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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十四五”规划 
（征求意见稿） 

 

“十四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

个五年，根据《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更好地发挥重大建设项目对有效

投资可持续增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作用，特编制

本规划，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本规划是对“十四五”时期我省

重大建设项目作出的总体部署，是政府开展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

作、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以及合理配置土地、资金等各类资源要素

的重要依据，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重要参考。 

一、总体要求 

（一）“十三五”重大建设项目回顾 

“十三五”时期，我省全面实施投资新政，着力提高投资质量

和效益，全力推进省“4+1”重大建设项目、“六个千亿”产业投资工

程、省市县长项目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成效显著，为我省经济

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十三

五”规划》安排的 599 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89 万亿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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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转型投资占比达到 29.1%，交通设施投资占

比达到 25.0%，公共服务投资占比达到 18.7%；重点领域补短板

力度加大，一批创新发展、交通设施、产业转型、生态环境、公

共服务等重大建设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高速铁路总里程超

1500 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 5000 公里。 

但必须看到，“十三五”期间我省重大建设项目推进中仍存在

一些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受土地、能耗、资金和征地拆迁

等因素影响，部分项目前期推进困难；受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变化，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冲击，部分产业项目暂缓实施；政府

刚性支出增加，投融资渠道收窄，而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仍存在障碍，导致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缺口较大等。 

（二）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省委十四

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

窗口”主题主线，着力谋划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顺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对投资的新要求，

紧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的总目标，推进新一轮扩大有效投资行动，树牢“抓大发展就要抓

大项目”理念，突出战略引领、迭代创新、结构优化、示范带动，

聚焦科技创新、现代产业、交通设施、生态环保、社会民生五大

领域，谋划推进一批战略性、引领性、全局性的重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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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投资新增长点，拓展投资新空间，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

性作用，促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为我省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路径、打造“重要窗

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提供坚强支撑。 

（三）基本原则 

1. 突出战略引领。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

角一体化、海洋经济、“四大”建设等国家和省级重大战略的实施，

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布局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

大建设项目。 

2. 突出迭代创新。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

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交通、水利、能源等重

大工程建设。同时，准确把握“十四五”发展新特征新趋势，积极

培育海洋经济、乡村振兴、大花园等领域投资新增长点。 

3. 突出结构优化。更加突出实业投资、民生投资、民间投资，

加强重大产业投资和重大交通设施投资，以重大项目带动投资结

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 

4. 突出示范带动。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突出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发挥大项目的“乘数效应”，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能、

积蓄后劲。 

（四）发展目标 

聚焦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地、三大科创高地、改革开放高

地、新时代文化高地、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省域现代治理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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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人民幸福美好家园等重大战略任务，“十四五”时期谋划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 245 个，力争完成投资 5.4 万亿元以上，推动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建成一批高水平省实验室，加

快建设一批重大科学装置，高能级创新开放平台载体作用进一步

突出，助力基本建成国际一流的“互联网+”科创高地，初步建成国

际一流的生命健康科创高地、新材料科创高地。 

——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通过实施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助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制造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三分之一左右，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逐步壮大，加快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支撑

基本形成与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相匹配的产业基础和产业链体

系。 

——综合交通网络不断完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

度加大，全省新增综合交通网总规模 1万公里，力争建成铁路 1800

公里，建成轨道交通 700 公里，建成高速公路 1000 公里以上，高

速公路 10 万人以上城镇覆盖率达到 90%，内河千吨级航道里程

达 800 公里，基本建成省域、市域、城区 3 个“1 小时交通圈”。 

——人居生态环境更加优美。加快实施一批重大生态环保项

目，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所有设区城市和 60%的县（市）完

成“无废城市”建设；巩固提升水安全保障水平，县级以上城市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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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达标率 95%、“一源一备”覆盖率达到 100%；助力清洁能源发

展位居全国前列，诗画浙江大花园基本建成。 

——社会民生保障更加有力。大力实施一批重大社会民生项

目，助力人民全生命周期需求普遍得到更高水平满足，推动我省

在公共服务现代化方面走在前列。 

二、“十四五”重大建设项目安排 

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求，聚焦科技创新、现代产业、

交通设施、生态环保、社会民生五大领域，“十四五”期间安排重

大建设项目 245 个，总投资 8.2 万亿元，分为“实施类项目”“谋

划类项目 1”两类，其中实施类项目 235 个，总投资 7.8 万亿元，

“十四五”计划投资 5.4 万亿元以上；谋划类项目 10 个，总投资

约 3900 亿元。 

表 1 浙江省“十四五”重大建设项目分领域情况表（实施类） 

领域 
项目数

（个） 
总投资 
（亿元） 

“十四五”计
划投资 
（亿元） 

占“十四

五”计划

投资比重

（%） 
总   计 235 78532 54258 - 

科技创新 24 7090 3357 6.2 

现代产业 59 22402 17384 32.0 

交通设施 60 20445 12117 22.3 

生态环保 54 12776 8871 16.4 

社会民生 38 15819 12529 23.1 

（一）科技创新领域 

 
1 谋划类项目指“十四五”时期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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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战略需要，安排国家和省实验室、重大科

学装置、高能级创新与开放平台等重大建设项目 24 个，“十四五”

计划投资 3357 亿元。 

1. 国家和省实验室。以构建新型实验室体系为目标，安排重

大建设项目 6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426 亿元。加快建设之江、

良渚、西湖、湖畔等省实验室，全力支持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

室打造国家实验室。 

2. 重大科学装置。围绕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物理学、海洋

科学等领域，依托浙江大学、阿里巴巴、之江实验室等优势主体，

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4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86 亿元。建成超重力

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加快推进超高灵敏量子极弱磁场和惯性测

量装置、多维超级感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项目。 

3. 高能级创新与开放平台。围绕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构筑和

“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建设，推进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宁波甬江、

嘉兴 G60、温州环大罗山、浙中等科创走廊建设，完善国家产业

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布

局，高标准建设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起点、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一批产业更特、创新更强、功能更全、体制更优、形

态更美、辐射更广的特色小镇。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14 个，“十四

五”计划投资 2845 亿元，重点推进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阿里

巴巴达摩院南湖园区、温州综保区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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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省级特色小镇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动特色小镇迭代升级，打造 2.0 版的特

色小镇”要求，建设一批产业更特、创新更强、功能更全、体制更优、形

态更美、辐射更广的特色小镇，重点实施特色产业提质、创新创业沃土、

基本配置补齐、文化标识塑造、营商环境优化、应用场景示范、运营管理

提升、小镇“核”能释放等八大工程，到 2025 年，省级命名特色小镇达到 120

个左右。项目总投资 5000 亿元，“十四五”计划投资 2000 亿元。 

（二）现代产业领域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打好产业基础高

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聚焦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

等科创产业，绿色石化、现代纺织、汽车等支柱产业，第三代半

导体、柔性电子等未来产业，以及其他高端装备、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59 个，“十

四五”计划投资 17384 亿元。 

1. 数字经济。围绕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2.0 版”，做

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新兴产业，壮大集

成电路、网络通信、元器件及材料等基础产业，安排重大建设项

目 11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1851 亿元。 

——新一代通信与网络。紧盯到 2025 年全省 5G 基站突破 20

万个，实现行政村以上地区和省内高速、高铁等交通干线 5G 网

络覆盖的目标，重点实施浙江省 5G 通信网络建设等项目。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及新型元器件。围绕打造国内重要

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目标，突破第三代半导体芯片、新型显示、

新型传感器件、光电器件等技术，前瞻布局毫米波芯片等领域，

形成以杭绍甬为核心发展区、嘉湖和金衢为两大产业带的“一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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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差异化布局，重点实施杭州富芯 12 英寸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生

产线、绍兴长电科技 300mm 集成电路中道封装生产线（一期）

等项目。 

——云计算和大数据。以建设国家级区域型数据中心集群为

目标，优先支持杭州、宁波、温州、金义等都市区范围内做大做

强大数据中心，重点实施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阿里巴巴长三角

智能计算数据中心等项目。 

——人工智能。围绕打造全国领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技

术引领区、产业发展示范区和创新发展新高地的目标，加快推进

杭州、德清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做强存储

设备、服务器等关键产品，补齐操作系统短板，推动高性能智能

计算架构体系、智能算力等取得突破，重点实施 vivo 全球 AI 研

发中心等项目。 

2. 生命健康。围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创新制造

高地、全国重要的医疗器械产业集聚区目标，加快发展化学创新

药、生物技术药物、现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生命健康信息技

术应用等重点领域，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7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442 亿元。重点推进华东医药生命科学产业园、国科生物医药产

业园、华海制药科技产业园等项目。 

3. 新材料。围绕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重点主攻先进

半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关键战略材

料，做优做强化工、有色金属、轻纺等传统领域先进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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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布局石墨烯等前沿新材料，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4 个，“十四五”

计划投资 350 亿元。重点推进正威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中心、中

国巨石新材料智能制造基地等项目。 

4. 绿色石化。以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石化先进制造业集群为

目标，加快形成以炼油、乙烯为上游，基础化工原料为配套，有

机化工原料、合成材料及下游高端精细化学品制造业协调发展的

产业链体系，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2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685 亿

元。重点推进大榭石化馏分油五期等项目。 

5. 现代纺织。围绕打造国际一流的纺织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

标，推进纺织印染智能化改造，促进化学纤维差异化功能化、纺

织面料高端化绿色化、服饰家纺品牌化时尚化发展，安排重大建

设项目 2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196 亿元。重点推进年产 400 万

吨 PTA 及 210 万吨智能化、功能性纤维一体化等项目。 

6. 汽车。围绕打造全球先进的新能源汽车现代产业集群，突

破动力电池、电驱、电控关键技术，创新发展汽车电子和关键零

部件产业，完善充电设施布局，加快形成以环杭州湾经济带为核

心，台州、金华、湖州、绍兴、温州等区域协同发展的“一轴多极”

布局，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4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275 亿元。重

点推进宁波吉利智能网联汽车、台州万象专用车及核心零部件生

产等项目。 

7. 其他高端装备。聚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海洋

装备、新能源装备等领域，突破关键核心部件和系统等断链断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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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增强产业链主导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8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614 亿元。重点推进万向创新聚能城年

产 80G 瓦时锂电池、宁波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等项目。 
8.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围绕打造全国制造业改造提升示范

区，安排重大建设项目7个，“十四五”计划投资7802亿元。重点推

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等项目。 
专栏 2 工业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 

突出技术改造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性质，通过引进、吸收、开发新技

术、新产品，实现质量提升、产品迭代、技术升级。“十四五”期间，组

织实施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引导和鼓励企业进一步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

和技术改造投资，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省市县三级联动，每年实施 5000 项左右重点技改项

目，每年完成投资 1500 亿元以上，五年完成重点技改项目投资 7500 亿元

以上。 

9. 现代服务业。紧盯打造 100 个左右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区

的目标，加强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提升文化旅游、

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服务业发展水平，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12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5109 亿元。 

——文化旅游。围绕全省美丽大花园建设，深入推进四条诗

路、“千年古城”复兴计划，高品质打造十大海岛公园、十大名山

公园，启动打造一批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建设一批国家级

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 
专栏 3 四条诗路 

围绕弘扬传承诗路文化，坚持以诗为线索、以文化为灵魂、以富民强

省为导向，梳理提升文化主题，凝炼彰显文化内涵，挖掘擦亮诗路“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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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串“珠”成链，重点实施一批文化旅游、康养产业、生态保护等项目，实

