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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根据《浙江省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286 号）和《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50 号）规定，在 2018 年度省级政府投资计划的基础上编制 2018 年省级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资金安排表。

省级政府重大投资项目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包括由省级部门实施的投资项目和通过转移支付安排由市县政府实施的投资项目，其中，省级部门实施的投

资项目预算按项目分别编制，由市县政府实施的投资项目按照转移支付项目预算打捆编制。2018年政府重大投资项目预算编制范围包括：（一）交通（含铁

路、公路、水运）、水利项目总投资额 5亿元以上，省级财政资金累计安排 1亿元以上且已纳入 2018 年预算草案的省级政府投资项目；（二）除交通、

水利项目外，其他项目总投资额 2亿元以上，省级财政资金累计安排 0.50 亿元以上且已纳入 2018 年预算草案的省级政府投资项目。

2018 年拟安排省级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资金预算 141.91 亿元，用于 40 个省级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其中：省级部门实施的项目 24 个，安排预算资金

36.12 亿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 12.15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796 万元、其他财政资金 23.89 亿元；通过转移支付安排的项目 16 个，安排预算资金 105.79

亿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 104.94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0.85 亿元。



2018年省级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资金安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18年
计划投资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绩效目标

实现措施

合计
其中：省级
财政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其他财政
资金（注）

总体 2018年

合计 63877138 8395108 16592550 1419074 1170880 9296 238898 

省级部门实施的项目小计 20111607 3046068 1757299 361167 121473 796 238898 

1 
浙江省舟山储备中
转粮库第三期工程

省粮食局

主要建设3×5排列浅圆仓一
组（含工作塔），栈桥9条
及其他辅助配套设施等，总
建筑面积6259平方米，总仓
容15万吨。

2017-2019 22072 22072 8500 8500 8500 

1.产出目标：
建成3×5排列的浅圆仓一组（含工作
塔），栈桥9条，总建筑面积6259平
方米；
2.效益目标：
（1）增加粮食备仓容量15万吨；
（2）大幅提高省本级的储备仓容，
减少省级储备粮委托代储数量，增强
储备粮调控能力。

1.完成土建桩基工程、基
础承台施工，完成机电设
备工程招投标，总投资完
成率＞38%；
2.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落实
责任；
2.施工过程中按照粮库的特殊性
严格抓好施工质量、安全、投资
、进度。

2 
浙江省黄龙体育中
心游泳跳水馆项目

省体育局
总建筑面积48791平方米，
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9979平
方米。

2014-2018 38471 38471 796 796 796 

1.产出目标：
（1）完成总建筑面积48791平方米；
（2）建成可举办国际赛事的甲级场
馆1座；
2.效益目标：
（1）填补黄龙体育中心在承办游泳
和跳水赛事领域的空白，比赛场馆可
容纳3000名观众；
（2）可拆装泳池，兼具全民健身功
能，提高场地利用率，年受益25万人
次。

1.完成工程结算；
2.预计5月开馆，受益25万
人次；
3.举办体育比赛80场。

1.整理工程资料，配合审计单位
做好工程结算审核；
2.做好开馆准备工作。

3 
浙江省之江文化中

心建设工程
省文化厅

占地270亩，总建筑面积
360000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220000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140000平方米。
由浙江图书馆新馆、浙江省
博物馆新馆、浙江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浙江文学馆、文
化综合体和大型地下室组成
。

2018-2021 360000 359900 4990 4990 4990 

1.产出目标：
（1）完成建筑面积360000平方米；
（2）建成浙江图书馆新馆、浙江省
博物馆新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和浙江文学馆4个公共馆，1个文化综
合体，1个大型地下室；
2.效益目标:
（1）图书馆满足藏书1000万册，雕
版版片16万册，年接待能力不少于
300万人次；
（2）博物馆年接待能力不少于200万
人次；
（3）非遗馆年接待能力不少于65万
人次；
（4）文学馆接待能力不少于30万人
次；
（5）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进一步提高人民文化素养，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1.完成前期工作，完成设
计、勘探及工程量清单编
制；
2.争取年底前开工。

1.成立项目建设小组，配备管理
人员，落实人员责任；
2.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3.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控制
工程造价，规范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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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18年
计划投资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绩效目标

实现措施

合计
其中：省级
财政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其他财政
资金（注）

总体 2018年

4 
浙江自然博物园核
心馆区项目主展馆

布展工程
省文化厅

该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展馆建
设内部的陈列技术展览工程
、增设钢结构工程和智慧工
程三部分建设内容，布展工
程涉及建筑面积为22551平
方米，同时，在六个主题展
馆内部设置钢结构平台，规
模为4471平方米，合计布展
面积为27022平方米。

2017-2019 40965 40965 12500 12500 12500 

1.产出目标:
（1）完成布展面积27022平方米；
（2）完成6个主题馆陈列布展，其中
1个主题展览达到国际首创；
2.效益目标：
（1）建成后年接待观众能力不少于
100万人次；
（2）观众满意度达到80%以上；
（3）建成“国际视野、中国特色、
浙江元素”的国际一流自然博物馆。

1.完成陈列布展主体工
程；
2.变更签证及时率95%；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成立项目建设小组，配备管理
人员，落实人员责任；
2.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3.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控制
工程造价，规范资金使用。

