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类别 数量 总投资额

工业类 25个 85.4亿元

服务业类 12个 64.8亿元

城市基础设施类 4个 26.7亿元

能源类 1个 11亿元

农林水利类 1个 4.2亿元

社会发展类 1个 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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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奋斗正当时！
春节节后上班第一天，慈溪

市高新区年产120套智能型真空低
压渗碳热处理装备生产线项目建
设现场，彩旗飘扬，喇叭齐鸣，
慈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这
里举行。虽然乍暖还寒，但工地
上已经春潮涌动，生机勃勃！

“这既是我市投资工作成效的
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为了更大力
度掀起大抓项目、大促投资的热
潮。”慈溪市主要负责人表示，慈
溪全市上下将以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 为 契 机 ， 振 奋 精 神 ， 铆 足 干
劲，大干苦干，实干巧干，加速
掀起项目投资建设的热潮，为推

进“六争攻坚”和创新活力之城
美丽幸福慈溪建设体现作为、展
现担当、作出贡献！

近些年，慈溪始终把项目作
为关乎未来发展的关键来抓，尤
其是深入推进市镇长工程，进一
步增强发展的基础和后劲。昨天，
共有 44 个项目参加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总投资 195.8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75.1 亿元。这些项目，单
体投资基本上在5000万元以上，都
计划在今年 6 月底前开工建设。其
中，总投资 5 亿元以上的项目 19
个，占全部集中开工项目的 43%，
5个项目单体投资超过10亿元。

项目是投资的依托，是优化

供给结构的源头活水。集中开工
的重大项目事关慈溪当前及长远
发展大局，将为慈溪加快向着高
质量发展迈进，增添新的动能、提
供新的支撑。慈溪各镇（街道）和产
业平台在集中开工活动上表示，要
比学赶超、奋勇争先，把抓项目、促
投资作为“六争攻坚”展现作为的

“主战场”，强攻坚、强突破，抓
进度、抓成效，加快各自区域范
围内项目建设推进；慈溪市级各
有关部门表示，要齐抓共促、形
成合力，既要抓好各自为主牵头
的项目实施，也要优化提供项目
各环节的服务保障，加快指导协
调，齐心协力推动项目按期建设；

项目业主单位及建设方表示，要落
实责任、精心组织，排定时序、挂图
作战，同时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
管，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有序推
进，确保尽早建成出效。

抢时争速上马建设一批好项
目、有质量的大项目，加快扩大
有效投资规模，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提供关键性支撑。慈溪市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明确时间表，落
实责任人，打好攻坚战，用目标
倒逼责任，用时间倒逼进度，用
督 查 倒 逼 落 实 ， 俯 下 身 子 当 好

“店小二”，坚决不让企业多跑一
次，确保每一个项目按进度计划
顺利推进。

奋力奋发抓项目 大干实干促投资

节后首日，慈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撰文 记者 何峰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邵滢
供图 慈溪市委宣传部

项目位于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由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
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
科技发明二等奖获得者王昭东教授
亲自组织筹建。该项目落户后将作
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化生产基

地。项目主要产品是真空渗碳成套
设备，可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各个
领域。项目预计2020年2月竣工投
产，总投资为 1.286 亿元，用地面
积为 33 亩，预计年产值可达 3 亿
元，年税收可达4431万元。

■东大热工·年产120套智能型真空低
压渗碳热处理装备生产线项目

健康智谷是国内以“大健康”为
主题的产业园区知名品牌，依托天
亿集团在医疗健康产业内的领军优
势、中卫基金的产业资本实力以及
美年大健康庞大的客户群体、健康
大数据和线下医疗服务平台，为医
疗健康企业提供一站式成长服务，
打造集健康产业集聚、孵化、投资、

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于一体的“专业
医疗健康产业生态圈”。园区将重点
聚焦医疗器械、医疗智能硬件、基因
检测、健康管理、医疗大数据等产业
领域。项目位于慈溪高新区生命健
康产业园，拟总投资 50 亿元，总用
地 300亩，分两期开发建设，一期用
地130亩，二期用地170亩。

■天亿·健康智谷产业园项目

温州置信集团在慈溪滨海经济
开发区投资开发慈溪龙山置信智造
谷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5亿元，总用
地为 141 亩，将建厂房约 15 万平方
米，配套用房约 1.8 万平方米，园区
建成后配有专业物业服务、智能化

园区管理。项目前期临水、临电已经
完成，四证已经齐全，预计今年12月
主体结构全部完成，外架全部拆除，
室外综合管网完成50%，今年计划投
资两亿元。预计完成时间 2020 年 4
月，交付时间2020年6月。

■慈溪龙山置信智造谷项目

项目位于慈溪 （观海卫） 智能
电器小镇公牛产业园内，主要生产
普通插座、抗电涌插座、防雷插
座、智能 WiFi 插座、USB 插座等
产品。项目由 9 栋建筑单体组成，
包括厂房 3 栋，综合楼 1 栋，其余

为 辅 助 用 房 。 项 目 总 用 地 面 积
202.7亩，建筑面积约 12.87万平方
米。项目预计 2020 年 12 月竣工投
产，投产后预计年产值53.7亿元，通
过建设本项目可提高公牛集团产品
自制率，保持转换器业务稳定增长。

■年产4亿套转换器自动化升级建设
项目

浙江博氢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
资燃料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全
球第一个以“甲醇重整制氢+燃料
电池发电”技术为产品核心的量产
化氢燃料电池生产基地。该产品将
优先批量应用于新能源物流车动力
电源。项目选址于慈溪滨海经济开

发区地块内，总用地 200亩。项目
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用地 100
亩，投资额 11.84 亿元，年产 5 万
台氢燃料电池产品，将建设总建筑
面积约 67300 平方米的生产厂房、
办公用房、研发用房及附属设施，
今年计划投资两亿元。

■年产5万台燃料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正大谷瑞现代机电制造项目
（一期） 由正大谷瑞机电有限公司
投资兴建。该公司系泰国正大集团
与美国爱科集团合资公司，选址慈
溪市现代农业开发区。项目占地
194 亩，计划总建筑面积 9.0282 万
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 6.6 亿元，

项目主要包括：生产区 （联合厂房
1及联合厂房 2）、生产配套 （动力
气体站、货物堆积广场、冷却塔、
地磅等）、办公配套 （综合楼、一
体化消防泵站、停车场） 等建筑及
构筑物，预计 2020 年正式投入生
产。

■正大谷瑞现代机电制造项目（一期）

部分项目介绍

从本次集中开工项目的类别来看，涵盖领域比较广，涉及 6大行
业：

慈溪市四灶浦南延工程项目慈溪市四灶浦南延工程项目 （（新城河二期新城河二期））

观海卫公牛产业园区项目

国能置信园区项目

博氢新能源基地项目

集中开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