现诗路文化活态传承、物化展示和精神升华，推动诗路文化复兴和区域高

质量发展。 

1. 浙东唐诗之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山水人文旅游目的地、

健康养生福地和中华传统文化深度体验地。项目总投资 1116 亿元，“十四

五”计划投资 650 亿元。 

2. 大运河诗路。基本建成运河文化的精品展示带和水乡文化的经典呈

现区。项目总投资 1379 亿元，“十四五”计划投资 779 亿元。 

3. 钱塘江诗路。建成富有精神内核的国际一流生态旅游目的地，在山

水人文中绘就现代版“富春山居图”。项目总投资 1538 亿元，“十四五”

计划投资 1162 亿元。 

4. 瓯江山水诗路。建成中国山水诗词研学圣地、山水诗画黄金旅游目

的地、秀山丽水生态养生福地、高品质生活富民经济高地。项目总投资 1141

亿元，“十四五”计划投资 745 亿元。 
 

专栏 4 “千年古城”复兴计划 

聚焦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三大领域，以历史文化传承、特

色产业发展、百姓宜居生活为建设目标，重点实施核心风貌塑造、基础设

施提升、文化传承培优、重点产业振兴、百姓宜居民生、复兴机制创新等

六大工程，努力成为文化复兴、特色产业、百姓宜居三大“标杆”，全力打

造“国内影响、浙江气派、古今辉映、诗画交融”的新时代文明高地。项目

总投资 400 亿元，“十四五”计划投资 400 亿元。 

 

专栏 5 十大海岛公园 

围绕海岛大花园建设，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生态保

护型开发作为第一理念，以和谐共生为本，以陆岛联动、文旅融合、科技

创新、生态修复为路径，发展海洋海岛旅游，加快推进海岛公园绿色、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嵊泗、岱山、定海、普陀、花岙、蛇蟠、东

矶、大陈、大鹿、洞头等十大海岛公园。项目总投资 1940 亿元，“十四五”

计划投资 93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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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 十大名山公园 

大力开展“名山公园”系列建设，深化十大名山公园建设，开展名山公

园培育，探索名山公园与周边镇村协同发展，深入推进资源保护和绿色经

济融合发展，全力打造美丽大花园耀眼明珠。项目总投资 213 亿元，“十四

五”计划投资 135 亿元。 

1. 深入推进“十大名山公园”提升行动。强化名山公园的核心资源、典

型生态系统和重要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森林湿地质量提升、环境综合整治

等系统修复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在神仙居、凤阳山—百

山祖等地打造 10 条高质量风景大道，推进天目山、莫干山等智慧名山建设。

深入挖掘旅游和文化资源，策划特色产品，推进 4A 级以上景区全覆盖。 

2. 开展名山公园培育和融合发展。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基础设施建

设，新培育清凉峰、天姥山等一批名山公园，推进名山公园与当地镇村融

合发展，打造 10 个名山公园特色小镇和 20 个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示范村

（镇）。 

——现代物流。以构建内外协同、畅通高效的现代化物流体

系为目标，全面推进多式联运、“四港”联动发展，推进物流业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华东（浙中）未来联运新城、湖州公

铁水综合物流园区等项目。 

——现代金融。围绕打造全国一流新兴金融中心的目标，重

点突破金融大数据、金融区块链、金融信息安全等核心技术，积

极发展智能移动支付、数字普惠金融等金融科技服务，重点推进

阿里巴巴西溪五期等项目。 

10. 现代农业。紧盯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目标，围绕农、

林、牧、渔等领域，重点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渔港经济区

建设等 2 个项目，“十四五”计划投资 6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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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设施领域 

围绕交通强省建设，高水平推进“三大通道、四大枢纽、四港

融合”建设工程，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60 个，“十

四五”计划投资 12117 亿元。 

1. 铁路和轨道交通。紧盯新增铁路营运里程 1800 公里、轨

道交通营运里程 700 公里目标，加快省级省域干线铁路建设，积

极推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建设，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28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7262 亿元。重点推进杭绍台、金甬、杭温、

湖杭、通苏嘉甬、甬舟、沪乍杭、甬台温福等铁路项目，杭德、

上海金山至平湖市域铁路、温州市域铁路 S3 线一期、台州市域

铁路 S2 线等都市圈城际铁路，推进杭州、宁波、绍兴轨道交通

工程。 

2. 公路。紧盯建成高速公路 1000 公里以上目标，畅通跨省

跨区域高速公路通道，推动繁忙通道扩容改造、低等级路段和待

贯通路段改造建设，提升国省道网络化水平，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20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3912 亿元。重点推进杭绍甬智慧高速、

瑞平苍、湖杭、杭金衢扩容二期、杭淳开、甬金扩容、甬台温扩

容等项目。 
专栏 7  全省“四好农村路”工程 

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农村交通的服务能力、

品质和效率，加快推进农村交通现代化。到 2025 年，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10000 公里，实施大中修工程 2.7 万公里。“十四五”期间计划投资约 800 亿

元。 

1. 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实施低等级路提升改造工程，攻坚突出短板，

提高偏远山区农村公路网络覆盖深度，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乡镇基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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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及以上公路；百人以上自然村通等级硬化路比例达到 92%，建制村通

双车道公路比例达到 70%。 

2. 提高农村公路养护水平。农村公路养护逐步向规范化、专业化、机

械化、智慧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年度养护工程里程实施比例县乡道达到

6%、村道达 5%，优良中等路率达到 85%以上，交安设施完好率达到 100%，

技术状况为 4 类、5 类桥梁隧道发现一座、处置一座，临水临崖及高落差 4

米以上路段防护设施实现全覆盖，县、乡、村道路面技术状况评定自动化

检测里程比例均达到 40%。 

3. 水运。围绕打造现代化港口集群目标，打通省内骨干航道

和海河联运主通道瓶颈，加快建设通江达海的千吨级航道网，实

施千吨级内河航道提升工程，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5 个，“十四五”

计划投资 384 亿元。重点推进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6-10 号集装箱

泊位、小洋山北侧支线集装箱码头等项目。 

4. 机场。围绕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金南翼”目标，安

排重大建设项目 7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559 亿元。重点实施杭

甬温三大国际机场扩容改建项目，建成投用丽水机场，完成嘉兴

军民合用机场改扩建工程，深化推进衢州机场迁建前期。 

（四）生态环保领域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打造美丽中

国先行示范区目标，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加快补齐生态环

保领域短板，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54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8871

亿元。 

1. 能源工程。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29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4383 亿元。围绕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加快沿海核电、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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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能、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电油气“三张网”，

形成多元安全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 

——核电。围绕加快形成浙北、浙东南、浙南三大沿海核电

基地目标，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建成三澳核电一期，推进三门核

电二三期、三澳核电二期，力争到 2025 年核电装机达 1100 万千

瓦以上。 

——海上风电。围绕打造若干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目

标，大力发展海上风电，重点推进浙能嘉兴 1#、华电玉环 1#等项

目，力争到 2025 年海上风电装机达 400 万千瓦以上。 

——抽水蓄能。围绕到 2025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达到 700

万千瓦以上目标，推进华东地区抽水蓄能基地建设，建成长龙山

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宁海、缙云、衢江、磐安、泰顺、天台等抽

水蓄能电站建设。 

——清洁火电。发挥煤电机组的托底保障作用，建成乐清电

厂三期等项目，发展一批燃气电厂和分布式天然气项目。 

——电网。围绕构建网架坚强、分区清晰的骨干电网和安全

可靠、经济高效的现代配电网目标，持续优化外来电输入的比重

和结构，推进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建设，建成白鹤滩至浙江特高

压直流，谋划推进送浙第四直流特高压通道项目。 

——石油。稳步提升石油供应保障能力，加快推进油品储运

项目和石油管网设施建设，重点推进金塘原油储运基地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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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加快提升天然气储气能力，打造宁波舟山 LNG

接收中心，重点推进舟山六横 LNG 接收站、宁波穿山 LNG 接收

站、温州 LNG 接收站、台州头门港 LNG 接收站及配套管网建设。 

2. 水利工程。围绕构建高标准防洪保安网、高水平水源配置

网、高品质幸福河湖网、高效能智慧水利网目标，实施海塘安澜

千亿、水库增能保安、平原高速水路、主要江河堤防、水资源优

化配置、幸福河湖等“浙江水网”工程，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17 个，

“十四五”计划投资 1442 亿元。 

——海塘安澜千亿工程。打造高标准高等级海塘和绿色生态

海塘，筑牢沿海防台御潮安全和生态屏障，全面消除 485 公里已

发现海塘安全隐患，建设 1000 公里高标准海塘。 
专栏 8  海塘安澜千亿工程 

实施海塘安全提标，综合采取拼宽增稳、打桩固基、抛石抗冲、固坡

防浪、塘河排水等措施，提高海塘安全度；实施海塘生态提质，因地制宜

采取岸滩生态修复、塘身生态化改造、内侧生态廊道打造等措施，提升海

塘生态品质；实施海塘融合提升，打造开放共享的贯通走廊、各美其美的

文化长廊，提高沿线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实现海塘岸带“安全+”综合

功能。重点推进杭州南北大塘、萧山区西江塘闻堰段等环杭州湾区海塘提

标加固工程和舟山千岛中央商务区、台州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等浙东沿海

海塘提标加固工程。到 2025 年，全面消除 485 公里已发现海塘安全隐患，

建设 1000 公里高标准海塘。项目总投资 1225 亿元，“十四五”计划投资

532 亿元。 

——水库增能保安工程。建设开化、莲湖等江河源头控制性

水库，加快陈蔡、安华等既有水库的提升改造，实施大中型水库

除险加固和小型水库系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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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高速水路工程。建设扩大杭嘉湖南排等沿海平原高

速水路，实施嘉兴市中心河拓浚、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后续、

杭州湾南翼平原排涝、余姚市扩大北排和姚江上游西分等工程，

进一步增强平原排涝能力。 

——主要江河堤防工程。实施西险大塘提标加固、环湖大堤

后续等工程，加快临海等防洪重点城市达标建设，加快推进钱塘

江、瓯江、甬江、椒江、飞云江、苕溪等干流堤防工程建设。 

——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推进浙北、浙东、浙中三大水资

源配置通道建设，实施镜岭水库等水源工程，温州瓯江、丽水滩

坑、嘉兴太湖、舟山嵊泗大陆、湖州安吉两库等引水工程。 

——幸福河湖工程。实施“百江千河万溪”水美工程，实施钱

塘江、瓯江、苕溪等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河道治理工程、衢州幸福水岸工程，加快中小河

流治理，全面开展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3. 环保工程。围绕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目标，全过程推

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全领域打好生态环境巩固提升持久战，全

地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方位健全环境治理体系，以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易腐垃圾处理、医疗废弃物处置、生态保护与修复为

重点，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8 个，“十

四五”计划投资 3046 亿元。 

——绿色低碳循环。紧盯节能减排保持全国先进水平目标，

全过程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实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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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重点行业生态化改造和资源循环利用，培育建设一批国

家级、省级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进

固体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设施建设。 

——污水处理设施。深入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面推

进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提标改

造，建设城镇污水管网 4000 公里，新建改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 15000 个。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优化处理设施结构，构建以焚烧和