5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
学院迁建工程

省教育厅

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计
划招生5000人，建设教学行
政楼、宿舍楼、后勤配套设
施等。

2013-2018 153133 1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产出目标：
完成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2.效益目标：
（1）一期招生规模5000人；
（2）增加宿舍铺位数5200个，教室
座位数10000位。

1.一期工程基本完工；
2.变更签证及时率＞9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4.9月1600人入驻，年底达
到5000人规模。

1.加快工程推进进度，确保2018
年一期工程基本完工；
2.进一步优化提升各类设施，满
足投入使用的要求。

6 
温州医科大学留学
生教学生活楼

省教育厅

项目总用地面积45474.74平
方米（约合68.21亩），总
建筑面积39012.3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9012.3
平方米，主要为留学生宿舍
、留学生活动中心、教学楼
、系行政用房和留学生阅览
室、学术报告厅等；地下建
筑面积10000平方米（主要
为地下停车场及设备用房）
。

2017-2020 20283 17000 2000 2000 2000 

1.产出目标：
完成总建筑面积39012.3平方米；
2.效益目标：
（1）满足670人招生规模；
（2）改善留学生学习生活条件，便
于学校对留学生集中管理。

1.完成80%桩基工程工作
量；
2.限额设计达标率100%；
3.工程招标完成率100%；
4.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加快前期推进力度，指定专人
负责；
2.做好项目设计优化，确保融入
周边环境且协调；
3.加强施工管理，提供工程质
量，建设精品工程。

7 

 浙江财经大学文
华校区改扩建工程
总体规划及一期综

合楼工程

省教育厅

用地面积占57307平方米，
建筑面积67234平方米，其
中地下建筑面积22476平方
米，地上建筑面积44758平
方米。建筑高度79.41米，
建筑层数：地上18层，地下
2层。人防地下室7039平方
米。文华校区校园整体容积
率1.641，整体建筑密度不
大于30%，整体绿地率35%。

2014-2019 32000 32000 10000 10000 10000 

1.产出目标：
（1）新建综合楼1幢，建筑面积为
67234平方米；
（2）新增车位427个；
（3）工程质量确保“西湖杯”，争
创“钱江杯”；
2.效益目标：
（1）满足2250名全日制在校生教学
行政保障需求；
（2）融入科创大走廊，提升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

1.完成主体结构工程；完
成电梯工程、暖通工程、
弱电工程等招标；
2.变更签证及时率＞90%；
3.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4.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按照批准的总进度计划及投资
额，监督整个项目的施工质量、
进度、造价及安全；
2.切实实行项目负责制，重视合
同管理，资料管理。

8 
浙江海洋大学新城
校区学生宿舍等扩

建工程
省教育厅

项目总建筑面积52650平方
米，地上建筑面积52044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06平
方米。其中学生宿舍35000
平方米；食堂6000平方米；
教学楼10000平方米，后勤
附属用房1650平方米。

2017-2019 24924 11924 13300 5270 5270 

1.产出目标：
（1）完成总建筑面积52650平方米；
（2）新增教室间数88间，新增座位
数约5000位；新增就餐位1600位。
2.效益目标：
（1）新增床位3500张，能满足在校
本科生、研究生的住宿需要，提升了
住宿的舒适度和合理性，便于学校对
学生的管理；
（2）满足新增3500人就餐需要；
（3）满足新增3500人教学，提升了
教室规格配置的合理性。

1.建成学生宿舍3幢、食堂
及附属用房，教学楼基本
完成单体施工；
2.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4.宿舍楼9月投入使用，新
增600床位，缓解学生住宿
紧张状况。

1.抓紧前期工作进度；
2.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在确保质
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
3.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和施工安全
管理；
4.加强合同管理，确保工程顺利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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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18年
计划投资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绩效目标

实现措施

合计
其中：省级
财政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其他财政
资金（注）

总体 2018年

9 
浙江工业大学屏峰
校区1-F山坳地块

建设工程
省教育厅

总建筑面积6.44万平方米，
其中教学科研用房5.44万平
方米，地下车库（含人防工
程）1万平方米。

2018-2021 35000 27000 555 555 555 

1.产出目标：
（1）完成教学科研用房总建筑面积
54400平方米；
（2）新增地下车库10000平方米，新
增车位约250个；
2.效益目标：
（1）更好满足2500名学生教学科研
用房需求，提高教室规格配置的合理
性；
（2）提升学校整体科研实力和办学
质量，解决学校教学科研发展空间制
约。

1.完成可研、初步设计、
施工许可等前期工作；
2.争取项目开工。

1.加快前期推进力度，制定专人
负责；
2.做好项目设计优化，确保与周
边环境协调。

10 
浙江工业大学屏峰
校区1-A区块建设

项目
省教育厅

教学科研用房及室外运动场
地，总面积建筑121295平方
米。

2014-2018 52231 52231 5038 5038 5038 

1.产出目标：
（1）完成5幢教学科研楼，总建筑面
积111295平方米；
（2）新增教室229间、实验室328间
、标准田径场1个、篮球场等25个；
新增地下车库10000平方米、车位220
个；
（3）工程质量争创“钱江杯”；
2.效益目标：
（1）满足新增7000人教研需要，提
升学校整体科研实力和办学质量，解
决学校教学科研发展空间制约；
（2）运动场地免费对外开放，提高
场地利用率，满足周边群众健身需求
。

