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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新兴产业园项目（蒋林头区块）

项目名称：浦口新兴产业园项目（蒋林头区块）

所在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400 万元 / 亩以上    

计划用地（亩）：4000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等

产业类别：国家鼓励类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系 1994 年批准设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2014 年与浦口

街道合署办公，区域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区内常住人口和就业人口超过 10 万人。开发区

连续四年被评为省级优秀开发区，其产业基础、基础设施配套、园区服务均达到省级开发区

优秀水准。

项目地块位于嵊州市艇湖公园南侧浦口新兴产业园区蒋林头区块，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计划引进高端纺织、先进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材料、生命健康、文化旅游、信息经济等符合

国家、省、市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定位要求，达到环保、能耗、安全、消防等方面有关规定

要求的项目，重点引进“大好高”项目或外资项目。

联系人姓名：张颂军    

单 位：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管委会       

地 址：浦南大道北一路 1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275858            传 真：0575-83275930 

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项目名称：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城南新区（三江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200000      

计划用地（亩）：1000

合作方式：独资

产业类别：先进装备制造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嵊州市城南新区，作为嵊州市主要区域经济中心，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城市基础

设施完善。 

规划的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用地面积 1000 亩，东南至 104 国道、西至上三高速、北接

甬金高速，距离新昌仅 5 公里，同时承接两地产业的辐射和带动，在新 104 国道上有 2 个出

入口，距离动建中的甬金铁路、杭绍台铁路的综合客运站仅 3 公里路程。目前已经出让土地

318 亩，聚集 7 家科技型企业，距万丰智能制造园仅 3 公里。城南新区（三江街道）智能制

造产业园拟引进无污染、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智能制造产业，将园区打造成为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联系人姓名：许斌妹            

单 位：嵊州市城南新区（三江街道） 管委会       

地 址：嵊州市仙湖路 830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344111          传 真：0575-8336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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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规划图）

高新技术产业园（三界镇）工业项目

项目名称：高新技术产业园（三界镇）工业项目

所在地：嵊州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三界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单体项目投资额 2000 万元以上

计划用地（亩）：873.5（可按客商需求规划面积，单体须 20 亩以上）

合作方式：独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

产业类别：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智能电器、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嵊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三界镇），位于嵊州三界中部，规划总用地范围北至沙湾山脚

西干渠，南至规划友三公路（友谊至三界镇区），西至长桥、西后村西侧山体山脊线，东至

三界集镇界。用地主要包括上三高速公路以西的产业新区、上三高速公路与曹娥江之间的三

界镇区、曹娥江东侧的江东新区、新 104 国道和上三高速公路两侧。至 2016 年底，高新园

区启动区及江东区块待出让工业用地 873.5 亩。

园区定位接轨长三角的桥头堡、呼应环杭州湾产业带的新高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示

范区。产业发展方向主要有高端数控装备、高效节能电机等为重点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以

新型建材、可降解材料和硅藻土等为重点的新材料产业；以现代新型中药、现代生物技术等

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等。高新园区（三界镇）力争创建成为“国家低碳经济示范园区”、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国际“生态工业园区示范基地”。

联系人姓名：舒小锋                

单 位：嵊州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招商服务局          

地 址：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振兴北路 200 号             

邮 编：312452   电 话：0575-83839008    传 真：0575-8383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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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甘霖镇镇南工贸区项目

项目名称：甘霖镇镇南工贸区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甘霖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25000        

计划用地（亩）：540

合作方式：独资、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

产业类别：商住、机械制造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甘霖镇镇南工贸区规划总面积 540 亩，位于嵊义线南侧、甬金高速甘霖出口西侧，交通

区位优势明显，是甘霖中心镇建设、小城市培育向南推进的重要战略平台。拟规划 400 余亩

为工业用地、100 亩为商住用地，建成后可与新中心卫生院、幼托中心、剡溪雅苑商住项目

等连片成区。截止 2016 年底，镇南工贸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已投入 8700 万元，目前已落户

