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工程综合先进奖
（一）区县（市）政府
1、建设类
金奖：鄞州区政府
银奖：海曙区政府、宁海县政府
前期类
金奖：北仑区政府
银奖：镇海区政府、象山县政府

（二）开发园区管委会
1、建设类
金奖：大榭开发区管委会
银奖：梅山物流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宁波杭

州湾新区管委会
前期类
金奖：大榭开发区管委会
银奖：宁波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宁波国家高新

区管委会
■重点工程先进奖
市东部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市住建局、市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指挥部、宁波开投集团、国网

宁波供电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
■重点工程服务优胜奖
市政府办公厅、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政务办、农
行市分行、工行市分行、建行市分行、开发银行
宁波分行、宁波银行

■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模范集体
宁波公路市政设计有限公司214省道（鄞州

大道至奉化段）改建工程项目组
宁波市江北区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江北

区新城外国语学校项目管理组
镇海区蛟川街道办事处镇海炼化林德气体

空分项目蛟川街道推进工作小组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产城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机场快

速路南延南段（绕城高速-岳林东路）工程施工
Ⅸ标段项目部

中交城市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余姚市流域防洪工程建设指挥部陶家路江

三期整治工程项目部

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胜山至陆埠公路
（横河-余慈界）工程土建第LJ-1标段项目经理部

宁波华腾建设有限公司宁海县城西小学迁
建工程项目部

浙江良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方太理想城工程建

设部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

司
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建设功臣
吴 江 宁波万高置业有限公司
彭来忠 江北区农林水利局
姚连奎 宁波上中下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

装备工程部
舒承效 象山交通集团建设管理部
叶 俊 中海石油宁波大榭石化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部
蒋 敏 市轨道交通集团建设分公司
蔡建明 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表彰
2018年度市重点工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三等功（7个）
陈建彪 北仑区小港街道办事处
胡 路 象山县发展和改革局
孙冬益 鄞州区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
陆晓晖 市纪委驻市委办公厅纪检监察组

（挂职大榭石化馏分油四期项目）
黄秦波 市“项目争速”办公室
叶新良 市委政研室（挂职“项目争速”牵

头单位）
马安娜 市政协办公厅（挂职大庆北路道

路工程）
■嘉奖（29个）
吴祖峰 海曙区交通运输局
李 超 江北区重点办
谢蔚凌 镇海区发改局

诸华娟 奉化区发改局
郑易之 余姚市重点办
陈 颖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杨军武 宁海县重点办
陆万利 大榭开发区经发局
陈立波 高新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李立刚 市建设房产监察支队
苏晓磊 市政府办公厅
李 茂 市委组织部
杨 东 市重大项目稽察办
章展超 市财政局
胡思成 市应急管理局
张志毅 市行政服务保障中心
赵超颇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寿佳音 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张洪波 市交通发展前期办公室
孙春奇 市水利局水资源信息管理中心
钱宏春 市市政公用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冯晓虹 奉化区委深改办（挂职加快雪窦

名山建设项目）
裴宏军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挂职新材料

科技城项目）
吕大元 海曙区章水镇（挂职海曙沿山干

河整治工程）
张华锋 市委机要和保密局
林本平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
顾志强 市网信办
唐剑冬 市总工会
潘柏林 市东部新城指挥部

市人社局、市发改委公布
2018年度宁波市重点工程行政奖励名单

■2018年度市重点工程先进集体
江北区重点办
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箭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北仑区发改局
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奉化区重点办
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宁海—象山天然气管理工程（宁海）指挥部
象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吉利汽车集团建设工程中心零部件事业项

目工程部
宁波华泰盛富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梅山物流产业集聚区经济发展局
市发改委重点项目管理处
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
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处
市三江河道管理局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
市教育局计划财务处
市卫生健康委规划财务处

宁波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产开发分公
司

宁波轨道交通运营分公司新线建设管理部
宁波东部新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镇海区401项目推进办公室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中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市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18年度市重点工程先进个人
胡奇侠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建军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傅黎江 宁波市镇海区交通工程开发公司
苗国英 中海浙江宁波液化天然气有限公

司
李尚君 浙江银晨集团有限公司
周一伦 宁波市奉化区滨海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胡益蓉 宁波舜建集团有限公司
袁永君 慈溪万洋众创城开发有限公司
毛志彬 宁海宁东新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张存木 宁波至高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王战国 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费晨洪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江斌华 华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贺 锋 航天科技城建设有限公司
周顺义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建设工程中心

梅山项目部
俞艳滨 宁波宁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陈成元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肖广良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

设分公司
柳敬景 宁波市轨道交通地产开发分公司
闵 玉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 盛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邵海波 宁波大榭开发区宏利路桥工程有

