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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状态 项目数量 工程名称 备注 

续建 10 

湖山大道（度假区段）★、环湖大道（湖山大道连接线）★、

梅东拆迁安置用房四期工程★、杭师大附属鹤和实验小学★、

塘甸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长东农民社区（二期）工程★、

梅东水系一期★、鑫远健康城配套基础设施二期★、鑫远区

块一期道路绿化、梅西圩区 

  

新建 25 

长东三路及综合管廊★、长兜港岸线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 

花漾年华绿色小镇配套工程一期、梅东水系二期★、 

湖山大道（度假区段）绿化、发现岛段大堤工程、 

梅东圩区建设、塘甸农贸市场☆、长东停车综合枢纽☆、 

梅东水系生态修复工程、太莫线扩建工程、                           

湖州市鑫远配套道路工程二期（行渎港南路工程）、 

太湖路自来水改管工程、公交站台建设、 

太湖路河沙圩辅道及闸站装修、交通诱导系统、 

长兜港大桥西侧辅道、浒稍桥水闸、 

湖州市丘城公路污水总管及泵站工程、                               

月亮广场、太湖路、邱城公园等绿化提升工程、 

湖州市奥特莱斯新能源公交枢纽工程☆、黄龙洞路绿化、河

沙圩景观工程、污水零直排区建设、35#楼装修                     

  

前期 10 

滨湖大道改线工程、金山大道南延、震洲路南延、 

震泽路南延、消防站、朱家骅故居修复工程、 

环湖大堤后续工程、环湖大道绿化、 

综合档案馆、长东片滨湖东单元 02-05 地块☆ 

  

注：★为市重点工程项目  ☆为经营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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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 

一、续建项目 

1、湖山大道（度假区段） 

工程简介：主线长 3.2公里，宽 50米。主要工程结构物包括中桥 1 座、

涵洞 8 道、平面交叉 3 处等。 

年度计划：3 月底完成油车桥下部结构，6 月底完成涵洞工程，7 月

底完成配套雨污水工程，8 月份完成油车桥附属工程，9 月份进行全

线扫尾工作，10 月份准备交工验收。 

项目进度：1、完成 100 章形象进度。2、完成下穿混凝土挡墙浇筑

700 立方，挡墙护栏 200 米，泵房集水井下沉。3、完成丁家港段宕

渣填筑 4116 立方，路基预压

5647 立方。4、完成丁家港段雨

水管道 600 米，雨水井 30 座，

污水沉井 W16-18 第二阶段混凝

土浇筑，污水顶管 700 米。5、

完成标尾段搅拌桩 46000 米。6、完成油车桥 0#台桩基 4 根，4#台桥

台 1 个，丁家港箱涵底板施工。 

项目总投资：3.78亿元（累计完成 3.24 亿元） 

当年计划投资：7450 万元（累计完成 2090.8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640.8 万元 

存在问题：1、湖薛线改道施工许可和跨越涌户宁石油管道施工许可

证均未办理完毕，无法进行下穿高速段桥下作业施工。2、下穿段左

幅驾校围墙、传达室未拆除，影响路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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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湖大道（湖山大道连接线） 

工程简介：位于长东片内，西起吴兴杨渎桥至南浔菱湖公路主线

K1+665.8，往东经塘甸村、金家兜，与申苏浙皖高速连接线相接。道

路总长 2881米。路基总宽 30 米，其中主线宽 12 米，配套宽 18米。 

年度计划：年底前排水和防护工程，桥梁下部结构和涵洞工程全部完

工，路基全线贯通，完成总工程量的 70%。 

项目进度：完成 K2+700-K2+800 路基填筑试验段；完成宕渣填筑 0.65

万方;完成水泥搅拌桩 3120 根。 

项目总投资：25000万元（累计完

成 524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5000 万元（累计

完成 524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240 万元 

存在问题： 1、K0+700 吴家港区域拆除需加快；2、荣丰村教堂停车

场及以西路段的虾塘还未处理，影响路基填筑和金家兜桥施工。 

 

 

3、梅东拆迁安置用房四期工程 

工程简介：总建筑面积 62326.51

㎡，均为五层住宅楼，共 21 个单

体 470 户。项目总投资 24685 万

元，其中土建工程约 20147万元。 

年度计划：5 月份完成竣工验收。 

项目进度：土建部分：所有房间及屋面修补完成，楼梯公共部位油漆

正在施工；车库门已全部安装完成；外墙涂料开始施工。市政部分：

 - 2 - 



部分道路塘渣层弯沉检测完成；房屋南边车库门口垫层基本完成；外

墙靠墙井同主管道链接完成；绿化坊造型大约完成 60%左右，部分苗

木已种植；河道砼喷射大约完成 50%。 

项目总投资：24685 万元（累计完成 24185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5000 万元（累计完成 450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500 万元 

