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一览表
本报记者 殷聪

重大项目建设的热火朝天，恰似入夏
以来宁波持续的高温。昨日一早，全市
102 个重大项目在奉化举行集中开工仪
式，总投资1356亿元，年度投资近300亿
元，其中投资额超过 20 亿元的项目就有
22个。

这样的开工场景似曾相识。就在半年
前，镇海老城区的聪园路上，全市 88 个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号角吹响。

时隔半年，又有 102个重大项目宣布
集中开工，这是全市上下精准对接“名城
名都”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作为城市扩
能升级、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正是
一个个重大项目建设，为经济的长远健康
发展积蓄了更多向好向上的能量。

昨日，溪口弥勒大道旁，奉化、海
曙、江北、镇海等区县 （市） 及杭州湾新
区、宁波高新区负责人依次汇报本地区投
资及重大项目开工情况。铿锵有力的声
音，回荡在现场。

“此次将宁波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会场设在奉化，是市委、市
政府对奉化的鞭策，我们倍感振奋，备受
鼓舞。奉化将以此为契机，积极投身‘名
城名都’建设，全力推进‘大脚板走一
线，小分队破难题’专项行动，围绕项目
优环境，围绕项目抓落实，坚决打赢有效
投资攻坚战，坚决完成有效投资各项目标
任务，努力为我市‘名城名都’建设增添
奉化动力。”奉化区委书记高浩孟在活动
现场表示。

就在开工现场，5年后即将崛起一座
总用地面积约 1581 亩的生态旅游小镇。
小镇内酒店、商业街、运动中心、影剧院
等一应俱全。

包括宁波溪口生态旅游小镇项目在

内，昨日集中开工的 102个重大项目，涉
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等领域。其中，农林水利项目 6 个，
总投资 50 亿元；交通项目 7 个，总投资
83 亿元；能源项目 4 个，总投资 97 亿
元；工业项目28个，总投资269亿元；社
会发展项目13个，总投资106亿元；城建
项目13个，总投资238亿元；服务类项目
31个，总投资512亿元。

昨日上午8时45分左右，当市委副书
记、市长裘东耀宣布宁波参加省市集中开
工活动的重大项目开工时，现场汽笛长

鸣、掌声雷动。施工队齐齐开动挖掘机、
推土机、运输卡车等，投入建设中。

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
长方向，这 102 个重大项目，犹如在宁
波大地播下了 102 颗希望的种子。“我相
信这批项目的开工建设，将进一步提升
宁波城市功能品质，改善市民生活水
平，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现代产业
发展，美化生态环境，为我市跻身全国
大城市第一方队，精准对接‘名城名
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后劲。”市经信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周一，舜宇光学项目一期工地上一片
繁忙，施工人员正在对二栋厂房进行内部装
修。据舜宇光学科技 （集团） 有限公司战略
发展中心部长李庆喜介绍，舜宇光学项目一
期目前已有一栋厂房投产，剩余五栋厂房已
分别进入装修和土建阶段。

投资近70亿元、占地近500亩的光学项
目是舜宇光学加快市场开拓的关键一步。除
了项目一期外，舜宇光学项目二期也有望于
今年底正式开工建设。待该项目一期、二期
建成并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新增产值 250亿
元。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转型升
级组合拳，重大项目建设是急先锋。近年

来，四明大地上，重大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一批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
大工程，推动我市有效投资高质量、高效
率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697 亿元，总量全省第二。全市今年安排
的重点建设项目 482 个，上半年完成投资
72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51%。从行业分
布来看，农林水利、能源、城建、社会发
展、服务业等完成进度都超过50%。镇海中
官路创业创新大街项目新青年广场开元东地
块住宅、爱科迪年产 4500 万件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生产线等6个原定下半年开工的项目
已提前开工。

重效率，项目建设又好又快

一对一领题，点对点跟进。如今，全市
上下正积极开展“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
难题”专项行动。由市领导挂帅联系推进的
100 个重大项目 （平台），攻坚克难，以点
带面，强力推动全市重大项目加速前期工作
进程，加快落地开工建设。

