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项目看变化：夯实发展基础 加速民生改善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稳投资的有力支撑、调结构转动能的关键

抓手、补短板惠民生的重要途径、聚人才抓创新的重要载体。
2019年12月30日，我区举行2019年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总投资超308亿元的33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不仅顺利实
现了项目建设“全年红”，更全面吹响了2020年全区抓项目、稳投

资、优结构、促发展的冲锋号。
回眸2019年，全区上下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有效投资平

稳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全区入库项目
1053个，总投资3535.3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86.42亿元，1-12
月全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706.54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2.93%，开工957个（含竣工380个），开工率90.88％。新建项
目开工371个，开工率83.75%；续建项目开工586个，开工率
96.07%。其中，区本级项目完成投资382.30亿元，完成年度计
划投资的100.01%，开工485个，开工率91.17%。产业项目完成
投资241.5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116.44%，开工176个，开工

率92.15%。
重大项目方面，“152”省市县长工程开工5个，完成投资37.5

亿元；省、市重点项目均已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投资任务，其中12个
省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56.58亿元；省“4+1”项目开工11
个，完成投资51.3亿元；省“五个千亿”项目已开工25个，完成投资

72.27亿元；市重点项目开工47个，完成投资151.25亿元。2019
年，我区共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4次，95个重大项目落地开
工，总投资超995亿元，一批批重大项目的加快实施，无疑为全区
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夯实“稳”的基础、累积“进”的因素、增添“新”
的动能，不断提升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

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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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创新载体是我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19年，我区着力攻坚重大创新载体建设硬仗，之江
实验室园区一期地下工程全面完成，阿里达摩院项目加快推进，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工建设，中法航空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余杭校区（时尚学院）顺利奠基，工信部服务型
制造研究院、浙大基础医学创新研究院落户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56个项目入
驻5G创新园，阿里云supET工业互联网平台等10家运营商和院所落户工业互联网小镇。

重大创新载体项目（选登）

建设工期：2019年-2023年
建设地点：仓前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综合性自用办公园区，拟建电子商

务软件设计研发中心用房。项目总用地面积约398.5亩，总建
筑面积约 98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58万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 4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办公空间、访客中
心、商业配套及运动场等。

建设意义：该项目在余杭的开工建设，将共同打造一个充
满交互性、体验性、标志性的创新型生态产业中心。项目的建
设将有力推动电子商务等核心产业集聚和创新策源地打造，
有利于浙江创新型省份的建设，促进地区创新型产业的快速
发展。

项目总投资：67.2亿元

阿里巴巴全球总部项目

建设工期：2019年-2022年
建设地点：余杭街道、中泰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428.2亩，包括

之江实验室一期主体工程（园区工程）、配套道路及河道工程
等。其中主园区工程位于未来科技城核心区西侧，将建设主
楼、人工智能研究院、未来网络研究院、感知科学技术中心及
芯片中心、网络安全中心组团、大数据中心、学术交流中心等。

建设意义：通过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基础学科群，整合一
批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汇聚一批全球顶尖的研发团队，取得一
批具影响力的重大共性技术成果，支撑引领具有世界竞争力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极大提升杭州市乃至长三角地区的
科研实力及创新水平，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项目总投资：80.2亿元

之江实验室一期工程

建设工期：2019年-2026年
建设地点：仓前街道
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位于未来科技城东西大道以东，通

义港以西，S207省道以南。项目用地面积约 89亩，总建筑面
积约34560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为综合集成超重力离心机
与力学激励、高压、高温等机载装置，建设超重力场与极端环
境叠加一体的大型复杂科学实验设施。

建设意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确
定的十个优先建设项目之一，也是首个落地浙江的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将建成国际上容量最大的超重力离心模
拟与实验装置，填补我国超大容量超重力装置的空白，成为世
界领先、应用范围最广的超重力多学科综合实验平台，使我国
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项目总投资：20.77亿元

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工期：2020年-2023年
建设地点：瓶窑镇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北起前程路，南至规划蒿山

路，西至瓶仓大道，东至规划紫塍路，共占地1000亩。大学预
计2022年基本建成，2023年交付使用。

建设意义：项目将打造成为中法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民用
航空领域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培养航空、民航高层
次人才，形成覆盖本、硕、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航空
领域科技发展，大力培育和建设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航空
科技人才与产业基地，促进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项目总投资：95亿元

中法航空大学

建设工期：2020年-2023年
建设地点：未来科技城南湖科学中心片区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总用地面积为1017.6亩，总建筑面

积约 135万平方米，拟建设研发办公、科学实验室、未来城市
技术试验场、配套服务等功能用房，目前已供地约 342亩，总
建筑面积约49万平方米。

建设意义：阿里巴巴南湖达摩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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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总投资：53亿元

阿里巴巴南湖达摩院项目（一期）

2019年，我区先后召开“全域创新”建设暨工信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全面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
进大会，坚持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和“新制造业计划”“两个引擎一起转”，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字节跳动、
OPPO、中软国际等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在我区设立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成功引进康纳直升机、信达生物制
药、优必选华东总部、中创为量子通信等重大制造业项目。