1.完成竣工决算及项目扫
尾工作；
2.满足7000人教研需要,解
决学校教学科研发展空间
制约；
3.运动场地免费对外开
放，兼具全民健身场所功
能。

1.加快推进工程扫尾及工程竣工
决算送审工作进度；
2.进一步优化提升各类设施，满
足投入使用的要求。

11 
浙江外国语学院小
和山校区二期建设

工程
省教育厅

总建筑面积108870平方米，
建设教学楼、行政楼、图书
馆、学生宿舍、食堂、活动
中心、同声传译中心等。

2017-2020 48099 48099 9220 9220 9220 

1.产出目标：
（1）新增建筑单体8幢，新增校舍总
建筑面积108870平方米；
（2）新增教学实验楼2幢，增加各类
通用教室160间，新建餐厅3000平方
米，新增就餐位1200位；
2.效益目标：
（1）满足7000名全日制普通生教学
、科研、生活的基本需要；
（2）新增床位3000张，满足在校本
科生的住宿需要，提升住宿的舒适度
和合理性，便于学校对学生的管理；
（3）改善学校教学和实验实训办学
条件，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1.力争完成6万平方米教学
楼、行政楼、图书馆、同
声传译中心工程土建及市
政园林主体建设；
2.完成配套配电房建设和
局部重点区域装修工程；
3.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4.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合理安排工程进度，确保年底
各单体建筑的施工目标完成；
2.会同施工监理单位、全过程跟
踪审计单位，按要求做好施工质
量管理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做
好施工区域与在用教学区域的安
全分隔与管理；
3.严格执行合同，控制工程造
价，规范财政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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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18年
计划投资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绩效目标

实现措施

合计
其中：省级
财政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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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其他财政
资金（注）

总体 2018年

12 
浙江树人大学杨汛
桥校区二期建设项

目
省教育厅

教室、实验室与实训用房、
行政用房、风雨操场等教学
科研行政用房，以及学生宿
舍、学生与教工食堂等生活
配套用房共计建筑面积
160000平方米。

2017-2019 65000 13000 5000 5000 5000 

1.产出目标：
（1）完成21幢楼，总建筑面积
160000平方米；
（2）新增教室125间，新增座位数约
8550位；新增就餐位2439位；
（3）工程质量争创“钱江杯”；
2.效益目标：
（1）满足新增6000人教学，提升了
教室规格配置的合理性；
（2）新增床位6000张，满足在校本
科生、研究生的住宿需要，提升住宿
的舒适度和合理性，便于学校对学生
的管理；
（3）改善学校教学和实验实训办学
条件，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1.完成综合楼、游泳馆、
院系楼、科研楼、工程实
验中心、行业学院、食堂
、学生公寓等主体结构；
2.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在确保质
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
2.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和施工安全
管理；
3.加强合同管理，控制工程造
价，规范资金使用。

13 
杭州市环城北路
318号办公楼维修

改造工程

省机关事务
局

办公楼维修改造总建筑面积
55064.55平方米，维修改造
工程包含办公楼室内维修改
造等，同时进行大楼加固、
节能及外立面改造。

2018 24404 24404 8000 8000 8000 

1.产出目标：
（1）完成改造总建筑面积55064.55
平方米；
（2）创建绿色节能建筑；
2.效益目标：
解决目前省行政中心大院办公用房缺
口，满足1100人的办公需求。

1.完成主体建设维修改
造，改造面积55064.55平
方米；
2.限额设计达标；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成立项目建设小组，配备管理
人员，落实人员责任；
2.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3.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控制
工程造价，规范资金使用。

14 
浙江民政康复中心

扩建工程
省民政厅

总建筑面积91952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0949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1003
平方米。设床位1100张，其
中医疗床位300张，老年康
复养护床位800张。建设内
容包括医疗康复用房、康复
养护用房、科研示教与远程
诊疗用房、高压氧舱等单列
用房、预防保健用房、走廊
、地下车库及人防工程等。

2016-2020 59461 59461 7400 7400 7400 

1.产出目标：
（1）总建筑面积91952平方米；
（2）床位1100张，其中医疗床位300
张，老年康复养护床位800张；
（3）项目工程质量达到钱江杯的标
准；
2.效益目标：
满足5000人次的康复需求。

1.主体结构结顶，施工总
承包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
60%；室内装修工程量完成
30%；智能化工程量完成
30%；
2.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督促总承包单位按图施工，确
保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
2.加强建设、施工、监理、设计
造价及勘察等主体单位协作，履
行各方责任，保证工程质量；
3.做好与省（市）及属地五常街
道级管理部门的沟通，获得支
持；
4.建设单位要发挥主观能动作
用，切实强化工程质量管理，有
序推进各专业施工工作开展。

15 
金台铁路（含头门

港支线）
省交通集团

国铁Ⅰ级电气化单线铁路，
线路全长226.1公里。正线
设计时速160公里/小时，支
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小时。