限公司
张卫兵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朱占宏 浙江江能建设有限公司
陈建平 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包凌雁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郭守权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
郑 峰 浙江工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袁敏霞 宁波中经数据发展有限公司
方敛拓 宁波开投置业有限公司
李晓红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马兴华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郭宗华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董正中 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宁波市重点工程领导小组表彰
2018年度市重点工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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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于北仑区柴桥云台山路
南、庙河江东 1#地块，项目总投
资 39.9亿元，2019年计划投资 5亿
元。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33 万
片 8英寸特种工艺芯片产能，同期

开发高压模拟、射频前端、特种半导
体技术制造和设计服务。建成后预
估年产值约 14亿元，利润 0.7亿元，
税收0.8亿元。项目将满足国内市场
需求，打破国外公司的技术和产品
垄断，实现器件供给国产化。

■中芯宁波特种工艺（晶元-芯片）N2项目

项目位于宁波市姜山镇鄞州工
业园区，总投资 5.13 亿元，2019
年计划投资1.65亿元，完成主体框
架施工建设。

建成后具备年产 100万台电动

机保护装置，同时将吸纳安置劳动
力 2200 人以上带动行业新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升
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对于产业转型
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年产100万台电动机保护装置项目

鄞州新城区首南地段 YZ08-
09-15 地块东至天童南路、南至鄞
州大道、西至宁南南路、北至泰安中
路。项目总投资63亿元，2019年计划
投资 10 亿元，2019 年地下室完成
70%。

本地块为商住混合项目，定位

为南部商务区门户区，建成后不仅
有利于丰富宁波南空间天际线、
提升南部商务区整体形象，丰富
区域商业氛围，而且可以从根本
上 优 化 项 目 周 边 的 城 市 公 共 景
观、交通联系,提升附近小区居民
的生活品质。

■鄞州新城区首南地段YZ08-09-15地块项目

项目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福明街
道，东起朝晖路，西至规划路，南起
江东北路，北至规划路。总投资 7.3
亿元，2019年度计划投资1.5亿元。

项目整合城中村改造土地资
源，改善区域业态和周边环境，是
棚户区改造背景下的涉军房屋整体置
换项目，安置约956户居民。项目为

系统解决城市有机更新、部队住房保
障等问题探索了一条新路，是军民融
合的示范。项目建成有利于军队住房
保障，也有利于解决涉军老旧小区住
房安全隐患，同时项目早日建成可以
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整合城中村改造
土地资源，改善区域业态和周边环
境。

■城中村改造庆丰地块整体置换项目

项目位于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
南岙地区，建设焚烧主厂房、综合水泵
房、油泵房及配套设施等，项目总投资
8.9亿元，2019年计划投资3.35亿元。

项目采用国际领先、国内标准

最高的烟气净化系统、废水处理系
统、灰渣处理系统等，建成后主要设
备年运行可达 8000小时，将推进生
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
理。

■奉化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6363个重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大项目集中开工

为高质量发展播下为高质量发展播下 ！！春天的希望春天的希望
比学赶超，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今年才过去两个月，重大项目建设已是第二次按下“快进键”。昨天，我市又有63个重大项目参加全省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2019年，我市计划安排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288个，总投资6991.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08.9亿元。其中农业水利项目18个，计划完成投资

56.0亿元；交通项目22个，计划完成投资126.0亿元；工业项目80个，计划完成投资267.1亿元；城建项目58个，计划完成投资251.6亿
元；社会发展项目36个，计划完成投资44.4亿元；能源项目14个，计划完成投资101.1亿元；服务业项目60个，计划完成投资162.7亿
元。

重大项目一直是城市发展的“强力引擎”，事关宁波经济命脉、民生福祉和城市未来，必须以全力之功确保项目建设“开门红”！今年前
2个月，我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133.1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3.2%，96个新开工项目中，目前已经有31个项目开工建设，开工率
达32.3%。

2019年上班第一天，我市就吹响了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结令”，无论在建工程，还是续建工程，都开足马力“向前冲”。1月初参
加全市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的105个项目，截至昨天，已经开工75个，开工率达71.4%，其中江北区、镇海区、鄞州区的项
目已经全部实现开工。这批集中开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36.5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6.2%。

昨天参加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的63个项目，总投资1069.5亿元，年度投资212.6亿元。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35个。“很荣幸全
省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宁波分会场设在我们的项目部，这将为我们带来更大的动力。”城中村改造庆丰地块整体置换项目负责人
张高峰介绍，该项目拟建7栋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到2022年竣工。

与此同时，昨天上午备受市民瞩目的“宁波第一高楼”城市之光在东部新城正式开始工程桩施工。该超高层项目总面积31万平方米，
总层高88层，主要有顶级酒店、高端写字楼、精品商业等业态。超高层大楼不仅在高度上为浙江省第一，在宁波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为加快项目实质性启动，东部新城指挥部会同市区两级发改、住建、规划等部门，贯彻落实“最多跑一次”审批制度改革，加
强协调，解决了超高层项目分阶段领取规划、施工许可证等难题，开创了宁波分段审批的先河，是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有
效实践，使项目开工比原审批计划提前了一年以上。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63个项目，犹如63棵小树，为宁波市新一年高质量发展播下春天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