餐厨（厨余）处置为主、应急填埋为辅的分类处置体系。对老旧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中转站进行提标改造和填埋场综合治理，新

增城镇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8000 吨/日，新增城镇餐厨垃圾处理能

力 3000 吨/日。 

——生态保护和修复。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工程，加强生态廊道建设，强化主要流域源头地区、湿地、海

岸线等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开展生态海岸带建设工程。 
专栏 9 浙江省生态海岸带建设 

建设从平湖市至苍南县全长约 1800 公里（不含舟山市等部分海岛）的

沿海绿道主干网，配套完善近海快速车道、游览车道，基本完成海洋湿地、

重要水源地、防护林（含红树林）等生态建设与海塘修复、环境治理，基

本建成 3—5 条先行段。到 2025 年，初步建成生态显著改善、交通网络联

通、滨海风情彰显、人气活力充足、特色文化浓郁、美丽经济繁荣、智慧

化水平凸显的生态海岸带，公路绿道系统基本贯通，海洋湿地、重要水源

地、防护林（含红树林）等生态建设与海塘修复、环境治理基本完成，成

为浙江滨海品质生活共享新空间。项目总投资 3500 亿元，“十四五”计划

投资 217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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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民生领域 

围绕打造人民幸福美好家园目标，实施富民惠民安民、推进

共同富裕新举措，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完善人的全生命

周期民生服务供给机制，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排

重大建设项目 38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12529 亿元。 

1. 城市更新。围绕城市更新行动，着力提升城市品质，聚焦

未来社区、保障性住房、市政设施建设，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8 个，

“十四五”计划投资 10357 亿元。 

——未来社区。加快推动试点落地见效，全面开展未来社区

创建工作，建成 100 个以上未来社区美好家园示范点，以未来社

区理念统筹旧改新建。 
专栏 10 未来社区 

围绕“三化九场景”系统配置要求，加快推动 60 个试点落地见效，以

未来社区理念统筹旧改新建，按整合提升类、全拆重建类、规划新建类、拆

改结合类、全域类等类型，全面开展未来社区创建工作，建成 100 个以上未

来社区美好家园示范点。项目总投资约 5500 亿元，“十四五”计划投资约

5000 亿元。 

——保障性住房。继续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开工棚户区改

造安置住房（含货币安置）13 万套；着力提升老旧小区环境品质、

设施功能和配套服务，改造 3000 个老旧小区。 

——市政设施。围绕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新建改造

城市道路 5000 公里，实施城市微改造工程，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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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进城市建设由平面向立体拓展。谋划城市内涝治理和地下

管线焕新行动，新建城市雨水管网 2000 公里，建设海绵城市、韧

性城市。 

2. 教育。围绕教育现代化建设，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4 个，“十

四五”计划投资 891 亿元。重点实施基础教育“强基”工程、高等教

育“登高”工程、海内外名校“筑巢引凤”工程等。 
专栏 11  海内外名校“筑巢引凤”工程 

调动各方积极性，引进一批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到我省开展合作办学，

超常规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创新引育模式，强化要素保障，建立分级

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启动校区建设工程，包括西湖

大学云谷校区建设工程、中法航空大学建设工程、中德合作大学建设工程

等。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50 万平方米，总投资 345 亿元，“十四五”计划投

资 276 亿元。 

3. 医疗卫生。围绕实施健康浙江行动，高标准打造国家医学

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浙东、浙南、浙中和浙北四大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实施县级强院和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补短板项

目，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13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251 亿元。重

点推进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项目。 

4. 公共文化。围绕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建设面向人民

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推进标志性重大文化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文化景观道路、文化街区园区等建设，提升公共文化设

施水平，安排重大建设项目 4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195 亿元。

重点推进之江文化中心、杭州音乐文化艺术中心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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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育。围绕实施公共体育服务惠民提升计划，推进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加快提高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打造社区“10 分

钟健身圈”，重点建设亚运村、杭州奥体中心等亚运场馆和省全民

健身中心等 2 个项目，“十四五”计划投资 422 亿元。 

6. 社会福利。围绕构建高质量福利保障体系和精准化公共服

务体系，重点实施全省敬老院提升改造、康养体系建设、殡葬基

础设施建设、儿童福利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 4 个项目，“十四五”

计划投资 285 亿元。 

7. 安全保障。围绕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推

进风险普查与隐患排查工程、应急管理数字化改革工程、应急救

援能力提升工程、基层应急管理规范化建设工程、全民安全素养

提升工程、应急管理综合保障建设工程等。围绕完善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实施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工程。安排重大建

设项目 3 个，“十四五”计划投资 128 亿元。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增强规划实施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研究建立全省“十四五”重大建设项目的指标体系、政策

体系、工作体系和评价体系，建立重大建设项目省市县三级垂直

协调机制和分领域协调机制，健全高效协同、综合集成、闭环管

理的工作运行机制，确保重大建设项目实施完成。充分发挥全省

扩大有效投资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对重大项目实施的统筹作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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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好省投资专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综合协调作用，坚持清单推

进、定期监测、工作例会、典型案例等专班工作机制。建立健全

重大建设项目规划中期评估、项目动态调整和滚动推进机制，特

别是对重大产业项目，实行年度调整，优先支持高端产业项目。

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谋划部署重大项目建设，分管领导

要具体协调推进本地区本行业的重大项目。各地要编制本地区重

大建设项目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保障重大建设项目实

施连贯性。 

（二）加强责任落实。省发展改革委作为推进重大建设项目

的牵头部门，将规划任务细化到年度计划中，每年编制全省“4+1”

重大项目建设计划等，并将年度计划推进任务分解到各地各部门，

把项目落实到具体单位、责任人；督促指导各地推进投资结构优

化，保持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重点板

块合理均衡。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要加大

对省重大建设项目的资金、土地、用海、能耗等要素保障力度。

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要根据自身

职能做好重大建设项目归口指导服务，并落实好本行业、本领域

的重大建设项目推进任务。建立完善季度监测、年度考核的工作

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考核评价体系，年度重大建设项目

推进情况纳入省对各市、县（市、区）考核，省级有关部门推进

重大建设项目工作情况纳入省政府对部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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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协调服务。突出整体智治、数字赋能、高效协同，

依托投资在线平台 3.0，对列入规划的项目分年度按谋划盯引、前

期协同、建设实施、建成投产“四个一批”分阶段推进，实现重大

建设项目的全流程管理和服务。创新重大建设项目协调推进机制，

突出“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走”，强化省市县联动，强

化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协同，合力破解重大建设项目推进中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围绕谋划盯引项目，深入实施省市县长项目

工程，加大央企对接、浙商回归、外资招引工作力度，着力招引

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显示度高的重大建设项目落地浙江。围绕

前期协同项目，坚持完善重大建设项目协调例会制度，落实重大

建设项目前期协同机制，横向协同、纵向联动，全力推动项目审

批提速、快速落地。围绕建设实施项目，抓好扩大有效投资重大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完善省领导联系省重点项目制度，落实

市县领导全程联系服务项目机制，健全问题督办制度，着力解决

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题。围绕建成投产项目，在确保质量和安全

的前提下，紧盯目标、节点管控，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早建成、

早投产、早见效。 

（四）加强要素保障。资金方面，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

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加大对重大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发挥政府

产业基金导向作用，引导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基础设

施等重点领域，深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工作，积极争取中央预算

内投资。土地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使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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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预留用地计划指标，落实省重大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机制，将数

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重大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项目优先纳

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库，加强用地保障。严格管理重大建设项目选

址，强化耕地资源保护。能耗方面，积极向上争取更多用能指标

空间，建立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能效标准与省重大

建设项目计划联动机制，加强重大建设项目用能保障。人才方面，

建立完善人才服务重大建设项目保障机制，动态开展重大建设项

目人才需求排摸和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制定与规划相匹配的用

海、用水等保障方案，在符合全省总量控制的条件下，依法依规

积极保障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所需各类资源要素指标。 

（五）加强投融资创新。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对标世界

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深入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全面推广企业投资低风险小型项目审批改革。深化“标准地”改革，

建立健全“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按照数字化改革总体要求，

迭代升级投资在线平台 3.0，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加强政银

企合作，常态化开展专题银项对接活动，进一步畅通投资项目融

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企业债。积极稳妥推进基础设

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 

 

附件 1：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十四五”规划项目表（实施类） 



附件1：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之江实验室（国家实验室）

谋划创建国家实验室。到2025年，完成实验室南湖园区一、二期建设，规划用地约1400
亩，建筑面积约145万平米；形成功能完备的国家实验室主园区，数字化、智能化、生

态化的世界一流实验室园区建成投用。

杭州市余杭区 68.0 50.0 省科技厅

西湖实验室（生命科学与生
物医学浙江省实验室）

面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两个主要关键点，积极开展创新性科研高地建设，围绕代谢与
衰老疾病和肿瘤机制研究两大重点领域，通过多领域交流合作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推动
转化应用研究和应急医学研究。到2025年，形成60名高端学术人才、800人规模的高层

次研究团队，集中优势资源推进优势学科建设，生命学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成功纳入
国家实验室体系。

杭州市西湖区 65.0 55.0 省科技厅

良渚实验室（系统医学与精
准诊治浙江省实验室）

主体依托浙江大学医学中心建设，一期工程重点推进疑难未诊断疾病、血液与免疫疾病
、重大精神疾病等三类疾病方向的系统与多组学及精准诊治创新研究，搭建高标准的公
共服务平台，形成从前沿科学、应用基础到临床试验的全链式研发体系，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生命健康重大创新平台。

杭州市余杭区 65.0 20.4 省科技厅

湖畔实验室（数据科学与应
用浙江省实验室）

通过自主培养、海外引进等多种渠道，以组建一支由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学界
或产业专家领衔，能够胜任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解决系列“卡脖子”问题、突破产业发展

瓶颈的高端人才队伍为目标。到2025年，力争汇聚10个国际顶尖团队和1500人以上高水

平科研人员。

杭州市余杭区 100.0 65.0 省科技厅

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十四五”规划项目表(实施类)

一、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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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甬江实验室

到2025年，建成极端条件材料综合研究装置（一期），全面建成8个国际一流的新材料

研究中心，打造3-4个国际领先的国家级科创基地；形成800人左右规模的专业化科研、

管理、技术转移、战略研究队伍；突破光学级透明聚酰亚胺、深/极紫外光刻胶、大尺寸

单晶金刚石等10种以上关键卡脖子材料或满足未来需求的国际首创材料，大幅提升我国

关键材料自主供给能力。

宁波市镇海区 260.0 168.0 宁波市政府

瓯江实验室

聚焦再生调控与眼脑健康领域，致力突破“组织再生和器官功能康复”相关产业和临床诊

治中系列“卡脖子”技术难题，立足温州，服务温州乃至全省，打造“国内第一、国际一流

”的再生调控与眼脑健康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到2025年，汇聚不少于2000人
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成1个国家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国内再生调控和眼脑科学的一

流高能级创新平台。

温州市浙南科
技城

68.0 68.0 温州市政府

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筑面积约34560平方米，主要建设两台超重力离心机主机、六座超重力实验舱和相关