今年1月，全长8900米的环城南路西延
工程正式开工；5月，三官堂大桥 （江南路
—中官西路） 及接线工程主桥龙门吊完成安
装；7月，世纪大道快速路 （东苑立交—百
丈东路南） 一期工程主线高架 （包括上下匝
道及接坡道路） 顺利建成……

随着“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
专项行动的推进，一批批重点投资项目在我
市加速落地。88个参加1月省市集中开工活
动的重大项目，已全部开工并入库，年度计
划投资逾388亿元。

与此同时，我市对纳入专项行动的项目
实行“四个一”推进措施 （即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套工作班子，一张进度报表），
全市设立专门办公室，100个重大项目 （平
台） 正有序推进中。

“为进一步推进全市扩大有效投资攻
坚，完善全市重点工程项目综合监管系统，
我市对 100个重点项目按月细化投资和形象
进度，实施‘红黄绿’灯管理。”市经信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未按期完成的项目进行

“红黄”灯预警，进一步了解掌握项目进
度，及时转办存在问题。

市重点办筛选预排了 136个监管项目名
单，其中建设项目 121 个，前期项目 15 个。
目前，136 个监管项目名单正在完善数据，
并入库实施。

同时，为切实加大重大项目协调服务力
度，我市在已有协调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建
立完善以市领导联系决策协调机制、市重点
办及成员单位服务推进机制、项目责任单位
协调落实机制为核心的重大项目三级协调机
制。

“每一级协调机制建立相对应的类似工
作小组的推进组织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
制度。”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三级协调
机制自下至上逐级启动，分层次分梯度统筹
协调解决问题，合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扩投资，全市上下实招频出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吹响了扩大有效
投资的冲锋号。然而，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如何打好有效投资和重大项目的“攻坚
战”，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

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我市将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开展有效投资攻
坚战活动，以产业投资为重点，既关注规
模，更注重结构，以有效投资平稳增长和结
构优化为总体目标，提出 9 项主要举措和 4
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宁波市有效投资攻坚战 （2017-2019
年） 实施方案》将于近期印发并召开动员大
会，正式启动该项活动。

“按照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以决战下
半年、冲刺四季度的决心，我市将倒排推进
计划，全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该负责人
说，按照计划，我市将对每个列入计划的重
点项目逐个排定“前期路线图、开工计划
表”，细化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落实责任
部门和配合单位。

“特别是对于尚未开工项目和进展缓慢
的项目，加快审批、融资、拆迁等前期速度，争
取早日开工，早日产生投资，在建项目的滞后
难点逐一协调、逐一攻破。”该负责人说，要确
保实现全年固定投资增长 10%以上，重点建
设项目完成投资1400亿元以上。

抓落实，凝心聚力苦干实干

大干投资不松劲
本报记者 殷聪

重大投资项目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来自市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我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97亿元，总量居全省第二。数据背后传递

强劲的信号：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转型升级亮点频现，新动力成

长势头正在加快。投资促进经济转型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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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鞭奋蹄又一程
——省市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侧记

区县（市）/管委会
海曙区
江北区
鄞州区
北仑区
镇海区
奉化区
余姚市
慈溪市
宁海县
象山县
高新区
东钱湖
梅山

杭州湾新区
保税区
市本级
合计

项目数（个）
10
10
6
6

10
8
9

16
8
2
3
1
2
9
1
2

102

总投资（亿元）
146.89
130.69
153.9
38.21
72.85
104.6
203.5

167.22
106.2

7.4
15
4.3

18.89
113.23

3.2
83

1356.19

年度投资（亿元）
34.5
18.3

27.17
10.7

24.65
27.3
23.2

42.14
12.9
2.7
4

0.5
6

61.77
1
8

299.83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省市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 （徐能 摄）

世纪大道快速路 （东苑立交—百丈东路南） 一期工程主线高架顺利建成。 （刘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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