重大产业项目（选登）

建设工期：2019年-2024年
建设地点：未来科技城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菜鸟网络总部及智慧产业园项目

规划总用地面积 421亩，总建筑面积约 90万平方米，拟作为
菜鸟网络全球总部及阿里经济体、菜鸟上下游产业集聚园
区。

建设意义：作为未来科技城的重要产业发展高地，菜鸟
网络总部未来将继续秉持通过技术赋能、科技驱动的研发理
念，结合阿里巴巴、菜鸟自有业务场景，重点布局科技物流、
智慧物流下的科技研发工作。智慧园区作为鸟巢PARK，将
致力于打造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物联网的研发和应用相结合
的产业聚集高地，打造成为区域产业园区典范。

项目总投资：50亿元

菜鸟网络总部及智慧产业园项目

建设工期：2019年-2024年
建设地点：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总用地约 150亩，拟在地块内建

设五栋（数据中心）机房楼、一栋运营管理中心（含ECC及应
急指挥中心）、一栋110KV变电站及二栋门卫，总建筑面积约
12.3万平方米。

建设意义：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将满足城市规划与管
理、政务信息化服务、高性能计算、电子商务、物联网、数据挖
掘、软件服务等多个领域科技应用的需求。

项目总投资：60亿元

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

建设工期：2015年-2019年
建设地点：未来科技城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03亩，建设

科研办公建筑，主要包括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总建筑面积约 23.5万方，地上建筑面积约 13.9万方，地
下建筑面积约9.6万方。

项目建设意义：项目建成后的总部基地，将是一个科研
管理相结合，功能齐全的高科技智慧园区，能够为当地带来
国家级大院名所的品牌效应，从而集聚创新资源、吸引高端
人才、输出科研成果，为余杭孵化培育和输送未来的高科技
企业，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项目总投资：12亿元

中电海康集团新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工期：2019年-2021年
建设地点：塘栖镇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49.2亩，建设

厂房及辅助用房，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建成后增加相
关设备，形成年产5万台智能物流设备的生产能力。

建设意义：项目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60000万元以
上，利税6000万元以上，将进一步促进塘栖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推动税源经济体系建设。

项目总投资：6亿元

杭州中通吉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万台智能物流设备项目

建设工期：2019年-2021年
建设地点：良渚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总用地面积 44.4亩，拟建健康时

尚饮品的生产、研发、应用、品牌孵化及总部办公为一体的低
碳、绿色、环保、科技的综合性大楼，总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
米，其中地上8.8万平方米，地下6.2万平方米。

建设意义：目前企业业务涉及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加
盟及直营连锁店全球超过10000家，奶茶和餐饮品牌已超过
30个，奶茶原物料产品市场覆盖率达60%以上，预测项目建
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加大国内市场占比，为区域的
产业升级及业态创新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项目总投资：9亿元

博多森谷项目

杭州西站枢纽开工、东西向快速路加快推进、世纪大道快速路建成通车、迎宾大道北延隧道南北贯通、
地铁5号线开通运行、临平净水厂正式投用、“靓城行动”深入推进……我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利好不断，发
展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群众生活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为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选登）

建设工期：2018年-2022年
建设地点：崇贤街道、仁和街道、良渚街道、瓶窑镇、仓

前街道、余杭街道、西湖区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总用地面积约1300多亩，项目起

点于“三路一环”的崇贤至东湖路连接线一期工程疏港枢
纽，沿疏港公路、余杭东西大道，终点于现状东西大道与规
划城南路交叉口，高架全长约34公里（其中规划城南路至仁
和宣杭铁路约24公里，与杭州三环重叠），双向六车道，桥面
宽26.5米。

建设意义：项目将进一步串联起余杭东中西三大区域，
有利于优化余杭交通路网结构、区内产业布局及余杭与主
城区、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

项目总投资：86.04亿元

余杭区崇贤至老余杭连接线（高架）工程

建设工期：2018年-2020年
建设地点：乔司街道、南苑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余杭区三路一环望梅路互通工

程北起临丁路交叉口以南，南至汀城路交叉口以北，两端分
别与临平环线高架路相接，包含主线高架桥一座，长约
1300米，匝道 4条以及高架范围内地面道路。望梅路主线
位于最上层，世纪大道高架位于中层，立交形式为“T”型单
苜蓿叶立交，并增加东西向高架路交通直接进入城区。

建设意义：三路一环望梅路互通工程建成后，临平环线
—望梅路互通--世纪大道（三路一环）将成为临平副城联系
杭州主城区最快捷通道，明显改善临平交通环境。

项目总投资：9.3亿元

三路一环望梅路互通工程

建设工期：2019年-2022年
建设地点：临平新城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起终点位于现状沪杭高速

公路桩号K9+54、K12+584，沿现状沪杭高速公路线位往南
平移，最大平移距离约50米。改建路线全长约3.04公里，采
用“上层高架+下层地面道路”形式，其中与原沪杭高速公路
平行段约2公里、接头过渡段约1.04公里。