2015-2019 1614500 352679 300000 26298 26298 

1.产出目标：
（1）铁路修建里程226.1公里；
（2）正线设计时速160公里/小时，
支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年运行能力：2040年载客量114
对/日，年货运能力7985万吨；
（2）2030年实现载客量 85对/日 ，
货运4144万吨；
（3）完善港口集疏运系统，推动临
港产业和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长
三角区域内互动与融合。

1.征地拆迁全部完成，完
成路基29%，桥梁23%，隧
道34%；
2.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2.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项目
管理人员，落实岗位责任；
3.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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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18年
计划投资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绩效目标

实现措施

合计
其中：省级
财政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其他财政
资金（注）

总体 2018年

16 衢宁铁路 省交通集团

国铁Ⅰ级电气化单线铁路，
全长379.169公里，我省境
内210.4公里。设计时速160
公里/小时。

2015-2020 1533000 299320 300000 56000 56000 

1.产出目标：
（1）铁路修建里程210.4公里；
（2）设计时速16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年运行能力：客车40对/日，货
运6000万吨/年；
（2）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构建宁
德港后方集疏运通道，促进沿线经济
社会发展。

1.基本完成拆迁，完成路
基34%；桥梁28%；隧道
18%；
2.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2.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项目
管理人员，落实岗位责任；
3.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

17 金甬铁路 省交通集团

国铁Ⅰ级电气化双线铁路，
线路全长185.3公里，设计
时速160公里/小时，预留时
速200公里/小时。

2016-2020 2900000 405252 300000 84000 84000 

1.产出目标：
（1）铁路修建里程185.3公里；
（2）设计时速160公里/小时，预留
时速20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年运行能力：客车74对/日，货
运7918万吨/年；
（2）将进一步带动东阳经济发展，
改善市民出行条件，同时也对东阳融
入“一带一路”“义甬舟开放大通道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征地拆迁完成40%。路基
3%，桥梁7%，隧道7%；
2.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2.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项目
管理人员，落实岗位责任；
3.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

18 金建铁路 省交通集团
客运专线，电气化双线铁
路，线路全长65.4公里。设
计时速250公里/小时。

2017-2020 1079700 183500 100000 34000 34000 

1.产出目标：
（1）铁路修建里程65.4公里；
（2）设计时速25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年运行能力：近期客流密度
1010万人/年、客车47对/日，远期客
流密度1470万人/年、客车69对/日；
（2）对构筑浙江省铁路网骨架，完
善长三角城际网，优化路网布局、提
高运输机动、灵活性具有重要作用。

1.征地拆迁完成40%，全面
开工建设；
2.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2.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项目
管理人员，落实岗位责任；
3.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

19 湖苏沪铁路 省交通集团

客运专线，电气化双线铁
路，线路全长145.8公里，
我省境内46.5公里。设计时
速350公里/小时。

2017-2021 648000 62700 20000 4200 4200 

1.产出目标：
（1）铁路修建里程46.5公里；
（2）设计时速35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年运行能力：近期客流密度
2354万人/年、客车93对/日，远期客
流密度2958万人/年、118对/日；
（2）加快构建长三角核心区铁路
网，完善通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
效发挥长三角地区经济辐射和带动作
用。

1.全面开工建设；
2.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2.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项目
管理人员，落实岗位责任；
3.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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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起止
年限

总投资

2018年
计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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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财政
资金（注）

总体 2018年

20 衢丽铁路 省交通集团

国铁Ⅰ级，松阳至丽水新建
双线电气化铁路，线路全长
60公里；衢州至松阳增建二
线工程，线路全长约69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小时，
预留时速200公里/小时。

2018-2022 1172300 176100 10000 7000 7000 

1.产出目标：
（1）铁路新建里程60公里，增建约
69公里；
（2）设计时速160公里/小时，预留
时速20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年运行能力：货运能力近期960
万吨/年，远期2400万吨/年。松阳至
丽水段初、近、远期客车对数分别为
23对/日、29对/日和39对/日；
（2）对完善浙西南路网布局、强化
路网能力、扩大路网辐射范围、增强
路网灵活性，形成浙江省“大花园”
客运铁路环，加快沿线旅游资源开发
具有重要意义。

1.全面开工建设；
2.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2.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项目
管理人员，落实岗位责任；
3.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

21 杭温铁路 省交通集团
客运专线，电气化双线铁
路，线路全长201公里，设
计时速350公里/小时。

2017-2021 3920000 159936 100000 4080 4080 

1.产出目标：
（1）铁路新建里程201公里；
（2）设计时速35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年运行能力：单向5000万人
/年；
（2）长江三角洲地区轨道交通网络
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带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推动铁
路投融资改革创新。

1.全面开工建设；
2.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2.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项目
管理人员，落实岗位责任；
3.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

22 杭绍台铁路 省交通集团
新建电气化双线客运专线铁
路22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
里/小时。

2016-2020 4490000 183192 400000 16320 16320 

1.产出目标：
（1）铁路新建里程224公里；
（2）设计时速35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年运行能力：承担沿线城际客
流，兼顾部分跨线客流，单向4000万
人/年；
（2）实现浙江省会杭州与台州市高
铁1小时交通圈，对加快温台城市群
融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
发展战略、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
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均具有重要意义。