配套设施。
杭州市余杭区 21.0 19.4 浙江大学

超高灵敏极弱磁场和惯性测
量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

1.建设国际上空间最大、性能最高（剩磁小于1nT)的零磁空间，规划总面积3万平方米，

地上高度55米；2.建设国际上性能最好的极限探索磁屏蔽舱（剩磁小于1pT)；3.建设指

标持续领先的极弱磁场与惯性测量极限探索装置。装置研究成果可服务于巡航导弹精确
制导、航天飞行器、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多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攻克一批引领性、竞争
性前沿技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挑战基础科学重大命题；同时面向经济主战场和人民
生命健康，带动科学仪器、高端医疗装备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杭州市滨江区 36.0 36.0 省发展改革委

多维超级感知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

面向健康医疗、环境监测、空间探索、感知智能、仿生智能等方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
题，建设多维超级感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中建设五大支撑平台，四大输出库，实现
高性能类人五感传感器的研发和共享服务。

杭州市余杭区 20.0 19.0 省科技厅

第 2 页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社会治理大数据与模拟推演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以社会治理大数据与模拟推演为研究对象，建设跨学科、系统化、规模化、集成化、信
息化、开放共享并具有示范意义的国际一流基础研究科学设施，建设四个平台、五个引
擎与四个系统，为国家与社会治理提供完善的支撑条件、先进的核心设施、开放的共享
数据库和具有广域协同适配计算的装置平台。

杭州市余杭区 12.0 12.0 省科技厅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

推进物质科学、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交叉融合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打造浙江省集
成电路创新平台，创建省技术创新中心。用地约1200亩（不含启动区块100亩），建筑

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到2025年，完成科创中心启动区块以及建设区块一期、二期建

设，并投入使用，形成新型大学校区、开放科技园区和卓越创新特区为特征的全球顶尖
科创园区。

杭州市萧山区 226.0 218.7 杭州市政府

阿里巴巴达摩院南湖园区

作为承载阿里巴巴科技创新产业及未来城市科技试验场，将南湖地区以及南湖达摩院打
造成为未来科技的策源地、未来产业的引领地以及未来城市的样板地，在人工智能、数
据计算、物联网、区块链、集成电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方向提升杭州区域科技创新
能力，并能同区域内企业、高校院所进行紧密合作，形成创新网络和产业集群，引领地
区的协同科技创新。

杭州市余杭区 21.0 21.0 杭州市政府

浙江省城市大脑技术创新中
心

旨在建成“核心技术、平台模式、开放机制”三位一体的新型创新网络，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创新载体。到2025年，全面构建符合城市大脑技术创新要求的体制机制，提

升城市大脑领域国际影响力。构建城市多模态时空数据关联关系模型，精准刻画城市态
势，形成城市态势预测体系，支撑相关产业应用，深入探索城市优化技术的理论探索与
工具开发，从局部优化到整体优化，从现状优化到未来规划，形成数据驱动城市研究的
新局面。

杭州市西湖区 30.0 30.0 杭州市政府

中国宁波新材料高端创新平
台

用地约1000亩，将现有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融入其中，并同步开展升格建设，建成

具备前沿技术研究、技术成果转化与应用、高端人才培育和创新公共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全球一流高端化工新材料创新平台。

宁波国家高新
区

300.0 10.0 宁波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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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东海绿色石化技术创新中心

以国家战略需求与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谋划基于绿色石化产业技术创新的省技
术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研究石化领域核心技术、核心
装置、关键催化剂、高端化学品、先进材料及产业绿色化程度等。用地约110亩，建立

研究、小试、中试、规模化生产一体化研究平台，打通科研成果到产业推广应用的瓶颈
。

宁波国家高新
区

100.0 50.0 省科技厅

浙江省智能汽车及零部件创
新中心

在保障智能网联汽车供应链安全的基础上，抢占全球智能网联汽车技术高地。到2025
年，完成创新中心园区建设，并汇聚不少于2000人的高水平技术创新队伍，引进培育不

少于10个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
宁波市 60.0 60.0 省科技厅

温州七都国际未来科技岛
（一期）

用地约4000亩，借助浙大创新创业研究院和浙大校友企业的科创、人才、资本等优质资

源，建设集“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信息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为一体的国际未

来科技岛。打造温州国际智能制造产业化服务中心、温州国际科技金融中心、长三角科
技企业总部园等三大产业平台。

温州市鹿城区 192.7 90.0 温州市政府

新一代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
集成攻关大平台试验基地项
目

建设内容包括整机验证性高空台、组合动力宽速域试验台和大中型部件试验台。 嘉兴市 80.0 80.0 嘉兴市政府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新
材料创新产业链

项目依托中科院在新材料领域的科研实力和创新优势，联动行业优质上市企业、专项产
业基金等资本力量，着力打造立足杭州湾、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国家级新材料产业
创新发展平台 。一期产业创新基地项目新增用地约205亩，建筑面积约8.9万平方米，拟

布置12类试验类装置。

绍兴市上虞区 110.0 100.0 绍兴市政府

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
心

到2025年，完成省科技创新中心一、二期建设工作，用地约300亩，建筑面积约30万平

方米，完成创新研发及装备试验、检测中心、试验基地、产业加速器、孵化园区、研究
生院、学术交流与技术交易平台等复合型功能布局，形成支撑技术创新攻关的世界一流
新型创新机构。

绍兴市柯桥区 67.0 67.0 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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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温州综合保税区工程
规划面积约1747亩，主要由海关监管基础设施、跨境电商园、保税加工中心、保税研发

中心、保税物流中心、综合服务服务中心、工业拓展区等组成。
温州市瓯江口
产业集聚区

60.0 30.0 温州市政府

金义综合保税区二期（北）
区块

用地约600亩，主要建设保税加工区、保税仓储区、保税研发区、冷链仓储加工区等四

个功能区，建筑面积约54.5万平方米。
金华市金东区 28.6 28.6 金华市政府

台州头门港综合保税区
用地约2600亩，建设集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于一

体的综合保税区。
台州市临海市 100.0 60.0 台州市政府

省级特色小镇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一批产业更特、创新更强、功能更全、体制更优、形态更
美、辐射更广的省级特色小镇，截至2025年命名省级特色小镇120个左右。

全省 5000.0 2000.0 省发展改革委

大唐5G全球创新中心中国长

三角区域中心项目

用地约200亩，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计划用地约100亩，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项

目建成后可年产5G微基站30万台，其中2021年达产10万台。主要建设射频单元生产厂房

、整机生产厂房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引进12条5G微基站生产线。

温州市浙南科
技城

52.0 48.7 温州市政府

弗兰德科技有限公司5G基站

天线总部基地项目
用地约360亩，年产80万台套5G基站天线和滤波器等核心零部件。 湖州市南浔区 55.0 54.5 湖州市政府

浙江省5G通信网络建设 建成5G基站20万个，实现城市和乡镇的5G网络全覆盖，行政村基本覆盖。 全省 400.0 280.0 省通信管理局

二、现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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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杭州富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一
期）年产60万片12英寸模拟

芯片项目

用地约320亩。拟建设12英寸、加工精度90-55纳米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主要产品为面

向汽车电子、人工智能、移动数码、智能家电及工业驱动的高功率电源管理芯模拟芯
片，预计产能可达60万片/年。

杭州市富阳区 180.0 180.0 杭州市政府

300mm集成电路中道封装生

产线（一期）

用地约230亩，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新建一条年产48万片的12英寸集成电路先进封

装测试生产线。
绍兴市滨海新

区
80.0 74.0 绍兴市政府

中芯绍兴MEMS和功率器件

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基地技
术改造项目

利用项目一期原有土地和厂房等资源，通过购买1043台（套）晶圆及测试设备和527台
（套）模组封装设备，建设一条集成电路8英寸芯片制造生产线和一条模组封装生产线

。

绍兴市滨海新
区

65.6 65.6 绍兴市政府

阿里巴巴长三角智能计算数
据中心

建设总规模100万台服务器的云智能数据中心,其中杭州分中心部署60万台服务器，嘉善

分中心部署40万台服务器。

杭州市余杭区
、嘉兴市嘉善

县

900.0 888.0 杭州市、嘉兴
市政府

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
项目采用阿里巴巴最新的设计、建设、运营标准体系，建设10 栋数据中心,10800 个机

柜，共计20万台服务器的高标准绿色数据中心项目。
杭州市拱墅区 158.0 148.0 杭州市政府

浙江移动“十四五”大型数据中

心建设项目

新增2.8万个机柜，共新建10栋数据中心机房，分布在杭州、宁波、金华，支持浙江及长

三角的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杭州市、宁波
市、金华市

84.0 70.0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浙江（长三角）新一代全功
能智能超算中心项目

用地约30亩，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硅立方”技术，建设理论峰值

180PFlos智能超算中心。
嘉兴市桐乡市 22.0 22.0 嘉兴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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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vivo全球AI研发中心 该项目拟建研发用房，用地约50亩，建筑面积约326330平方米。 杭州市余杭区 21.5 20.0 杭州市政府

华东医药生命科学产业园

建筑面积约241500平方米，形成研发共享科创中心、生态友好绿色工厂、总部综合管理

中心为一体的产业园区。项目为实现研发共享和智能制造功能，选用的主要设备均为国
内或国际领先的设备。建成后能达到药物制剂年产100亿粒/片的生产规模、创新项目80
个同时在研的药物开发能力。

杭州市拱墅区 26.1 26.1 杭州市政府

国科生物医药产业园
建设集创新载体、孵化加速、公共平台、研发生产、服务外包、成果展示、生活配套等
功能模块于一体的高端生物医药园区，引进生物医药创新和产业化资源。

绍兴市滨海新
区

100.0 100.0 绍兴市政府

新和成生命健康产业园建设
项目

项目规划建设新和成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应用服务平台项目，含大健康原辅料制剂技术创
新平台、预混料/配方食品研发平台、检验检测服务平台、OEM/ODM生产制造服务平

台，最终形成年产30000吨大健康高端原料产品（其中包括年产10000吨维生素产品，年

产20000吨类维生素产品），年产30000吨预混料/配方产品，年产保健食品OEM胶囊100
亿粒、片剂300亿片、粉剂30000吨。

绍兴市新昌县 60.0 30.0 绍兴市政府

花园生物（金西）科技园项
目

用地约1070亩，包括：年产 4000 吨胆钙化醇（维生素 D3）环保杀鼠剂项目，核心预混

料项目，花园生物研发中心项目等。
金华开发区 50.6 35.0 金华市政府

华海制药科技产业园一期工
程项目

用地约1200亩，建设高端制剂、抗肿瘤等六大板块，布局企业研发中心、人才社区、华

海学院等，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符合国际CGMP标准的高端医药产业园。
台州市临海市 63.4 40.8 台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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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联化科技高端医药中间体及
新材料项目

用地约700亩，将打造集高端医药化工及先进新材料工艺研发产业基地、快速反应一体

化分析测试服务中心、多功能安全环保实验室、化学工程研究中心于一体的国内一流、
国际领先的综合性医药化工园区。

台州市临海市 68.5 60.0 台州市政府

滨海新区绍兴国际生命健康
科技园

建设糖生物工程产业集群，以壳寡糖类产品、人乳寡糖和高端复杂注射剂三个技术平台
为核心，推出国际国内爆款功能食品10个以上，高端复杂注射剂15个，引进200多家规

上企业，共建多个国家级研发中心。

绍兴市滨海新
区

200.0 150.0 绍兴市政府

正威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中
心

用地约2000亩。其中一期用地约1000亩，建成后可年产25万吨高纯度低氧光亮铜杆、15
万吨高精密度金属线材、15万吨电气化铁路架空导线、660万平米挠性覆铜板、2000万
轴半导体封装单晶纳米铜，以及新一代人机交互产品、电子级铜箔等的生产能力。二期
用地约 1000 亩，建设以 Metal-Mesh 创新技术引领的新一代人机交互产品（触控显示一

