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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城市国际化，坚持高质量发展创造品质生活

开发区建设局蹄疾步稳 持续擘画美丽下沙

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按期推进率达 93%，全市率先打造建筑工地“七个一”党建

标准化管理模式，创建市建设工地标准化管理样板工地 8 个，获全市安全文明施工精细

化管理大比武优胜区以及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优秀单位称号，净化建设市场、打击环境

违法力度空前，“剿灭劣五类水”获市重点工作单项奖，创新打造住宅小区三方协同治理

模式，率先全市突破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覆盖率70%⋯⋯回眸2018年，开发区建设（环

保、房管）局蹄疾步稳，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城市国际化，坚持高质量发展创造品质生活，

持续擘画美丽下沙。

这一年，建设局严格按照开发区加快推进“双城”建设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六大硬

仗”工作内容，以党建工作为统领，统筹推进建设、环保、房管各项工作，抓实管理、服务、

牵头、助推四大内容，坚持以管理创新为动力，以严格执法为保障，以问题整改为突破，以

目标任务为导向，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较好成效。

深化项目管理，推进项目按期开竣

工。按照“新建项目早开工，续建项目早竣

工”原则，建立政府投资项目推进月度例

会、月度通报、每两月委领导督查等工作机

制。截至目前，47 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开工

43 个，35 个续建及完工项目按计划推进

33 个，按期推进率达到 93%。同时，制定

出台《开发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规范项目生成、分配、招投标、考

核等项目建设各阶段流程，组织筹建政府

投资建设项目库，编制 2018-2023 五年项

目计划180多个，投资超千亿。

深化工程管理，完善工程全过程管

控。创新工程管理配套政策，在工程变更、

招投标、前期服务结算等方面依据政策规

定扩大各建设主体单位自主权，切实提升

各建设主体主动推进的积极性；加强项目

跟踪和协调，逐步建立在建政府投资项目

检查通报机制；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

险专项排查整治，共查摆、整改工程招投标

等 7 个方面 76 个具体问题；建立建设领域

廉政风险排查监督常态化机制，强化建设

主 体 监 管 ，降 低 工 程 廉 政 风 险 ；紧 盯

500KV架空线(开发区)段路径调整以及中

心区220KV上改下等重难点问题，第一阶

段实施的金沙湖南岸电力上改下工程涉及

高压线迁改工程施工、监理即将开工建设。

深化市场管理，净化建筑市场环境。

严格监督执法，成立建筑市场违法违规案

件查处专项工作组，立案查处违法转包、分

包、挂靠、串通投标等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40 余起，处罚金超 500 万元；运用现场管

理人员影像识别考勤，有效遏制备案人员

不到岗情况发生；开展建筑工程农民工工

资“治欠保支”工作，全面落实建筑工程民

工工资分账管理；稳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打造省市精品样板工程。

深化质安监管理，打造安全文明和谐

工地。推进党建引领工程建设工作机制。

工程质量监管上出实招，健全工程质量监

管机制，制定在建工程质量飞检、第三方抽

查等工作机制，实施在建项目监督检测全

覆盖；安全生产监管上下狠招，持续开展在

建工地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先后组织

开展起重机械、深基坑安全隐患、超高支模

架、工地消防隐患等专项整治活动，全年开

展各类督查 384 次，出动检查人员 883 人

次，检查整改隐患 1112 条；文明施工监管

上出新招，开展建筑工地环境综合整治专

项行动，82 个工地按照“绿草坪”样式实行

围挡整治，配备雾炮75台，100%工地设置

了围挡、外架或塔吊喷淋和冲洗设施。

深化环境管理，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牵头制定生态环境大提升专项工作方案，

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

查问题整改，制定开发区关于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方案，每月开展“回头

看”现场抽查，确保 43 个具体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全面推进大气整治专项行动，开展

工业废气提标整治，强势推进顶正包材等

5 家企业 VOCs 提升整治任务，完成年减

排 VOCs 约 1500 吨；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完成杭州华丝夏莎等 14 家企业的土壤污