 

 

4、杭师大附属鹤和实验小学 

工程简介：项目占地面积 75 亩，建筑面积 3.2平方米，48 个教学班，

2160人规模建设。 

年度计划：5 月份完成。 

项目进度：1.大门、合班教室、餐厅

售菜台外侧面成品竹饰面安装完成。

2.音乐教室、广播室吸音板墙面完

成。3.各楼层所有钢板（铝板）包柱、

墙面安装完成。4.所有卫生间蹲坑后地砖铺贴、零星修补完成。5.一

层所有室内乳胶漆完成。6.各楼层楼梯间顶、墙彩色乳胶漆完成。7.

所有柱、顶、墙面氟碳漆完成。 

项目总投资：24000 万元（累计完成 237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2000 万元（累计完成 170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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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塘甸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简介：湖薛线塘甸镇区东西连接段改

造工程；塘甸集镇主街道建筑立面改造工

程；集镇水系综合整治工程；集镇景观绿

化工程。 

年度计划：上半年湖薛线塘甸镇区东西连

接段改造工程路灯、绿化等全面完成；10

月份水系整治、景观绿化和立面改造全面

完成。 

项目进度：完成立面 52%；景观 20%；水系工程 A 段农贸市场东侧清

淤完成 157 米，B 段村委后面以北至香樟林清淤 350 米，完成 70%，5

型护岸完成 500米，基础挡墙完成 50%；市政工程基本完成。 

项目总投资：10000 万元（累计完成 5735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4586 万元（累计完成 905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400 万元 

存在问题：大药房彩钢瓦房政策处理未解决，水系箱涵段、景观节点

文化广场需政策处理。 

 

 

6、长东农民社区（二期）工程 

工程简介：总建筑面积 64702 ㎡，其

中，高层住宅 2 幢，多层住宅 12幢，

共 407 套。 

年度计划：完成结构结顶，完成装饰

装修工程量 50%。 

项目进度；桩基施工除幼儿园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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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余 D1，D2，D3 未验收。地下室北半区开挖、冠梁支模中。多

层施工稳步推进，最快已到 5 层楼板支模。 

项目总投资：25518 万元（累计完成 850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1400 万元（累计完成 2500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1000 万元 

 

7、梅东水系一期 

工程简介：工程内容为大红旗河、

北红旗河、莫家田河、行渡港、横

塘河、木鸭舍河、嘉业河、王家湾

河等河道的开挖、拓浚、驳岸砌筑

等内容。 

年度计划：河道开挖完成，部分水

系驳岸砌筑完成。 

项目进度：嘉业河生态驳岸 600m 完成，已完成该河道总工程量 36%。

莫家田河完成松木桩护岸 1195m，完成工程量 85%；生态砌块驳岸

500m，完成工程量 71%。大红旗河完成松木护岸 1500m，完成工程量

83%。行渎港完成松木桩护岸 600m，完成工程量 56%。北红旗河完成

生态砌块驳岸 200m,基槽开挖 400m，完成工程量 30%。木鸭河甩项处

理。横塘河完成松木桩护岸 500m，完成工程量 50%。 

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累计完成 4578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2000 万元（累计完成 97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350 万元 

存在问题：因电力、土地、坟墓搬迁等政策原因，施工进度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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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鑫远健康城配套基础设施二期 

工程简介：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梅

东南片滨港街等三条路工程内容

包括：滨港街、横塘路、南坝路的

市政道路、桥梁、雨污水管道等。

滨港街北起滨港北路南至环湖大

道辅道，设计道路总长 1249.364m。

横塘路西起震洲路东至滨港街，道路总长 517.57m，沿线设置桥梁一

座。南坝路，西起震洲路东至滨港街，道路总长 648.63m。 

年度计划：完成三条路钉型搅拌桩、雨污水管道工程、宕渣路基填筑

完成基本贯通成型， 两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成。 

项目进度：至目前起点至 K0+300 段路基堆土清理装车外运。 

项目总投资：5647万元（累计完成 1641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4200 万元（累计完成 42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200 万元 

存在问题：目前只有滨港街道路约 300 米已完成政策处理，其他段尚

无法进场放样。 

 

 

9、鑫远区块一期道路绿化 

工程简介：工程内容主要为鑫远一期配

套道路两侧的绿化种植，设计以落叶色

叶树为行道树，结合北湖周边区块景观

建设，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

特色。 

年度计划：3 月份行道树种植完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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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节点改造完成。 