1.征地拆迁完成40%。路基
7%，桥梁2%，隧道5%；
2.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2.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配备项目
管理人员，落实岗位责任；
3.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

23 
杭金衢高速公路拓
宽（杭州和绍兴

段）

省交通运输
厅

工程起于杭州红垦互通式立
交南，接沪昆国家高速公路
下沙至红垦段，止于金华互
通式立交南，接沪昆国家高
速公路金华至衢州段，全长
150.812公里，其中杭州至
绍兴段约87公里。全线改扩
建18处互通式立交，新建东
河互通式立交，同步建设被
交路连接线10.55公里。

2013-2018 576918 26162 30000 15000 15000 

1.产出目标：
（1）由4车道改扩建至8车道高速公
路87公里，路基宽度42米；
（2）设计时速12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2020年通行量约52329辆/日，
年收益10亿元；
（2）进一步优化完善浙江交通网
络，解决杭州和绍兴段通行瓶颈，大
大提升通行能力，缓解杭金衢高速公
路行车交通压力；
（3）带动环杭州湾产业带和金衢丽
产业带建设。

1.建成双向8车道浦阳江大
桥，全长1399.62米；
2.建成双向8车道西小江大
桥，全长1212.74米；
3.杭州和绍兴段全线完
工，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
4.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确保项目按期建成通
车；
2.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
落实“一岗双责”及安全生产责
任制，抓好生产安全风险防范，
确保工程建设不发生重大质量安
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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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主要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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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注）

总体 2018年

24 
浙江省乐清湾大桥
及连接线工程

省交通运输
厅

工程起自温岭市城南，接拟
建的台州湾大桥及接线工
程，止于乐清市南塘，接甬
台温高速公路，全长38.173
公里，其中乐清湾大桥，两
岸接线长28.940公里。全线
在沙门、玉环、芦浦、海山
、南塘5处设置互通式立交
。同步建设芦浦连接线4公
里，海山连接线0.913公里
。

2015-2018 1201146 320701 80000 5000 5000 

1.产出目标:
（1）新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38.173公里，其中桥梁14座15.608公
里，隧道3座3.845公里，互通5处；
（2）设计时速100公里/小时；
2.效益目标:
（1）2020年通行量约32004辆/日，
年收益约16亿元；
（2）有助于缓解甬台温高速公路交
通压力，改善行车条件，推动交通运
输业快速发展；
（3）解决玉环县无高速问题，解决
玉环交通瓶颈约束，提高玉环出行效
率；
（4）促进实现台州港、温州港与国
家高速网的无缝对接，为构筑甬台温
都市圈、发展温台沿海产业带、保护
和合理开发浙东沿海蓝色屏障提供便
捷快速通道。

1.完成项目收尾工作，6月
底前通车；
2.缓解甬台温高速公路交
通压力；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加强项目督查，协助项目公司
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重
大难题，确保项目按期建成通车
。
2.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
落实“一岗双责”及安全生产责
任制，抓好生产安全风险防范，
确保工程建设不发生重大质量安
全事故。

通过转移支付安排的项目小计 43765531 5349040 14835252 1057907 1049407 8500 

25 
美丽乡村-“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
市县政府

继续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利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

2018-2020 480000 78490 160000 48490 39990 8500 

1.产出目标：
（1）创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
点村120个、一般村600个；
（2）创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村
1500个；
2.效益目标：
（1）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
生活质量，打造有浙江特色的美丽乡
村升级版；
（2）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覆
盖范围，50%以上建制村实现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

1.新增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利用重点村41个，一般村
200个；
2.新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试点500个；
3.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1.及时下达年度项目计划和省财
政补助资金；
2.每季度召开工作例会，开展业
务培训；
3.加强指导督促，召开全省美丽
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

26 扶贫异地搬迁工程 市县政府
围绕改善扶贫对象生产生活
条件，实施低收入农户异地
搬迁和偏远乡村整村搬迁。

2018-2020 288000 39921 96000 13307 13307 

1.产出目标：
新增农户异地搬迁4.8万人；
2.效益目标：
（1）改善29县低收入农户生产生活
条件，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
生活质量；
（2）创新扶贫开发体制，促进农民
城镇化进程。

1.新增农户异地搬迁9752
人；
2.改善低收入农户生产生
活条件。

1.及时下达年度项目计划和省财
政补助资金；
2.开展业务培训，加强指导督
促；
3.创新搬迁方式，召开全省扶贫
办主任会议和异地搬迁工作推进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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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2018年

27 
五原扩排（百项千

亿）
市县政府

按照“用好强排、尽快成网”
的思路，重点推进杭嘉湖、
萧绍、宁波、温州沿海、台
州沿海等五大平原骨干排涝
工程建设。

2016-2020 10340000 1580000 1200000 179500 179500 

1.产出目标：
（1）重点推进杭嘉湖、萧绍、宁波
、温州沿海、台州沿海等五大平原骨
干排涝工程，实施河道拓浚1000公
里；
（2）实现五大平原整体排涝能力达
到20年一遇规划标准；
2.效益目标：
（1）新增强排能力2000立方米/秒；
（2）通过拓通道、扩强排、增调蓄
、强连通等措施，增加排水出路，构
建安全稳固、强排成网、高水快排、
引排顺畅的高效排涝网。