体化模组）、电子级铜箔、高性能聚酰亚胺等。

温州市平阳县 120.0 120.0 温州市政府

中国巨石新材料智能制造基
地

项目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拉丝机、电助熔、整浆联合机、表面处理机组等设备，购
置窑料仓、螺旋输送机、燃烧器等国产设备，建造配套自用码头，建设四条15万吨玻璃

纤维增强纱智能制造生产线和三条年产6万吨电子纱生产线，达产后形成年产8亿米电子

级玻璃纤维布和60万吨玻璃纤维增强纱的生产规模。

嘉兴市桐乡市 151.4 70.0 嘉兴市政府

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年产25
万吨高性能铝合金异型材产
业化项目

用地约700亩，引进关键熔铸设备、挤压设备、铝模板设备、汽车轻量化设备、立体仓

储及相关辅助配套设施，年新增绿色建筑铝模板17万吨、汽车轻量化铝材8万吨。
湖州市吴兴区 55.0 40.0 湖州市政府

年产30万吨锂电正极材料项

目

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和绿色化、智能化生产方式，建设年产30万吨锂电正极材料项

目。
衢州市智造新

城
120.0 120.0 衢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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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大榭石化馏分油五期项目 将现有800万吨炼油能力提升至1200万吨，并新建多套化工装置。 宁波市北仑区 291.0 285.0 宁波市政府

浙石化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

化项目二期
建设2000万吨/年炼油、400万吨/年对二甲苯、140万吨/年乙烯装置。 舟山市岱山县 816.0 400.0 舟山市政府

年产400万吨PTA及210万吨智

能化、功能性差别化纤维一
体化项目

用地约1220亩，建筑面积约712180平方米；引进工艺空压机组、搅拌机、精制进料预热

器等27台（套）PTA生产进口设备以及德国巴马格高速卷绕设备、自动包装落筒、计量

泵等，购置各类国产配套设备以及公用工程设备；采用先进的PTA生产工艺、大容量柔

性化聚合、聚酯熔体直纺、共聚共混在线添加、智能制造以及绿色制造等先进技术，建
设PTA生产装置1套、聚酯生产装置7套、纺丝生产线96条。投产后可形成PTA（精对苯

二甲酸）400万吨、智能化功能性差别化纤维210万吨及乙醛4900吨的年生产能力。

嘉兴市平湖市 130.8 127.3 嘉兴市政府

年产180万吨功能性、超仿真

差别化纤维项目

用地约700亩，建筑面积约70万平方米，采用国内先进的聚酯熔体直纺在线添加吸光剂

、亲水剂等连续化工艺技术，形成年产180万吨功能性、超仿真差别化纤维的生产能力

。

湖州市吴兴区 70.0 69.0 湖州市政府

宁波吉利智能网联汽车系列
项目

建立智能网联汽车大数据中心以及智能网联汽车驾驶平台，实施吉利亚运会自动驾驶示
范应用项目及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性和可靠性验证；开发全球领先的吉利混合动力系统架
构，打造混合动力超级母体；建立汽车核心零部件研发中心及孵化科技园区；新能源汽
车研发建立动力实验室和风洞安全实验室，提升新能源动力研发和实验能力；国际汽车
研发测试中心（吉利试车场）；建造吉利5G智能工厂项目，形成年产30万辆整车的生产

能力；建立宁波国际高端新能源智能汽车核心零部件制造产业园。

宁波市 100.0 77.0 宁波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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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年产10万辆整车及研发中心

项目

用地约1200亩，包括400亩整车和200亩零部件生产用地，600亩研发及试车跑道用地，

达产后实现10万辆整车生产能力。
嘉兴市平湖市 110.0 100.0 嘉兴市政府

万里扬年产130万台（套）自

动变速器与新能源汽车驱动
系统投资项目

通过新建厂房，引进绗孔机、校直机、拉床等设备，达产后，预计年产130万台（套）

自动变速器与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
金华开发区 60.0 50.0 金华市政府

台州万象专用车及核心零部
件生产项目

用地约1200亩，建设零部件试验室、驱动系统测试试验室、燃料电池实试验室等试验、

生产车间以及配套设施。项目投产后形成年产20000辆各类专用车的生产能力。
台州市温岭市 53.4 48.4 台州市政府

万向创新聚能城年产80G瓦时

锂电池项目
建设年产80GW锂电池和电池国际创新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 685.7 160.0 杭州市政府

杭州正泰新能源智能制造项
目

形成年产5GW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能力。 杭州市富阳区 51.0 51.0 杭州市政府

晶科能源科技（海宁）有限
公司新增年产7.5GW高效电池

和7GW高效电池组件生产线

项目

项目拟新增用地约495亩，新建智能电池生产车间、智能电池组件生产车间及智能仓储

等配套设施39.6万平方米，购置自动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制绒设备、刻蚀设备、烧结

炉、测试仪、串焊机、层压机等设备，形成年产7.5GW高效电池和7GW高效电池组件生

产能力。

嘉兴市海宁市 105.0 63.0 嘉兴市政府

天能锂电材料及关键零部件
、电芯、PACK生产项目

分二期实施，其中一期规划建设2GW高能锂电池，建设二条全自动电芯生产线；主要用

于二轮车电芯的生产及储能电芯生产。二期规划建设4GW高能锂电池，建设四条全自动

电芯生产线；主要用于二轮车电芯的生产及四轮汽车电芯生产。

湖州市长兴县 81.7 60.0 湖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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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年产10GW高效电池和10GW
高效组件及配套项目

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购置电池片生产设备和光伏组件生产设备及相应的辅助配套设

施、装备等，购置部分研发实验设备及配套设备。形成年产10GW高效太阳能电池和

10GW高效光伏组件的生产能力。
金华市义乌市 102.0 90.0 金华市政府

浙江锂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4亿只锂离子电芯及年

产2.4亿只锂离子电池模组生

产线项目

一期建设电芯及电池模组各20万只/天生产线；二期、三期各新增电芯及电池模组各30万
只/天生产线。

金华市兰溪市 52.0 30.0 金华市政府

如意航空总部基地及航空科
技城项目、航空创新中心项
目、航空运营及飞机租赁项
目

建筑面积约12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飞机整机制造及交付基地、航空模拟机制造及培训

基地等。
湖州市德清县 52.7 40.0 湖州市政府

宁波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
项目

规划面积约67平方公里，包括航天发射场35平方公里、产业配套区32平方公里，建设年

发射规模100发的商业航天发射基地和千亿元级的商业航天配套产业基地。航天发射

场：重点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总装测试中心、星箭对接中心、指挥控制中心。 产业配

套区基础设施：重点建设火箭卫星研发制造基地、商业航天配套产业基地，以及卫星数
据应用产业基地。

宁波市象山县 200.0 120.0 宁波市政府

温州西南（泰顺）生态产业
项目

用地约3000亩，包括月山下、赤坑、毛竹下区块，分三期建设。重点发展五大产业：竹

木制品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生命健康产业、高端智能产业、时尚轻工产业。
温州市泰顺县 100.0 40.0 温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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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年产13800万套制冷空调智能

控制元器件建设项目

用地约750亩，建筑面积约63万平方米，购置具有先进水平的各类数控机床、高频焊机

、氦检设备、高精密加工专机、线圈和阀体自动装配线等设备，以及综合测试台、三坐
标仪、寿命试验台等设备，形成年产13800万套制冷空调智能控制元器件的生产能力。

绍兴市新昌县 62.5 34.0 绍兴市政府

温岭市鞋业智造创新服务产
业园

用地约1020亩，建筑面积约166万平方米，包括综合商务办公区、智造示范区、生产升

级区、童鞋及时尚鞋加工区、原材料初加工区、生活配套区和智慧仓储区等功能分区。
台州市温岭市 50.0 47.0 台州市政府

龙泉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用地约12000亩，该区域着重发展休闲康养、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经典文创、通航产

业等多种业态共存的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丽水市龙泉市 200.0 100.0 丽水市政府

遂昌县数字绿谷项目

用地约690亩。项目以生态经济为理念，以数字经济为方向，以分时经济为模式，以科

创、文创、农创为载体，主要建设包括科研办公、户外运动、培训中心等内容，打造成
为浙西南地区创新创业创造的高地、引才引资引智的磁极和产品研发、业态创新、人才
培养的端口。

丽水市遂昌县 50.7 50.7 丽水市政府

云和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
范区建设项目（云景生态产
业园）

用地约4000亩。该区域着重发展童话木玩、现代农旅、现代装备制造、商贸仓储物流、

未来社区等多种业态共存的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丽水市云和县 90.0 30.0 丽水市政府

工业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

“十四五”期间，组织实施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引导和鼓励企业进一步扩大制造业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每年实施5000项
左右重点技改项目。

全省 7500.0 7500.0 省经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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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浙东唐诗之路国家文化公园
创建项目

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山水人文旅游目的地、健康养生福地和中华传统文化深度体
验地。

杭州市、宁波
市、绍兴市、
台州市、舟山

市

1116.0 650.0 省发展改革委

大运河诗路（浙江省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

基本建成运河文化的精品展示带和水乡文化的经典呈现区。

杭州市、宁波
市、湖州市、
嘉兴市、绍兴
市、金华市

1378.9 778.5 省发展改革委

钱塘江诗路
建成富有精神内核的国际一流生态旅游目的地，在山水人文中绘就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

杭州市、湖州
市、嘉兴市、
绍兴市、金华
市、衢州市

1538.2 1161.5 省发展改革委

瓯江山水诗路
建成中国山水诗词研学圣地、山水诗画黄金旅游目的地、秀山丽水生态养生福地、高品
质生活富民经济高地。

温州市、丽水
市

1141.0 745.0 省发展改革委

“千年古城”复兴计划
实施历史遗存保护、千年文化传承、美好生态塑造、经济新动能培育、社会民生幸福等
五大工程，建成一批文化标识鲜明、古迹保存完好、非遗传承有续、产业发展兴旺、人
民幸福安康的新时代“千年古城”，打造展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全省 400.0 400.0 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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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十大海岛公园
全面建成嵊泗、岱山、定海、普陀、花岙、蛇蟠、东矶、大陈、大鹿、洞头等十大海岛
公园。

宁波市象山县
、温州市洞头
区、舟山市定
海区、普陀区
、岱山县、嵊
泗县、台州市
椒江区、临海
市、玉环市、

三门县

1940.0 937.0 省文化和旅游
厅

十大名山公园
深化十大名山公园建设，开展名山公园培育，探索名山公园与周边镇村协同发展，深入
推进资源保护和绿色经济融合发展，全力打造美丽大花园耀眼明珠。

天目山、四明
山、雁荡山、
莫干山、会稽
山、大盘山、
钱江源、天台
山、神仙居、
凤阳山-百山祖

213.0 135.0 省林业局

湖州铁公水综合物流园多式
联运型枢纽项目

建筑面积约187万平方米,建设国家铁路二级货场、内河码头、B型保税物流中心、有色金

属物流专用线、物流仓储中心、区域配送中心等项目。
湖州市南太湖

新区
115.0 52.6 湖州市政府

华东（浙中）未来联运新城
建设项目

在金华南货场基础上，以金华铁路枢纽扩能改造工程新建普速线为契机，同步规划新建
金华东货场（铁路一级物流基地，约2200亩），并以多式联运为纽带，依托兰溪港铁公

水多式联运枢纽项目方村作业区的水运优势，对原浙中多式联运枢纽港片区进行扩容，
近期规划核心区7000亩，远期规划16995亩，涵盖国际多式联运、口岸、保税、网络货