项目进度：行渎港路、梅南街、红旗塘路、乌程街行道树和地被植物

种植完成。震泽路、姚家坝路行道树种植完成。北坝路、震洲路行道

树种植完成 60%。 

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累计完成 180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3000 万元（累计完成 130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300 万元 

 

 

10、梅西圩区 

工程概况：该项目包括洪山漾水闸一座和长田漾清淤 34.3 万立方。 

年度计划：全部完工。 

项目进度：闸门安装完毕，贴面完

工，准备铺贴荷兰砖地面。清淤完

成 25万方。 

项目总投资：600 万元（累计完成

50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400 万元（累计完

成 30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50万元 

存在问题：度假区范围无淤泥堆放场地，影响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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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建项目 

11、长东三路及综合管廊 

工程简介：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320.2 亩，道路总长 6512 米。

设计内容为新建金山大道、银

山大道、湖港路及两条辅道。

包括路基与路面、桥梁、给排

水、交通、照明、综合管廊、绿化及综合管线管位布置等相关附属设

施。其中，金山大道长 1121 米，宽 40 米；银山大道长 3044 米，宽

35 米；湖港路长 1452 米，宽 25 米。辅道 A 长 431 米，宽 10 米；辅

道 B 长 464 米，宽 10 米。 

年度计划：完成前期工作。 

项目进度：已完成设计单位公开招标，确定设计单位为北京市政院浙

江分院。 

项目总投资：7500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8000 万元 

存在问题：项目投资大，需明确建设投资模式。 

 

 

12、长兜港岸线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 

工程简介：本项目为长兜港两侧景观工程，北至长兜港大桥，南至沪

渝高速，西至滨港街，东至规划湖港路，设计总面积约 41 公顷。 

年度计划：年底 600 米样板段基本完成。 

项目进度：已完成 600 米样板段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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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总 投 资 ：

5000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

1500万元 

存在问题：立项需

市里联审通过。 

 

 

13、花漾年华绿色小镇配套工程一期 

工程简介：长田漾项目区块内

景区道路、管线配套工程及水

系整治等工程建设。 

年度计划：下半年开工建设。 

项目进度：环漾路一期已委托

编制项建。 

项目总投资：1000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3000 万元 

存在问题：环漾路部分道路未农转，需协调。  

 

 

14、梅东水系二期 

工程简介：本工程为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梅东片区水系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二期），主要通过堤岸加固、清淤拓浚、截污净化、清障拆违

等综合措施，增加调蓄能力，实现固岸护坡。主要建设内容为拓浚河

道 4.207km；新建护岸及堤防 8.958km，整治湖漾面积 5.98 万 m2。

主要包括瑶阶河、范家河、小港河、莫家田河南、横塘河、南湖。本

 - 9 - 



次 设 计 主 干 河 道 河 底 高 程

-1.50m，分支河道及湖漾河底高

程为-0.80m。主干河道河底宽度

不小于 10.5m；分支河道河底宽

度不小于 5.5m。 

年度计划：6 月份开工。 

项目进度：施工图已完成。 

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2000 万元 

存在问题：部分区域存在拆迁问题 

 

 

15、湖山大道（度假区段）绿化 

工程简介：湖山大道（度假区段）北接滨湖大道，南至申苏浙皖高速，

总长 2.3km，是贯穿湖州中心城市南北向主干道、“中轴线”，将打

造成湖州标志性文化景观大道。作为湖州市主要的过境公路，湖山大

道能够集中表现湖州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是对外展示湖州

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年度计划：年底完成工程量

30%。 

项目进度：已完成项建编制工

作。 

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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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立项需市里联审通过。 

 

 

16、发现岛段大堤工程 

工程简介：整治长东滩地总

面积约 611.41 亩，其中清退

232 亩，整治 379.41 亩（含

保留面积 280 亩）。本工程

堤岸长度 1925 米，其中新建

堤岸 949 米，原有堤岸改造

480 米，拆除现状堤岸 496 米，并配套相关市政景观设施。 

年度计划：2018 年 9 月完成。 

项目进度：施工图完成，正在准备招投标。 

项目总投资：13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300 万元 

 

 

17、梅东圩区 

工程简介： 梅东圩区实施的主要工程内容有：（1）排涝闸站 8 座，

水闸总宽 23m，总装机 1134kw，外排流量 25.9m3/s，其中利用现状

泵站 4 座，水闸总宽 3m，总装

机 324kw，外排流量 6.76m3/s；

新建重建泵站 4座，水闸总宽

20m，总装机 810kw，外排流量

19.14m3/s。（2）水闸 3 座，

水闸总宽 19m，规划中的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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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水闸，拟不在圩区工程中实施。（3）河道整治，共有 10 条河道，