染场地风险评估，梳理确定区控重点行业

名单 13 家；推进危险废物精细管理，督促

180 余家企业完成危险废物管理相关工

作，完成杭州环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行政许可，发出开

发区第一本许可证；积极做好企业环境行

为信用等级评价工作，按照应评尽评的原

则，评价绿牌企业12家、蓝牌81家、黄牌7

家，无红牌企业。通过努力，去年开发区环

境空气质量较前一年提升13.5%。

深化房地产管理，维护市场稳定健康

发展。抓好市场监管工作，加强预销售管

理，规范《商品房买卖合同》改、退办理及中

介机构人员的准入办理，维护房地产市场

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抓好房产市场监督检

查和执法，全年对房地产市场开展了 4 轮

专项行动和 1 次双随机检查，共检查企业

215 家次，其中房企 27 家次、中介 188 家

次，核发整改单 68 张，对 3 家中介机构实

施了 3 万元以下行政处罚，倒逼 1 家中介

机构进行工商企业注销。

深化“六大管理”，提升管理成效

优化项目审批服务。为助推“最

多跑一次”，单独成立投资服务科进

驻行政服务中心，建立局“最多跑一

次”改革月度例会和科室联系人工作

制度，深化推进项目审批服务；加大

政府投资项目全流程审批进度的跟

踪，加大对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的全过

程指导服务，并通过即办快办和容缺

办理相，提升投资项目施工许可阶段

审批速度；加大环评审批指导服务力

度，比如对下沙路与 12 号路提升改

造及附属配套工程项目等重点难点

项目环评，开展提前审查。

深化企业管理服务。全年走访

各类企业160余家，解决各类问题68

个；修订出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态文明暨美丽东部湾建设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发放中粮包

装等21家企业生态环保专项补助资

金256万余元，引导企业加大生态环

保项目投资；拟定开发区物业服务企

业管理办法，探索对优秀物业企业的

扶持奖励政策，进一步促进开发区物

业服务企业良性发展；积极落实上级

工作部署，清退31个项目524万新型

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通过政府采购，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建筑项目的