运、仓储、办公、金融、贸易等功能，打造立足金华、服务华东、辐射全国、接轨国际
的国家级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

金华市 130.0 50.0 金华市政府

衢州四省边际多式联运枢纽
港一期项目

一期项目建设港区、铁路及铁路货场等相关内容。 衢州市衢江区 100.0 100.0 衢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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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传里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平台软件设计研发
中心项目（阿里巴巴西溪五
期项目）

阿里巴巴全球总部位于未来科技城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区块，用地约560亩，建筑面积

约57万平方米。阿里巴巴将集聚自身优势产业链，加快谋划和打造“新零售、新制造、

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创新中心，并在该地块规划建设杭州未来科技城地标性建筑

。

杭州市余杭区 67.0 59.0 杭州市政府

蚂蚁科技总部园区二期（A2-
1）项目

建筑面积约51万平方米，定位为蚂蚁集团全球总部办公园区，打造一个兼具科技感和人

情味的，融入城市与社区的智慧办公园区，同时也在钱塘江北岸打造杭城科技核心风景
线，展示出该区域的全新科技活力。

杭州市西湖区 66.0 40.0 杭州市政府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
新建万头以上猪场70个、10万头以上猪场30个，设计增加年出栏700万头，力争到2022
年底全省生猪年出栏量达到1400万头。

全省 124.0 50.0 省农业农村厅

渔港经济区建设 启动建设3个渔港经济区建设项目。 全省 25.0 10.0 省农业农村厅

杭绍台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长264公里。其中绍兴北至温岭段长226公里，温

岭至玉环段长37公里。
杭州市、绍兴
市、台州市

526.0 172.0
台州市、绍兴
市政府，省交

通集团

金甬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160公里/小时，长185.4公里。
金华市、绍兴
市、宁波市

286.8 190.8

省交通集团，
宁波市、绍兴
市、金华市政

府

三、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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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杭州至温州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其中杭州至义乌段长58.4公里，义乌至温州段长

201.4公里。

杭州市、温州
市、金华市、

台州市

482.0 469.6
杭州市、温州
市、金华市、
台州市政府

湖杭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长136.9公里。
湖州市、杭州

市
362.0 245.0

省交通集团，
杭州市、湖州

市政府

杭衢铁路建衢段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长130.7公里。
衢州市、杭州

市
236.3 168.3

省交通集团，
衢州市、杭州

市政府

宁波枢纽庄桥至宁波段增建
三四线工程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长7.4公里。 宁波市 21.6 14.1 宁波市政府

沪苏湖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全长163.7公里，其中浙江境内46.5公里。 湖州市 70.8 54.3 湖州市政府、
省交通集团

新建金华至建德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250公里/小时，长64.5公里。
金华市、杭州

市
119.2 110.0

省交通集团，
杭州市、金华

市政府

新建宁波至舟山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250公里/小时，长77公里。
宁波市、舟山

市
270.0 270.0

舟山市、宁波
市政府，省交

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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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通苏嘉甬（沪嘉甬）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全长332公里，其中浙江境内166公里。
嘉兴市、宁波

市
621.0 621.0

宁波市、嘉兴
市政府，省交

通集团

沪乍杭铁路
三线，电化，设计速度160-350公里/小时，客专全长192.7公里，其中浙江境内141.6公
里；货线全长74.2公里，其中浙江境内57.6公里。

杭州市、嘉兴
市

437.6 437.6
嘉兴市、杭州
市政府，省交

通集团

甬台温福高铁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全长572公里，其中浙江境内357公里。
宁波市、台州
市、温州市

780.0 215.0

温州市、宁波
市、台州市政
府，省交通集

团

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枢纽及
接线工程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160-350公里/小时，长84.4公里。
嘉兴市、杭州
市、绍兴市

382.5 382.5

杭州市、嘉兴
市、绍兴市政
府，省交通集

团

温武吉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200公里/小时，全长689公里，其中浙江境内215公里。
温州市、丽水

市
345.0 224.3 温州市、丽水

市政府

金华铁路枢纽扩能改造工程

沪昆外绕线：自沪昆铁路塘雅站引出，经金东区、婺城区至沪昆铁路蒋堂站。新建正线
长约47.68公里，标准为国铁Ⅰ级双线，设计速度160公里/小时，包括新建雅畈编组站、

新金华东铁路货场和相关联络线等工程。
金义三四线：自义乌站引出，经义乌市、金东区、婺城区至金华站，新建正线长约34公
里，标准为客运专线，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包括新建高铁金义站、既有沪昆线改造

和相关联络线等工程。

金华市 224.0 224.0 金华市政府，
省交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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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衢州至丽水铁路
双线，电化，其中松阳至丽水段长65.24公里，设计速度200公里/小时；衢州至松阳段长

84.9公里，设计速度250公里/小时。
丽水市、衢州

市
218.9 211.8

省交通集团，
丽水市、衢州

市政府

杭丽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长79.4公里。
金华市、丽水

市
131.0 19.7

丽水市、金华
市政府，省交

通集团

沪杭城际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全长202公里，其中浙江境内100公里。
杭州市、嘉兴

市
158.2 23.7 杭州市、嘉兴

市政府

杭州下沙至长安城际铁路
线路起自杭州地铁 1 号线文海南路站，终于海宁汽车西站，途经杭州下沙副城、嘉兴许

村镇、长安镇，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全长约 22.7公里。
杭州市、嘉兴

市
90.0 44.0 杭州市、

嘉兴市政府

上海金山至平湖市域铁路
线路起自金山铁路金山卫站，终于海盐县六旗小镇站，途经平湖市，设计速度160公里/
小时，长约50.77公里。

嘉兴市 184.4 142.5 嘉兴市政府

嘉兴至枫南市域铁路
线路自沪杭高铁嘉兴南站北广场引出，并行亚太路，折向东北并行既有沪杭铁路南侧引
入上海境内，嘉兴境内全长约35公里，设站8座，车辆段一处。

嘉兴市 170.2 170.2 嘉兴市政府

杭州至德清城际铁路

以杭州城市轨道交通10号线新兴路站为起点，途经余杭区仁和镇、德清城区，终于德清

高铁站，全长约36.1公里（德清境内约24.5公里、杭州余杭境内约11.6公里），设站13座
。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

杭州市、
湖州市

196.0 196.0 杭州市、
湖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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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盐泰锡宜湖城际铁路 双线，电化，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全长50公里，其中浙江境内37公里。 湖州市 60.0 9.0 湖州市政府

温州市域铁路S3线一期 线路起于温州站，终于瑞安新城广场，设计速度140公里/小时，长35.8公里。 温州市 122.0 100.0 温州市政府

台州市域铁路S2线一期工程 连接黄岩区、椒江区、台州湾新区，线路长约62公里。 台州市 262.0 200.0 台州市政府

绍兴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 全长约10.8公里，共设车站9座。设袍江车辆段1座，主变电所2座。 绍兴市越城区 101.3 70.0 绍兴市政府

杭州地铁三期和规划四期建
设项目

1.三期工程：续建210公里，包括地铁3号线一期、4号线二期、6号线二期、7号线、8号
线一期、9号线一期、10号线一期、5号线二期工程（老余杭站-绿汀路站）、杭州机场轨

道快线工程等10个项目。

2.四期工程：拟建线路共13条（新线7条、延伸线6条），全长299.8公里。

杭州市 4345.0 1852.0 杭州市政府

宁波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 新建4号线延伸、6号线一期、7号线、8号线一期、1号线西延。 宁波市 873.9 425.1 宁波市政府

杭绍甬高速公路杭州至绍兴
段

高速公路52.7公里。
杭州市、绍兴

市
310.4 250.4 杭州市、绍兴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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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杭金衢高速公路金华至衢州
段拓宽

高速公路137公里。
金华市、衢州

市
141.0 74.4 金华市、衢州

市政府

临金高速公路临安至建德段 高速公路85.4公里。 杭州市 206.5 114.8 杭州市政府

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梅
山互通至柴桥枢纽段

高速公路10.8公里。 宁波市 43.9 38.9 宁波市政府

瑞安至苍南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52.2公里。 温州市 159.6 154.6 温州市政府

申嘉湖高速公路安吉孝源至
唐舍段

高速公路33.7公里。 湖州市 61.5 14.5 湖州市政府

湖杭高速公路吴兴至德清段
工程

起于吴兴区织里镇盛家桥，与申苏浙皖高速交叉并设置织里枢纽相连接，连接申苏浙皖
、申嘉湖、杭州绕城复线、练杭等4条高速公路，终于德清县新安镇徐家桥，全长44.9公
里。建设织里东、菱湖、千金、下舍四条互通连接线，合计15.0公里。

湖州市 170.0 167.8 湖州市政府

苏台高速公路南浔至桐乡段
及桐乡至德清联络线

一期10.2公里，二期44公里。
湖州市、嘉兴

市
236.2 236.2 湖州市、嘉兴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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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甬舟高速公路复线金塘至舟
山本岛段

高速公路18.7公里。 舟山市 109.0 80.0 舟山市政府

杭州至上饶高速公路浙江段
（杭淳开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246公里。
杭州市、衢州

市
676.0 350.0 杭州市、衢州

市政府

合肥至温州高速公路桐庐至
义乌段

高速公路53公里。
杭州市、金华

市
152.0 76.0 杭州市、金华

市政府

甬金衢上高速公路鄞州塘溪
至奉化下陈段、金华婺城段
及金义都市区环线高速公路
兰溪至婺城段

鄞州塘溪至奉化下陈段37.9公里，金华婺城段及金义都市区环线高速公路兰溪至婺城段

80公里。
宁波市、金华

市
371.0 230.0 宁波市、金华

市政府

义乌至龙泉（庆元）高速公
路

高速公路210公里。
金华市、丽水

市
560.0 60.0 金华市、丽水

市政府

柯桥至诸暨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39.3公里。
绍兴市柯桥区

、诸暨市
168.0 168.0 绍兴市政府

诸暨至义乌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32.1公里。
绍兴市、金华

市
116.0 116.0 绍兴市、金华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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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苍南至庆元高速苍南至泰顺
段

高速公路92.1公里。 温州市 260.0 190.0 温州市政府

甬金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绍
兴至金华段

高速公路135公里。
金华市、绍兴

市
240.0 190.0 金华市、绍兴

市政府

甬台温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姜山北至万全枢纽段

高速公路253.9公里。
宁波市、台州
市、温州市

664.4 300.0
宁波市、台州
市、温州市政

府

杭州都市区环线工程 新改建一级公路约200公里。
杭州市、绍兴
市、嘉兴市

900.0 300.0
杭州市、嘉兴
市、绍兴市政

府

全省“四好农村路”工程 新改建农村公路1.2万公里，大中修里程2.7万公里。 全省 800.0 800.0 各地市政府

梅山港区6#-10#集装箱码头工

程

建设2座20万吨级和3座15万吨级集装箱码头，泊位长2150米，年设计通过能力430万
TEU（国际标准箱），陆域总面积178.4万平方米。

宁波市北仑区 78.7 20.1 宁波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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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常山江（辉埠-双港口）航运