总长 4092 米，其中，准备按规划标准实施的涉及 6 条河道，长度为

2300m；按现状情况疏浚的涉及 3 条河道，长度为 1792m。 

年度计划：今年开工。 

项目进度：施工图已完成，已开始编制施工图工程量清单。 

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000 万元 

存在问题：闸站外立面造型还未确定。 

 

 

18、塘甸农贸市场 

工程简介：长东片区塘甸集镇新建

农贸市场，建筑面积约 1 万平米。 

年度计划：今年开工。 

项目进度：已完成初步方案。 

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2000 万元 

存在问题：存在拆迁问题。 

  

 

19.长东停车综合枢纽 

工程简介：发现岛东侧地块，用地约 49.7 亩，预计小车停车位 2000，

大巴车位 100，管理用房 2000 ㎡。 

年度计划：今年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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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度：前期已完成停车

综合枢纽方案，现已委托设

计单位设计建筑方案。 

项目总投资：2200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2000 万元 

 

 

20、梅东水系生态修复 

工程简介：嘉业河、嘉业港、北红旗河沿岸景观设计，总面积约 42000

㎡。 

年度计划：今年开工。 

项目进度：已完成施工图。 

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累计完成

20 万元 ） 

当年计划投资：200 万元（累计完

成 20万元 ） 

存在问题：前期工作未启动。 

 

 

21、太莫线扩建工程 

工程简介：太莫线 570m×17m，南

起姚家坝路，北至梅南街西延，双

向两车道。梅南街西延 315m×20m，

西起太莫线，东至震泽路；双向两

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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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计划：2018 年下半年开工。 

项目进度：项目建议书已经委托完成；初步设计完成。 

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300 万元 

 

 

22、湖州市鑫远配套道路工程二期（行渎港南路工程） 

工程简介：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

梅东南片行渎港路(南段)工程内

容包括：市政道路、桥梁、雨污

水管道等。行渎港南路呈东西走

向，西起行渎港路（待建），东

至震洲路（待建），途经乌程街

南延（规划），设计总长 1104.276

米，道路红线宽 28米。 

年度计划：完成路基贯通成型，雨污水管道基本完成，1#桥基本完成。 

项目进度：至目前完成起点至 K0+400 段路基宕渣填筑三层,1#桥 3#

台钻孔灌注桩完成。 

项目总投资：1865万元（累计完成 941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324 万元（累计完成 40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65万元 

存在问题：1#桥至震洲路段政策处理未到位，该段无法进场施工。 

 

 

23、太湖路自来水改管工程 

工程简介：太湖路现有 DN400 砼给水管一根，敷设年代已久，局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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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老化严重，漏损率较高。本工程拟新建一根给水管，南起白雀塘大

桥，北至黄龙洞路，全长 5858 米。工程分段分期施工，本次施工段

位申苏浙皖高架下至黄龙东路，段长约 2400 米。  

年度计划：于劳动节后现实施牵引管安装，完成后球墨管实施连接工

作。 

项目进度：工程现阶段一完成了现场查勘、地下管线排除、绿化移除

的沟通并已完成了施工放样工作。 

项目总投资：9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466 万元 

 

 

24、公交站台建设 

工程简介：新建一批智能一体化公交候车亭,其中 12.5米站亭为(太

湖路 12 个、湖山大道 6 个,合计 18个),8.5米站亭为(行渎港路北段

2 个、北坝路 2个、震洲路 4个,合计 8个)共计 26 个。 

年度计划：年底完成 50%站台建设。 

目前进度：政府采购网征求意见完毕， 已发布招标公告。 

项目总投资：500万元 

 

 

25、太湖路河沙圩辅道及闸站装修 

工程简介：河沙圩辅道总长 374.035

米，道路宽 6 米及闸站装修。 

年度计划：闸站装修 4 月完成，辅道

8 月完成。 

项目进度：装修施工已全部完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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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装饰性工作由社发局进行。 

项目总投资：400万元（累计完成 13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400 万元（累计完成 130 万元） 

 

 

26、交通诱导系统 

工程简介：在重要节点增设大型诱导屏，并在部分沿线交叉口增设小

型二级诱导屏，对现状诱导屏不合理点位重新设计，针对整个度假区

范围，合理布置点位。 

年度计划：3 月完成。 

目前进度：基本完成，设备试运行中。  

项目总投资：230万元（累计完成 230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230 万元（累计完成 230 万元） 