1.基本建成除八堡外的太
湖治理五大项目，推进太
湖治理后续、袍江片东入
曹娥江、台州洪家场浦、
温瑞平原东片等扩排工
程；
2.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覆盖
率100%，分项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狠抓项目前期，做好项目储
备；
2.深化水利投融资机制改革，积
极拓宽投资渠道，提前下达2018
年省级资金，保障地方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
3.加大通报力度，逐月统计全省
水利建设进展，其中“百项千亿
”防洪排涝工程项目进展每月通
报至有关市、县（市、区）政
府；
4.深入实施“千人万项”蹲点指
导服务，开展精准指导；
5.强化督促检查，提请省政府开
展“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专
项督查，水利厅每年稽查50个重
大水利项目，并同步开展面上水
利工程抽查。

28 
六江固堤（百项千

亿）
市县政府

按照“分级设防、洪涝兼治
、形成闭合、全面达标” 的
思路，重点推进钱塘江、瓯
江、椒江、飞云江、鳌江等
五大江河干堤加固和蓄滞洪
区建设。

2016-2020 3190000 780000 600000 166750 166750 

1.产出目标:
（1）完成干堤加固500公里；
（2）实现五大江河（不含宁波的甬
江）规划20年一遇以上干流堤防全面
达标；
2.效益目标:
（1）通过加固（新建、提标）干流
堤防和分滞洪水等措施，给洪水以出
路，进一步完善设防有别、弃保有序
的“中防”“中分”体系；
（2）实现五大江河沿线城镇及万亩
以上农田的防洪能力全面提升。

1.完成干堤加固100公里；
2.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覆盖
率100%，分项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狠抓项目前期，做好项目储
备；
2.深化水利投融资机制改革，积
极拓宽投资渠道，提前下达2018
年省级资金，保障地方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
3.加大通报力度，逐月统计全省
水利建设进展，其中“百项千亿
”防洪排涝工程项目进展每月通
报至有关市、县（市、区）政
府；
4.深入实施“千人万项”蹲点指
导服务，开展精准指导；
5.强化督促检查，提请省政府开
展“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专
项督查，水利厅每年稽查50个重
大水利项目，并同步开展面上水
利工程抽查。

29 
十库蓄水（百项千

亿）
市县政府

按照“多建水库”的要求，推

进一批重要江河和重点中小
流域上游拦洪错峰控制性工
程建设，建成一批、开工一
批。

2016-2020 2470000 310000 300000 43000 43000 

1.产出目标:
（1）力争实现钦寸、朱溪等大中型
水库蓄水或基本具备蓄水能力；
（2）加快推进一批大中型水库前期
工作，力争于“十三五”中后期开工
建设永嘉南岸、开化钱江源等大中型
水库；
2.效益目标：
（1）新增水库总库容5亿立方米，新
增工程年供水能力3亿立方米；
（2）提高流域洪水调控和水资源供
给能力，为进一步改善流域水生态环
境创造条件。

1.推进朱溪、潜明一期、
方溪、盂溪、高坪桥、黄
南等水库建设；
2.水库工程质量监督覆盖
率100%，分项工程验收合
格率100%；
3.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1.狠抓项目前期，做好项目储
备；
2.深化水利投融资机制改革，积
极拓宽投资渠道，提前下达2018
年省级资金，保障地方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
3.加大通报力度，逐月统计全省
水利建设进展，其中“百项千亿
”防洪排涝工程项目进展每月通
报至有关市、县（市、区）政
府；
4.深入实施“千人万项”蹲点指
导服务，开展精准指导；
5.强化督促检查，提请省政府开
展“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专
项督查，水利厅每年稽查50个重
大水利项目，并同步开展面上水
利工程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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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渔港基础设施建设 市县政府 
渔港码头、防波堤、护岸以
及配套设施建设。

2007-2020 326151 127318 20000 12800 12800 

1.产出目标：
（1）建设、升级改造30座沿海渔港
、5个避风锚地；
（2）建设海岸线9000米；
2.效益目标：
（1）避风面积550万平方米；
（2）可停靠4500条渔船；
（3）增强渔港防灾减灾能力，提高
渔港综合服务能力。

1.新开工项目4个，续建项
目7个，验收完成项目
5个；
2.建设海岸线1000米；
3.单体验收合格率100%；
4.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加强工程建设进度监督管理，对
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给予
及时指导，并协调解决。

31 

104国道温州西过
境瓯海桐岭至瑞安
仙降段改建工程等
26个国省道项目

市县政府
新改建国省道一级公路约
560公里，二级公路约140公
里。

2011-2020 4612351 350000 770746 90000 90000 

1.产出目标:
（1）新改建国省道项目26个，里程
约700公里；
（2）新改建一级公路约560公里，二
级公路约140公里；
2.效益目标：
提高干线公路路网密度，打通国道断
头路，提高干线公路技术等级和服务
水平，逐步消除普通国道的“瓶颈路
”“拥堵路”，全面提升普通国省道
通畅水平。