开发项目
建设51公里航道、1座船闸。 衢州市 68.0 40.0 衢州市政府

小洋山北侧支线集装箱码头 规划布局建设2万-7万吨支线泊位17个。 舟山市嵊泗县 200.0 55.0 省交通厅、舟
山市政府

衢山港区西三区堆场及配套
码头工程

新建15万吨级装船码头1座（泊位长度可满足1艘15万吨级散货船和1艘10万吨级散货船

同时靠泊），年矿石设计吞吐量2100万吨。
舟山市岱山县 46.0 46.0 省交通厅、舟

山市政府

千吨级内河航道提升工程

总里程500公里，畅通京杭运河二通道、杭甬运河新坝二线船闸及宁波段三期、湖嘉申

线嘉兴段二期、浙北集装箱主通道等4条通道，实现海河直达运输，重点发展内河3层集

装箱运输。

杭州市、嘉兴
市、宁波市、

湖州市

390.0 223.0
杭州、嘉兴、
宁波、湖州市

政府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改扩
建工程

新建T4航站楼71.9万平方米、交通中心47.4万平方米、配套业务用房17万平方米、停机

坪77.4万平方米。
杭州市萧山区 271.0 153.0 杭州市政府、

省机场集团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四期扩建
工程

新建第二跑道跑滑系统、T3国际国内航站楼、配套机坪及交通中心、站前交通系统、跑

道联络滑行道、配套工作区；扩建国内国际货站和空管、油料设施等。
宁波市海曙区 490.0 170.0 宁波市政府、

省机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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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
项目

建设第二跑道及配套设施、物流货运区工程。新建T3航站楼、T2航站楼扩容及配套附属

设施，总征地面积约5340亩。
温州市龙湾区 200.0 120.0 温州市政府、

省机场集团

嘉兴军民合用机场改扩建工
程

新建1条长3400米、宽50米的跑道，建设2.57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和14个C类机位的站坪；

新建1座塔台和1300平方米的航管楼；建设1.3万平方米的业务用房；配套建设空管、供

电、供水等设施，建设50个机位的货运机坪及2个E类机位的维修机坪等。
嘉兴市秀洲区 53.3 53.3 嘉兴市政府

衢州机场迁建工程 规划远距离双跑道，分期实施，跑道长3500米。包括民航站站区及民航站坪等。 衢州市衢江区 159.0 15.0 衢州市政府

台州机场改扩建工程

在现飞行区东侧新建1条2500米的平行滑行道及端联络道等滑行道系统，新建3.5万平方

米的航站楼、16个机位的站坪，以及通信、导航、气象、供油、供电、供水、消防救援

、货运等配套设施。

台州市路桥区 36.0 26.0 台州市政府

丽水机场新建工程 新建一条长2800米跑道，1.2万平方米航站楼和 8个机位的站坪，用地约3430亩。 丽水开发区 29.0 22.0 丽水市政府

三澳核电一期 建设2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40万千瓦。 温州市苍南县 460.0 400.7 温州市政府

三澳核电二期 建设2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40万千瓦。 温州市苍南县 400.0 160.0 温州市政府

四、生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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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三门核电二期 建设2台AP1000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50万千瓦。 台州市三门县 407.0 407.0 台州市政府

三门核电三期 建设2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40万千瓦。 台州市三门县 400.0 300.0 台州市政府

浙能嘉兴1号海上风电场工程

项目

拟安装总装机容量300MW的海上风电机组，同步建设一座220千伏海上升压站和一座陆

上集控中心。
嘉兴市平湖市 55.8 35.0 嘉兴市政府

华能嘉兴2号海上风电场工程

项目

拟安装总装机容量300MW的海上风电机组，同步建设一座220千伏海上升压站和一座陆

上集控中心。
嘉兴市平湖市 53.0 22.0 嘉兴市政府

华电玉环1＃海上风电项目 建设30万千瓦海上风电机组，同步建设一座220千伏海上升压站。 台州市玉环市 70.0 61.5 台州市政府

国电象山1#海上风电场（二

期）工程项目

拟依托一期陆上升压站，配置83套单机容量6兆瓦的海上风电机组，配套建设一座220千
伏海上升压站，接入一期陆上控制中心。

宁波市象山县 85.0 85.0 宁波市政府

缙云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6台单机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总装机180万千瓦。电站枢纽主要由上水库、下水

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及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
丽水市缙云县 103.9 60.0 丽水市政府

衢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4台单机30万千瓦抽水蓄能发电机组，总装机120万千瓦。电站枢纽主要由上水库、

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及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
衢州市衢江区 73.1 40.0 衢州市政府

宁海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4台单机35万千瓦抽水蓄能发电机组，总装机140万千瓦。电站枢纽主要由上水库、

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及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
宁波市宁海县 79.5 59.2 宁波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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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磐安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4台单机30万千瓦抽水蓄能发电机组，总装机120万千瓦。电站枢纽主要由上水库、

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及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
金华市磐安县 76.1 50.0 金华市政府

安吉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

建设6台单机35万千瓦抽水蓄能发电机组，总装机210万千瓦。电站枢纽主要由上水库、

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及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
湖州市安吉县 106.8 50.9 湖州市政府

泰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4台单机30万千瓦抽水蓄能发电机组，总装机120万千瓦。电站枢纽主要由上水库、

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及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
温州市泰顺县 71.3 40.0 温州市政府

天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4台单机42.5万千瓦抽水蓄能发电机组，总装机170万千瓦。电站枢纽主要由上水库

、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及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
台州市天台县 100.0 50.0 台州市政府

浙能乐清电厂三期 建设2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火电机组，总装机200万千瓦。 温州市乐清市 70.0 70.0 浙能集团

白鹤滩至浙江特高压直流 全线长2140公里（其中浙江段116公里），输电容量800万千瓦。
杭州市、湖州

市
293.0 293.0 杭州市政府、

湖州市政府

浙江电网500千伏及以下输变

电工程

建设500千伏线路1612公里，变电容量4155万千伏安；建设220千伏线路长度7097公里、

变电容量4989万千伏安；建设1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
全省 1450.0 1450.0 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

宁绍杭成品油管道
自宁波登陆点，经绍兴至余杭仁和油库（其中部分利用已建绍杭管道），线路总长约
268公里。

杭州市、宁波
市、绍兴市

30.0 30.0
宁波市、绍兴
市、杭州市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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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金塘原油储运基地项目

1、码头工程：3个30万吨、1个45万吨原油码头；2、罐区工程：总储量为480万立方

米，储存介质为原油；3、外输管道工程：设计年输量为6000万吨/年，总长度约16.5公
里；4、海塘改造工程：总长度约2公里，防洪标准由2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舟山市定海区 90.0 90.0 舟山市政府

川气东送二线干线浙江段
（枣阳-宣城-绍兴-温州联络

线浙江段）

安徽浙江省界-温州末站，管径1219mm，设计压力10MPa，浙江省境内总长约300公里。

湖州市、杭州
市、绍兴市、
台州市、温州

市

60.0 60.0
湖州、杭州、
绍兴、台州、
温州市政府

杭甬复线 宁波镇海-杭州萧山，管径1016mm，设计压力10MPa，长度约180公里。
宁波市、绍兴
市、杭州市

36.0 36.0 宁波、绍兴、
杭州市政府

甬绍干线 宁波中宅-春晓-新昌-诸暨次坞，管径1422mm，设计压力12MPa，长度约160公里。
宁波市、绍兴

市
32.0 32.0 宁波、绍兴市

政府

穿山LNG项目 位于北仑郭巨穿山北，一期将现状光明码头改建为规模300万吨/年的LNG接收站。 宁波市北仑区 40.0 40.0 宁波市政府

温州液化天然气（LNG）项

目

一期建设规模300万吨，建设后年供气能力40.5亿立方米；二期建设规模为400-600万吨/
年，年供气能力135亿立方米。

温州市洞头区 130.4 100.0 温州市政府

浙能六横LNG接收站

一期年接收能力600万吨，分两阶段实施。一期一阶段实施300万吨年接收规模，配套一

座15GT专用码头、一座LNG滚装船兼顾工作船码头、3座20万立方米以上储罐及配套外

输管道26公里。
舟山市普陀区 105.0 105.0 舟山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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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中石化浙江舟山六横LNG项

目

一期年接收能力700万吨，一座8-26.6万立方米LNG码头和1座LNG装船码头（含2个4万
方装船泊位），配套建设5座22万方LNG储罐及气化外输、LNG装车等设施。

舟山市普陀区 120.0 120.0 舟山市政府

新奥LNG接收站（三期） 年接收能力500万吨。 舟山市 35.0 35.0 舟山市政府

台州市头门港能源基地及配
套设施项目

一期设计年接收能力300万吨，建设22万立方米LNG储罐3座，配套建设2座10万吨级

LNG码头。二期设计年接收能力650万吨，建设22万立方米LNG储罐6座，配套2座10万
吨级LNG码头等。

台州市临海市 175.0 100.0 台州市政府

海塘安澜千亿工程
建设高标准海塘2014公里，其中“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1000公里。重点推进杭州南北大

塘、萧山区西江塘闻堰段等环杭州湾区海塘提标加固工程和舟山千岛中央商务区、台州
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等浙东沿海海塘提标加固工程。

全省 1225.0 532.0 省水利厅

绍兴市镜岭水库工程 总库容2.83亿立方米，年供水量1.7亿立方米。 绍兴市新昌县 140.0 50.0 省水利厅

诸暨市安华水库扩容工程 扩容增加防洪库容0.3亿立方米。 绍兴市诸暨市 50.0 50.0 省水利厅

开化县开化水库工程 总库容1.84亿立方米，年供水量0.49亿立方米。 衢州市开化县 45.0 40.0 省水利厅

丽水市莲湖水库工程 总库容1.2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0.69亿立方米。 丽水市莲都区 80.0 45.0 省水利厅

台州市椒江河口水利枢纽工
程

椒江河口拦河闸堤、河口避风隔堤、椒江两岸沿江防洪潮堤提升治理等工程组成。 台州市 125.0 5.0 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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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大中型水库防洪能力提升工
程

包括临安青山、诸暨陈蔡、庆元兰溪桥、临安里畈、瑞安林溪、衢州铜山源、绍兴汤浦
、余姚四明湖、奉化柏坑、浦江外胡、安吉老石坎、遂昌成屏二级、衢州湖南镇、常山
狮子口、台州长潭、舟山岑港等水库防洪能力提升。