建设意义：沪杭高速公路抬升改造，不仅是完善临平副
城区域路网结构、促进临平新城南北区块协调发展的关键
性工程，更是2022年杭州亚运会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预
计2022年建成通车。

项目总投资：27.8亿元

沪杭高速公路临平段改建工程

建设工期：2019年-2022年
建设地点：仓前街道、闲林街道、五常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西起东西大道，东止于荆长

大道，道路全长约 7.28公里，其中地下快速路隧道长 6.165
公里，为双向四车道规模+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单向限界宽
度为 12.25米；地面快速路段为常二路东至荆长大道西，与
文一西路（紫金港立交-荆长大道）提升改造工程相接，长约
621米，双向四车道规模+集散车道；地面道路建设规模为双
向六车道，标准红线宽50米。

建设意义：项目建成开通后，可加强未来科技城与主城
区的联系，同时缓解现有道路的交通压力，提高路网通行效
率，提升未来科技城品质。

项目总投资：65.58亿元

文一西路（东西大道-荆长大道）提升改造工程

建设工期：2018年-2020年
建设地点：临平街道、东湖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南起藕花洲大街与迎宾路

交叉口，北至荷禹路与振兴西路交叉口。上塘河以北段现
状邱山大街改造为双向六车道规模，新建双向四车道隧道
及接线道路。总用地面积 110.60亩，道路全长约 2.1千米，
其中隧道长度约1.25千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涵、
隧道、管线、交通、景观绿化以及其他市政附属工程等。

建设意义：项目将实现整条迎宾大道的贯通，优化南北
向快速通道结构，对打通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临平新城
的交通直接联系，缓解城区交通拥堵状况具有积极意义。

项目总投资：9.34亿元

迎宾大道北延隧道工程

民生项目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彰显着群众身边可感可触的直观变化。去年，我区大力推进安置
房项目建设，加快回迁安置进度，结合区域人口发展状况，完善教育规划布局，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共体
建设，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一个个民生项目的落地，带来了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的持续提升。

重大社会民生项目（选登）

建设工期：2019年-2023年
建设地点：良渚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东至储运路，南至郁宅港，西

至上塘高架，北至王家桥路，占地面积约 144亩，总建筑面积
约33.3万平方米，是树兰医疗集团总部和树兰国际医学中心·
树兰良渚医院所在。医学中心按国内三级甲等、国际最新医
疗认证标准建设，规划病床2000张。

建设意义：项目建成后将以器官移植、微生态与细胞治疗、
肿瘤精准医学、智能医学等研究型专科为特色，以院士领衔、汇
聚全球专家与医学精英，服务全球患者，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
的目的地健康医疗服务、前沿科技与临床医学交叉发展的医工
结合产业和以健康大数据为核心的医学人工智能产业。

项目总投资：23.6亿元

树兰良渚国际医学中心项目

建设工期：2016年-2020年
建设地点：瓶窑镇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该项目建设规模 7.7万平方米，总

用地面积约127亩，按照二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预留三级乙
等医院的发展空间，设置床位500张左右。

建设意义：优化余杭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缓解东西部卫生
资源发展不平衡，解决西部地区医疗资源缺乏问题。

项目总投资：6亿元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

建设工期：2018年-2020年
建设地点：塘栖镇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05.57亩，建

成后形成 36个班的教学规模，总建筑面积约 8.53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为教学楼、实验室、行政楼、体艺楼、图书信息
楼、报告厅、宿舍、食堂、地下停车场、400米标准田径场、排球
场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建设意义：学校将围绕个性化、现代化的办学理念，构建
差异性、自主性、选择性课程体系，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
新技术，建成科技智能、低碳节能环保的绿色示范校园。校园
建筑、布局、设计风格将体现学校由满足“教育”的被动性环境
向满足“学习”的主动性环境的转变。

项目总投资：4.56亿元

塘栖中学迁建项目

建设工期：2019年-2021年
建设地点：余杭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用地面积约 95亩，其中九年

一贯制学校用地面积约81亩，幼儿园用地面积约14亩。总建
筑面积 6.7万平方米，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总建筑面积 5.8万
平方米，幼儿园总建筑面积 0.9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达 36
班小学及18班初中规模的全日制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18班
规模的全日制幼儿园。

建设意义：解决余杭街道东南区块学生的入学问题，提高
教育质量，让群众享受更加优质均衡的教育，同时提高城市功
能服务水平。

项目总投资：5.5亿元

余杭街道西溪九年一贯制学校及配套幼儿园项目

建设工期：2019年-2023年
建设地点：东湖街道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总用地面积约 60.43亩，总建筑面

积约14万方，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9.6万方，地下建筑面积约
4.4万方。项目主要内容为高层住宅安置房、社区配套用房、
地下车库（含汽车库、非机动车库）及项目配套的公建用房、物
业管理用房、开闭所、垃圾房、道路、绿化等。

建设意义：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
生活品质，对进一步提升园区环境、产业发展基础配套以及人
居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项目总投资：7亿元

东湖街道棚户区改造（红丰区块）多高层项目

东西向快速路疏港互通效果图

东西大道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