 

 

27、长兜港大桥西侧辅道 

工程简介：滨港街北延 600米，下穿长兜港大桥接首创芭蕾雨小区南

侧道路。滨港街至下穿长兜

港大桥处红线宽 13米，下穿

段至首创芭蕾雨小区南侧道

路红线宽 20米。长兜港大桥

两侧各 10 米宽辅道。 

年度计划：今年开工。 

项目进度：初步设计已内审，

目前正在修改中。 

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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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计划投资：1000 万元  

存在问题：道路占用海事搜救中心用地，需提出置换方案，北侧道路

占用首创住宅用地红线，待规划明确是否设计。 

 

 

28、浒稍桥水闸 

工程简介：位于度假区解放港与

长兜港交汇口门处。该水闸设计

采用人字门，闸门净宽 12m，闸

门高度 5.1m。 

年度计划：第一季度：资料报备，

准备开始招投标工作。第二季度：

招投标工作完成，施工单位进场。第三季度：水闸主体施工完成。第

四季度： 竣工验收。 

项目进度：招标公告已发布。 

项目总投资：700万元（累计完成 1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700 万元（累计完成 10 万元） 

 

 

29、湖州市丘城公路污水总管及泵站工程 

工程简介：湖州市丘城公路污水总管及泵站工程位于湖州市太湖

旅游度假区，设计内容包括一体化污水泵站一座（规模为 8000

吨/日），污水 DN300~800 重力管道总长约 4200 米及污水压力管

道 D450 约 840 米。 

 - 17 - 



年度计划：竣工验收。 

项目进度：牵引管 D560施工 2085.2米；

牵引管 D450施工 1586 米；砌筑φ1000

圆形检查井 20 座；沉井第二次浇筑完

成。 

项目总投资：1678万元（累计完成 858

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678 万元（累计完成 858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788 万元 

存在问题：因周边村民土地等政策问题，施工进度受限。 

 

 

30、月亮广场、太湖路、邱城公园等绿化提升工程 

工程简介：该项目包括月亮广场、太湖路、邱城公园、影视城入口景

观改造提升。 

年度计划：6 月完成色块、草坪及雕塑小品安装。 

项目进度：正在招投标准备阶段。 

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 

 

 

31、湖州市奥特莱斯新能源公交枢纽工程 

工程简介：奥特莱斯南侧停车换乘中

心，总用地约 22000 ㎡。 

年度计划：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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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度：已明确不再实行原先与奥特莱斯的置换方案，现已完成初

步方案。 

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000 万元 

 

 

32、黄龙洞路绿化 

工程简介：该项目为黄龙洞路沿线绿化种植项目。 

年度计划：2018 年底完成。 

项目进度：正在招标公示阶段。 

项目总投资：106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060 万元 

 

 

33、沙河圩景观工程 

工程简介：该项目包括沙河圩水闸周边景观及配套提升工程。 

年度计划：2018 年底完成。 

项目进度：景观方案制定阶段。 

项目总投资：8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800 万元 

 

 

34、污水零直排区 

工程简介：此次改造的五个老小

区：湖滨村、梅东花园 A 区、B

区、C 区、渔湾小区。小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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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 2003~2010年，其中湖滨村和梅东 C 区位于滨湖大道北侧，梅

东花园 A区、B 区位于滨湖大道南侧，渔湾小区位于太湖路西侧。以

上小区均为新农村安置社区，由于建成时间较早，当时建设标准较低，

经过十几年的运行，排水管网於堵等运行不畅情况时常发生。 

年度计划：十月份完工。 

项目进度：方案已深化，改造方向已明确，施工图 5 月底完成。 

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1200 万元 
 
 

35、 35#楼装修 

工程简介：梅东社区 35#楼位于

梅东 B 地块，用于外租给人才众

创空间。 

年度计划：上半年完工。 

项目进度：承租单位内部装修设

计中。 

项目总投资：200万元（累计完成 30万元） 

当年计划投资：200 万元（累计完成 30 万元） 

当月完成投资：30万元 

存在问题：装修设计与消防设计等问题未解决仍需与承租单位沟通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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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委领导：葛伟、徐建兵、佘国勤、张征红、周燕、伍毅、陈明法、王阿平 

部门：委办公室、建交局、经统局、投资服务中心、招商局、旅发局、社发局、拆

迁办、生态文明办、国土分局、规划分局主要负责人 

街道：仁皇山街道办事处、滨湖街道办事处、长田漾管理处党工委主要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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