杭州、宁波、
温州、湖州、
绍兴、金华、
衢州、舟山、
台州、丽水等

市

224.0 135.0 省水利厅

浙江省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
西部通道工程

新建五常港到钱塘江长约13公里的排涝主隧洞，洞径约11米，新增排涝流量近期200立
方米每秒（远期300立方米每秒）。

杭州市 60.0 45.0 省水利厅

余姚市扩大北排工程 治理河道43.7公里，新增强排流量330立方米每秒。 宁波市 92.0 35.0 省水利厅

浙江省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
东部通道工程

拓浚河道153.7公里，新增强排流量150立方米每秒。 嘉兴市 86.0 34.0 省水利厅

杭州湾南翼平原排涝及配套
工程（镜湖片）

拓浚河道6公里，镜湖新增水域0.98平方公里。 绍兴市 51.0 20.0 省水利厅

钱塘江干流堤防工程
包括桐庐富春江干堤加固、富阳富春江治理、萧山浦阳江治理、兰溪三江防洪提升、衢
州衢江治理、钱塘江干流堤防改造等工程。

杭州市、金华
市、衢州市

309.0 189.0 省水利厅

甬江干流堤防工程 包括海曙区鄞江堤防整治、余姚下姚江堤防整治、奉化干流堤防等工程。 宁波市 90.0 52.0 省水利厅

温州市瓯江引水工程 输水线路57.7公里，最大引水能力50立方米每秒，年引水量为7.43亿立方米。 温州市 59.0 58.0 省水利厅

嘉兴市太湖引水工程
引水线路全长106.3公里，近期引水流量21.8立方米每秒（远期25.8立方米每秒），近期

年引水量5.5亿立方米（远期6.5亿立方米）。
嘉兴市 66.0 10.0 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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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幸福河湖工程

包括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
水网工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蓝色珠链工程等。

嘉兴市 277.0 73.0 省水利厅

衢州幸福水岸工程 治理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 衢州市 141.0 69.0 省水利厅

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全省各地区钢铁、水泥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全省 43.0 35.0 省生态环境厅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
项目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污水处理厂建设，300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400
万立方米/日；污水管网建设4000 公里。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计划到2025年，新建改造处理设施15000个。
全省 430.0 430.0 省建设厅

重点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建

设” 分三年完成约150个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全省 40.0 12.0 省生态环境厅

城镇垃圾设施提升项目 新增城镇垃圾焚烧处理能力8000吨/日，新增城镇餐厨垃圾处理能力3000吨/日。 全省 65.0 53.0 省建设厅

杭钢及炼油厂土壤修复项目

杭钢地块用地面积约2670亩，包括炼铁、转炉和焦化三个区域。炼油厂地块用地面积约

400亩，分为T1、T2和T3三个区块。杭钢地块需治理污染土210万立方米、地下水17万平

方米；炼油厂地块尚在补充调查阶段，初步估算需治理污染土不少于22万立方米。
杭州市拱墅区 22.5 20.8 杭州市政府

浙江省生态海岸带建设

建设从平湖市至苍南县全长约1800公里的沿海绿道主干网，配套完善近海快速车道、游

览车道，基本完成海洋湿地、重要水源地、防护林（含红树林）等生态建设与海塘修复
、环境治理，基本建成3—5条先行岸段。

全省沿海市、
县（市、区）

3500.0 2170.0 省发展改革委

丽水浙闵六江源流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程

涉及整治修复河道总长约900公里，修复湿地总面积约9800亩，以及水环境保护与改善

工程、给排水建设、水污染防治、地下水污染防治等。
丽水市 260.0 260.0 丽水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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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百山祖国家公园建设项目

主要涉及百山祖国家公园保护工程、科研监测工程、自然教育工程等项目建设，以及3
个入口社区建设，北主入口社区（兰巨特色小镇），用地约410亩；南主入口社区（百

山祖避暑乐氧小镇），用地约4000亩，规划建设旅游集散中心、高端论坛中心、赛事活

动中心、休闲商贸中心等，形成“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最美生态画卷；东入口社

区（英川美食小镇），近期用地约92亩，建筑面积约6200平方米，中期用地约212亩，

远期用地约164亩，建筑面积约4540平方米，打造集特色美食、主题住宿、娱乐、研学

、购物科研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与中转站。

丽水市龙泉市
、庆元县、景

宁县

87.6 65.0 丽水市政府

未来社区建设
60个试点落地见效，全面开展未来社区创建工作，截至2025年底建成100个以上未来社

区美好家园示范点。
全省 5500.0 5000.0

试点所在县
（市、区）政
府或设区市政
府派出的开发
区（新区）管

委会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计划改造3000个小区。 全省 500.0 400.0 省建设厅

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开工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含货币安置）13万套。 全省 1200.0 1200.0 省建设厅

全省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提升
项目

持续开展城市道路、桥梁、公共停车场建设改造。 全省 3000.0 2000.0 省建设厅

城乡绿道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平均每年建设各类绿道1000公里。 全省 100.0 100.0 省建设厅

城市排水防涝项目 新建城市雨水管网2000公里。 全省 75.0 75.0 省建设厅

五、社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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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城市阳台建设项目 落实浙江省大都市区标志性工程建设要求，抓好8个城市阳台景观塑造工程实施。 全省 120.0 20.0 省建设厅

全省快速路建设项目 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台州等城市快速路建设。 全省 2241.0 1562.1 各地市政府

基础教育“强基”工程
在标准化学校基本普及的基础上，不断迭代提升我省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实现优质均衡
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建幼儿园500所，新建（改扩建）中小学500所，重

点培育窗口学校100所，建设“互联网+义务教育”示范区10个。
全省 445.0 365.0 省教育厅、各

设区市政府

高等教育“登高”工程

对省属高校进行老校区扩建和新校区建设，包括浙江工业大学小和山校区、中国美术学
院良渚校区、浙江理工大学余杭校区、浙江外国语学院三期工程、浙江树人大学杨汛桥
校区三期工程、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南浔校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绍兴校区等项目，建筑
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杭州市、湖州
市、绍兴市等

50.0 40.0

省教育厅、杭
州市、湖州市
、绍兴市政府

等

海内外名校“筑巢引凤”工程
引进一批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到我省开展合作办学，启动校区建设工程，包括西湖大学、
中法航空大学、中德大学等项目，建筑面积约350万平方米。

杭州市、宁波
市等

345.0 276.0
省教育厅、杭
州市、宁波市

政府等

市属高校建设项目
包括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主校区建设、东方理工大学、金华学院（金华理工学院）、
湖州学院等项目。

相关县市区 602.5 210.0
杭州市、宁波
市、湖州市、
金华市政府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创新中心建设工程

建设集科学研究、新技术研发、临床转化、国际远程医疗和临床教学功能于一体的创新
中心，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

杭州市滨江区 10.2 10.0 省卫健委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
医院钱江院区项目

建设与600张病床匹配的急诊、门诊、医技、住院等功能用房、教学用房及配套附属设

施等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
杭州市萧山区 10.0 5.2 省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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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庆春院区五期工程

新建集门急诊、科研、规培等功能的五期工程，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 杭州市江干区 9.7 5.5 省卫健委

龙港市人民医院建设工程
用地面积约250亩，建筑面积约31万平方米，设床位1500张规模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建设包括市人民医院综合大楼、防疫区大楼、妇幼保健院和公共卫生大楼等相关配套设
施。

温州市龙港市 19.8 18.7 温州市政府

浙大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项
目

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规划床位为2000张，日门诊量8000人次，容积率1.7。 绍兴市上虞区 30.0 29.0 绍兴市政府

绍兴二院兰亭院区（康复医
院）工程

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地下面积约5.5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200张，包括综合病房

楼、门诊楼、感染楼、急诊楼等。
绍兴市柯桥区 28.9 25.6 绍兴市政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余杭院区二期（总部二
期）建设工程

建设床位 2000 张，主要建设医疗、科研、教学及附属配套用房等，建筑面积约42万平

方米。
杭州市余杭区 32.6 15.0 省卫健委

浙江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
设项目

新建省级突发公共卫生处置、医疗救治、科研等功能的设施用房。 杭州市 15.0 10.0 省卫健委

浙大二院萧山院区 建筑面积约70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635张。 杭州市萧山区 65.2 59.6 杭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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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宁波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新
建项目

新建7幢建筑，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征用土地约150亩，设置床位1450张。 宁波市奉化区 15.2 15.2 宁波市政府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浙江省肿瘤医院）绍兴
院区（浙江滨海医院）新建
工程

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规划床位为2500张，日均门急诊量1万人次。
绍兴市滨海新

区
45.0 30.0 绍兴市政府

金义新区中心医院新建工程 用地约120亩,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建筑容积率1.5。 金华市金东区 12.0 12.0 金华市政府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
院附属医院

包括急诊大楼、住院部、科研用房等，设置床位1000张（三甲）。 金华市义乌市 15.0 15.0 金华市政府

浙江省之江文化中心
用地约250亩，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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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西湖区 32.4 22.4 省文化和旅游

厅

京杭大运河博物院
用地约80亩，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包括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大运河国际交流中

心及其配套。
杭州市拱墅区 31.9 28.8 杭州市政府

杭州音乐文化艺术中心项目

用地约190亩，建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含7号、8号、9号厂房、规划绿地、和平国际会

展中心等地块。项目以老厂房的保护修缮及杭州音乐厅建设为契机，打造文化艺术中
心，建成文化演艺、文创传媒、旅游休闲的产业高地。拟分两期实施，一期为音乐厅。
二期为爱乐乐团团部、7和9号厂房地块、绿地建设及原和平会展地块建设。

杭州市下城区 123.3 123.3 杭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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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义乌大剧院
用地约70亩，建设融高雅艺术演出、普及教育及文化艺术交流，兼具会议功能的大剧院

。
金华市义乌市 21.0 20.6 金华市政府

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工程

建设集健身活动中心、智力运动中心、智能体育运动中心、亚洲体育东部中心、运动康
复中心、科学健身指导中心、体育文化科技展示中心等“七中心”，以及停车库、设备用

房等功能于一体的全民健身中心。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
杭州市下城区 23.3 22.1 省体育局

亚运场馆建设工程
建成亚运村、杭州奥体中心（包括主体育场、网球中心、主体育馆和游泳馆、综合训练
馆等项目）等。

杭州市 658.0 400.0 杭州市政府

全省敬老院提升工程
实施350-400家敬老院提升改造，床位总数7万张左右，护理床位占比超过60%，要求达

到国家二级以上养老机构标准。
全省 19.0 15.0 省民政厅

全省康养体系建设工程

持续推进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工程，全省建设1000个康养联合体，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康

养服务网络，建设运行全省统一的“浙里养”智慧服务平台，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有

一所智慧养老院，建设一批智慧养老社区。

全省 136.0 136.0 省民政厅

全省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新建殡仪服务中心、公墓及改扩建殡仪馆等一批殡葬基础设施等。 全省 126.0 126.0 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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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地点
总投资

（亿元）

2021-2025年计
划投资

（亿元）
责任单位

全省儿童福利服务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

每个设区市建有1—2个区域性儿童福利设施，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设施实现全覆盖，

村（社区）儿童之家应建尽建。
全省 8.0 8.0 省民政厅

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创伤危
急重症立体救治中心

建设门诊、急诊、医技、住院、保障系统、行政（含调度指挥用房）等七项设施用房，
以及大型诊疗设备、重点实验室用房等功能用房，并配套建设室外直升机停机坪、ICU
手术室单元、绿化道路等室外公用工程。

杭州市滨江区 8.9 8.9 省卫健委

长三角公共卫生应急培训与
演练基地项目

用地约500亩，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包括应急指挥楼、培训住宿楼/标准化实训楼和

实训场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协同指挥中心，面向长三角提供公共卫生应急演
练和培训。

湖州市 20.0 10.0 湖州市政府

浙江省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项目

包括风险普查与隐患排查工程、应急管理数字化改革工程、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工程、基
层应急管理规范化建设工程、全民安全素养提升工程、应急管理综合保障建设工程等。

全省 122.7 108.8 省应急管理厅
、各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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