流工程完成1.18 公里；

鲁家峙西南侧滩涂完成1.2 万平方种植工程，1号河完成工

程量70%， 4号河完成工程量60% ；鲁家峙北岸提升工程完

成初设调整和控制价审核；鲁家峙海岛休闲公园完成工程量

25%、海岛文化公园完成工程量40% ；海湾管理监测中心完

成施工图设计；海湾实时监控进入招投标，泥驳船和垃圾

（油污）收集船完成招投标。累计完成投资17790万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9.3% 。

        

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 办公室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7日

    ( 此件公开发布 )

                　             

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2 月 7 日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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