新型墙体材料和预拌砂浆的质量进

行抽查，确保项目实体材质满足规范

要求；完成建筑业营改增工程造价调

整工作，开发区建设工程自2018年5

月 1日起，对未开标的项目全面实施

建筑业税率由11%降为10%，进一步

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夯实人才保障服务。全面落实

各类人才房、保障房政策，为开发区

留住人才打下坚实基础：抓好人才安

居工程，落实供地指标 40.41 亩，房

源套数960套,完成市住保房管局下

达的 2018-2021 年人才专项租赁住

房建设要求；配合做好大学城北人才

专项租赁住房市级试点工作，至申报

截止日，全市网上申报人员达 420

人；有序推进蓝领公寓筹建，全年筹

建蓝领公寓866套。

创新小区治理服务。创新小区

治理体系建设，打造住宅小区三方协

同治理新模式：开通多方协作服务

“直通车”，多部门联合进小区，与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协作开

展小区治理联动宣教、精准巡诊活

动，让小区居民“一站式”咨询、“一地

式”求解。街道、社区、小区有需求网

上“点上来”，各职能部门就能迅速响

应主动“上门去”服务。截止年底，

72 个住宅小区共有业委会 33 个、物

业企业 42 家，两个覆盖分别达到

100%和 79%，共梳理破解区级层面

问题33个。

便捷群众办事服务。87 项审批

事项全部入驻行政服务中心，且分别

施行政审批事项“无差别”受理。另

外，压缩审批时间，公租房申请材料

移交从 30 天压缩为 15 天，住房补贴

审核从 40 个工作日压缩到 20 个工

作日，全面推行个人不动产登记 60

分钟办结，房产交易时间缩短至 15

分钟办结。同时，为了便于市民多方

面选择，房产查档业务开通了网上

办、自助办、移动办。

突出“五大服务”，推动服务升级

分工协作，加快推进“拥江发展”。

贯彻市拥江发展战略总体部署，成立开

发区“拥江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一

规六带”工作分工：规划方面，完成《下沙

新城沿江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编制，为

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发展需求预备出充

足空间。生态方面，推进钱塘江流域重

点行业和工业园区土壤污染调查工作，

完成 5 家企业大气整治验收。文化带

上，完成《钱塘江文化发展调研报告》，成

立“下沙钱塘江围垦文化研究院”，完成

大剧院、文体中心等文化配套工程施工

招标，大剧院、大学城北体育健身中心已开始施工。

景观带上，完成新建河6公里整治提升，16.2公里环

线景观提升工程施工招标，顺利开工。交通带上，下

沙路和12号路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开工。城市带上，

金沙湖中央商务区环境综合提升工程全面推进。产

业带上，按时完成禾田化工和中策橡胶产能转移。

落实责任，全面启动工程审批制度改革。制定

出台《开发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试点推进工作

推进方案》，实施七类工程分类管理，优化立项用地

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 4

个阶段办理环节，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建立每周工

作例会制度，协同推进并解决各类问题。

统筹协调，有效推进“五水共治”。完成污水管

网 4.79 公里、雨水管网 10.9 公里建设，完成涉水特

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3 家，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

能 5 家，实施清洁生产企业审核 10 家，完成节水型

企业创建4家，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题企业（作

坊）30家；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完成出口加工

区、工业园区两个工业集聚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工作和高教区西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完成

七个试点小区的“污水零直排区”改造。

巩固提升，大力推进“三改一拆”。牵头组织开

展“三改一拆”和四边三化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已

拆除违法建筑 10.7 万平方米，改造旧厂房 18.99 万

平方米。拆除屋顶违建1100余处，组织完成居民家

中防水修复 209 户，露台、墙面防水维修 8000 余平

方米，涉及 6 个社区 18 个小区共 683 户居民，解决

了居民后顾之忧。完成杭州市级“四边三化”问题点

位整改25处，完成区级自查问题整改20处。

抓实“四个牵头”，凝聚工作合力

助推重大项目。全面落实省市重

点工作任务，积极推进地铁建设，做好

1号线下沙江滨站附属工程、8号线一

期施工前期绿化迁移、管线迁改、交通

导改等各项工作协调。重点推进艮山

快速路(下沙段)项目前期工作，同步

推进艮山快速路过江隧道前期工作，

目前三污干管工程顺利开工、进展过

半，PPP项目完成招标，主体工程年底

进场。加快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完成

地下空间建设新增量 31.88 万平方

米 。 推 进 治 堵 工 作 ，编 制 上 报

《2018-2022 年停车场库建设五年行

动计划》，完成竣工验收并启用公共停

车泊位 917 个，新开工及续建公共停

车泊位 3000 个，配建泊位 5882 个。

新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枪138个完成既

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4.49万方。

助推重大转型。大力推进规划环

评工作，东部医药港小镇规划环评已

完成编制并通过专家组审查。继续推

进化工企业关停转迁，定期开展区内

化工和橡胶企业走访、约谈,香料香

精、蓝天环保、禾田化工、下沙生物 4

家企业将于 2019 年底前完成关停转

迁，拜耳作物将于2021年底前完成合

成生产线关停，中策橡胶完成产能转

移 6%，预计 2020 年底前完成全部非

子午胎系列产能转移，朝阳已关停 10

台密炼机，预计2020年关停全部炼胶

工序。通过执法倒逼，推进万艺建材、

钱潮沥青环境整治工作，目前两家企

业基本完成停产工作，目前正积极推

进万艺建材做好现场设备拆除，钱潮

公路做好剩余原辅料的搬运。

助推重大研究。紧紧围绕打造宜

业宜学宜居的拥江发展排头兵，重点

谋划抢抓拥江发展机遇，推进下沙新

城建设的思路和举措，聚焦金沙湖商

务区建设、医药港小镇集聚、大创小镇

爆发、传统产业升级、沿江区块腾退、

大学城北区块提升、配套设施完善、保

障体系健全等八项内容，谋划产业升

级、城市配套、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

态环境等五个方面118项近五年建设

项目计划。

聚力“三大助推”
服务中心大局

大创小镇，创业人的聚集地

杭州医药港小镇，汇聚医药专业型人才

大创小镇全景

下沙工地上忙碌的建设者

2019 年已经到来，建设局将紧

紧围绕党工委管委会工作部署，进一

步增强工作主动性、前瞻性、针对性，

抓好大建设、大生态、大民生、大服

务、大创新，助力拥江发展，打造最美

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