1.建成104国道绍兴县柯桥
段等国省道项目6个94.2公
里；
2.续建26个项目；
3.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4.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科学制定年度计划，加快项目前
置审查，严格项目建设期质量安
全管理，确保年度计划顺利实施
。

32 

丽水市生态产业集
聚区水阁至腊口公
路工程等27个重要

县道项目

市县政府

新改建重要县道一级公路约
140公里，二级公路约230公
里，三级公路约80公里，四
级公路约20公里。

2011-2020 1919796 96000 433740 27951 27951 

1.产出目标:
（1）新改建重要县道项目27个，里
程约470公里；
（2）新改建一级公路约140公里，二
级公路约230公里，三级公路约80公
里，四级公路约20公里；
2.效益目标：
提升县域公路路网密度，提高整体技
术标准和服务水平，县域公路畅通程
度进一步提升。

1.建成杭州科创产业集聚
区临安新联至横畈公路工
程等项目16个182.5公里；
2.续建27个项目；
3.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4.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指导地方科学制定年度计划，要
求各地严格落实项目建设管理，
强化质量安全管理，确保年度工
作任务完成。

33 
国省道养护大中修

工程
市县政府 完成国省道养护1000公里。 2018 203000 134000 203000 134000 134000 

1.产出目标:
（1）完成国省道养护1000公里；
（2）工程合格率100%；
2.效益目标:
逐步消除次差路，提升中等路，稳定
优良路，稳定并逐步提升路况。

1.完成国省道养护1000公
里；
2.工程合格率100%；
3.逐步消除次差路，提升
中等路，稳定优良路，稳
定并逐步提升路况。

科学决策，加强项目事前、事中
、事后管理，确保大中修工程保
质保量完成。

34 
农村公路（不含县

道）
市县政府

农村公路提升改造2000公
里，安防工程2000公里，路
面维修4000公里。

2018 450000 30000 450000 30000 30000 

1.产出目标：
（1）农村公路提升改造2000公里，
安防工程2000公里，路面维修4000公
里；
（2）工程合格率100%；
2.效益目标 ：
提升农村公路标准，提高通达水平，
完善农村公路安防设施，提高安全通
行保障能力，提升农村公路路况质
量，实现周期性养护良性循环。

1.农村公路提升改造2000
公里，安防工程2000公
里，路面维修4000公里；
2.工程合格率100%；
3.提升农村公路标准，提
高通达水平，完善农村公
路安防设施，提高安全通
行保障能力，提升农村公
路路况质量，实现周期性
养护良性循环。

加强指导和督查，全面督促地方
做好提升改造工作，强化安全隐
患排查，落实整改措施，做好路
面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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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杭平申线(浙江段)
航道改造工程等12
个内河航道项目

市县政府
新改建三级航道约203公
里，四级航道约262公里。

2012-2022 4813833 1133323 564645 110000 110000 

1.产出目标:
（1）新改建内河航道项目12个，里
程约465公里；
（2）三级航道约203公里，四级航道
约262公里；
2.效益目标：
提高内河航道网密度，促进内河水运
转型发展示范区建设，促进嘉兴港海
河联运发展，降低区域物流运输成
本，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1.建成并新增高等级航道
20公里；
2.杭平申线航道全线贯
通，建成沪昆铁路桥；
3.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4.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科学制定年度计划，加快项目前
置审查，严格项目建设期质量安
全管理，确保年度计划顺利实施
。

36 
浙江省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

市县政府

开工各类棚户区改造安置住
房（含货币化安置）29.2万
套，基本建成棚户区改造安
置住房（含货币化安置）、
公共租赁住房分别为
19.4916万套、0.2892万
套，发放城镇住房保障家庭
租赁补贴户数2.4064万户
（待国家审定）。

2018 7000000 35000 7000000 35000 35000 

1.产出目标:
（1）开工各类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含货币化安置）29.2万套；
（2）基本建成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含货币化安置）19.4916万套、公
共租赁住房2892套；
（3）发放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
贴户数2.4064万户；
2.效益目标:
（1）解决改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住房条件；
（2）缓解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
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困难，加
快改善城镇棚户区家庭住房条件，促
进社会公平。

1.开工各类棚户区改造安
置住房（含货币化安置）
29.2万套；
2.基本建成棚户区改造安
置住房（含货币化安置）
19.4916万套、公共租赁住
房2892套；
3.发放城镇住房保障家庭
租赁补贴户数2.4064万
户；
4.解决改善城镇中等偏下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条
件；
5.缓解新就业无房职工和
在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
人员住房困难，加快改善
城镇棚户区家庭住房条
件，促进社会公平。

1.加快棚改项目前期各项准备工
作，提前落实项目资金、土地等
要素，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2.落实城镇住房保障“最多跑一
次”改革，结合户籍制度改革进
程将农村转移人口稳步纳入保障
范围，切实加快公租房分配入
住；
3.加快全省城镇住房保障统一管
理系统建设使用，提升住房保障
管理服务水平。

37 
浙江省污水处理基

础设施建设
市县政府

建设污水管网6000公里；新
增污水处理规模330万吨
/日；建设8000吨/日污泥处
置设施，提标改造污水处理
厂300万吨/日。

2016-2020 1890000 230000 450000 67200 67200 

1.产出目标:
（1）建设污水管网6000公里；
（2）建设8000吨/日污泥处置设施；
2.效益目标:
（1）新增污水处理规模330万吨
/日，提标改造污水处理厂300万吨/
日；
（2）设区市城市建成区污水基本实
现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
（3）设区市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达到90%以上；
（4）进一步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1.完成管网建设改造1600
公里；
2.完成3座污水处理厂准四
类提标改造；新扩建城镇
污水处理厂20座；
3.提高城镇污水处理效率
和达标排放率。

1.加强督查协调，确保项目落
地；
2.做好进度管控，通过城镇污水
管理系统进行季度和月度进度管
控；
3.强化考核管理，通过“五水共
治”考核和年度目标责任制考
核，确保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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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浙江省农房救助和

示范村建设
市县政府

打造1000个左右示范村，按
照“一个规划、三拆三化”
项目建设；完成10.9万户农
房救助，完成3.6万户农村
危旧房改造。

2012-2018 1340400 232200 45121 45121 45121 

1.产出目标:
（1）建成1000个“五个一流”示范
村，争创34个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镇；
（2）完成10.9万户农房救助，完成
3.6万户农村危旧房改造；
2.效益目标:
（1）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营造农村
特色风貌，优化农村发展环境，加快
城乡一体化发展；
（2）让困难群众住有所居，受益人
数32.7万人。

1.新启动建设45个省级以
上示范村；
2.完成1.25万户农房救
助，完成3.6万户农村危旧
房改造；
3.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
件，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

一、示范村创建工作：
1.加强技术指导，组织专家到现
场开展技术服务与指导；
2.加强督查验收，组织年中和年
末两次督查，对符合要求的公布
名单，不符合要求的指出整改方
向和要求，限期整改；
3.做好下一年度示范村选点工
作，10月完成下一年度示范村选
点方案，基本拟定下一年度示范
村名单。
二、农房救助：
1.加强督查，强化服务，加快危
房治理改造进度；
2.落实风险防范机制和应急处置
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3.整合政策，落实保障，确保危
房治理改造如期保质保量完成。

39 山海协作产业园 市县政府

巩固提升首批9个山海协作
产业园，推进15个省级山海
协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建
设。

2018-2022 2200000 172500 300000 34500 34500 

1.产出目标:
（1）建成并提升9个省级山海协作产
业园，总规划面积50.79平方公里；
（2）建成15个省级山海协作生态旅
游文化产业园，主体核心园区面积
32.6平方公里；
2.效益目标:
（1）9个产业园引进产业项目
300个，到位资金400亿元，累计实现
工业总产值800亿元；
（2）建成15个省级山海协作生态旅
游文化产业园，拉动社会资本500亿
元；
（3）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措，推动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促
进低收入群众增收致富；
（4）探索建立支持加快发展地区发
展对口造血帮扶新模式，促进全省区
域协调发展，努力推动26县与经济强
县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1.完成15个生态旅游文化
产业园核心园区规划设
计；
2.完成基础设施投资30亿
元，引进产业项目90个，
到位资金120亿元；
3.实现工业总产值100亿
元，期末就业人数10000人
。

1.加强对各产业园规划和年度计
划制定工作的指导和检查；
2.修改完善产业园管理办法，建
立健全产业园管理体制机制；
3.提升9个产业园配套设施建
设，加大招大引强工作力度，促
进产业集聚发展；
4.健全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管委
会机构、落实挂职干部，在做好
规划基础上加快推进主体核心区
建设，开展“多点”项目谋划和
招引工作。

40 

开化县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等48个省公建资
金补助市县项目

市县政府

按照“规划引领、统筹兼顾

、围绕重点、动态调整”原
则，重点投资补助于农业、
林业、水利、公共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公检司法、
市政道路、灾后重建等工程
。

2018 2242000 20288 2242000 20288 20288 

1.产出目标:
（1）补助48个项目建设，带动总投
资1720.6亿元；
（2）重点推进公检法司项目8个、交
通项目11个、农业水利类项目16个、
教育医疗卫生项目13个；
2.效益目标:
（1）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发挥
公建资金引导作用；
（2）加大对加快发展地区投入，推
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1.补助48个项目建设，带
动总投资1720.6亿元；
2.重点推进公检法司项目8
个、交通项目11个、农业
水利类项目16个、教育医
疗卫生项目13个；
3.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
设，发挥公建资金引导作
用；
4.加大对加快发展地区投
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

1.及时下达年度项目计划和省公
建资金；
2.要求项目单位做好项目管理工
作，每年7月和次年1月底前向省
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进展情况及
资金使用情况；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监督检查
省公建资金使用情况，并配合财
政、监察、审计等部门加强对有
关部门及项目单位的监督检查。

注：其他财政资金包括两部分，一是铁路建设资本金231898万元。根据全省万亿综合交通工程和铁路建设“八八”计划等要求，省财政按省与市县资本金分担机制，已于2012-2017年向省交通集团拨付铁路建设省级资本金203亿元，省交通集团作为政府资本金出资人，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将资
本金拨付到具体项目。省交通集团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建议2018年拨付231898万元。二是专户资金（学校教育收费资金）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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