六只招商项目。拟招商商住项目和五金机械类产业项目。

联系人姓名：马安平      

单 位：嵊州市甘霖镇人民政府         

地 址：嵊州市甘霖镇桃源路 1 号     

邮 编：312462                       

电 话：13906853468      

传 真：0575-83666055  

金庭镇非标自动化设备零部件定制化生产项目

项目名称：金庭镇非标自动化设备零部件定制化生产项目

所在地：金庭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10000       

计划用地（亩）：52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等

产业类别：先进装备制造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机器人、机械手，自动化代替人工是一个大趋势。目前成熟的机械公司注重组装，自动

化生产设计，较少做定制的零部件。宁波市有 5-10 个亿的采购量在深圳、江苏等地采购非

标准件。金庭有一大批优秀钳工，适宜开展做非标准件生产，本项目依靠宁波市非标准件的

需求量建设一个非标准件生产的产业园。

联系人姓名：骆红良             

单 位：嵊州市金庭镇人民政府          

地 址：嵊州市金庭镇            

邮 编：312400          

电 话：13758534268             

传 真：0575-8351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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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西港地块商住项目

项目名称：西港地块商住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城南新区（三江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200000        

计划用地（亩）：240

合作方式：独资

产业类别：现代住建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嵊州市城南新区，作为嵊州市主要的区域经济中心，是嵊州市市域总规“东工西居，南

新北闲 + 中优”中的“南新”部分，是构建嵊州、新昌两县市跨行政区域的大城市核心区，

是以商贸、办公、文化、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新区。城南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

上三高速、甬金高速、104 国道贯穿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本项目规划用地 240 亩，东临四海路，南至杨港路，西接迪贝路，北至领带园三路，交

通便利，环境优美。建成后，将与整个嵊州市融为一体，形成与行政中心相呼应的城市中心

格局，与其他区域互补、互赢、共生。

联系人姓名：许斌妹             

单 位：嵊州市城南新区（三江街道）管委会

地 址：嵊州市仙湖路 830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344111               

传 真：0575-83368892     

（西港地块商住项目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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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内商住项目
（原三板桥村）

项目名称：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内商住项目（原三板桥村）

所在地：嵊州市城南新区（三江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90000     

计划用地（亩）：101

合作方式：独资

投资需求：资金

产业类别：现代住建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该项目为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整村搬迁项目，原规划为厨具电器城、酒店及商务办公楼，

现调整为商住项目，拟规划建筑面积14万m²，住宅5.4万m²，办公商铺8.6万m²，容积率2.0。

联系人姓名：池黎明               单 位：嵊州市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嵊州市国际会展中心       邮 编：312400          

电 话：13905853292               传 真：0575-83026338  

（效果图）

重点产业项目

甘霖镇东大门商贸综合体项目 (袁家地块 )

项目名称：甘霖镇东大门商贸综合体项目 ( 袁家地块 )

所在地：嵊州市甘霖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160000       

计划用地（亩）：158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

产业类别：现代住建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东大门商贸综合体项目是甘霖镇“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位于甘霖转盘东北区

域地块，南临嵊义线、西依绍甘线、北靠独秀山庄小区。计划用地158亩，总投资160000万元，

规划商住开发项目，引进商贸综合体，大力发展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商业模式，着

力提升甘霖镇居住环境，促进集镇东大门核心区块提档升级。

联系人姓名：马安平      

单 位：嵊州市甘霖镇人民政府         

地 址：嵊州市甘霖镇桃源路 1 号   

邮 编：312462                       

电 话：13906853468      

传 真：0575-8366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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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镇蛟镇区块项目（原天乐集团）

项目名称：甘霖镇蛟镇区块项目（原天乐集团）

所在地：嵊州市甘霖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25000          

计划用地（亩）：86

合作方式：独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

产业类别：现代住建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蛟镇天乐老厂区位于甘霖镇蛟镇村，嵊义线北侧，距市区 7 公里，离甬金高速甘霖出口

3 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总面积约 90 亩，拆除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的老厂房，由政府收储

土地后用于商住项目开发，总投资约 2.5 亿元。

联系人姓名：马安平                  单 位：嵊州市甘霖镇人民政府         

地 址：嵊州市甘霖镇桃源路 1 号      邮 编：312462                       

电 话：13906853468                  传 真：0575-83666055

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甘霖镇东大门商贸综合体项目 ( 袁家地块 ) 规划图）

（甘霖镇东大门商贸综合体项目 ( 袁家地块 ) 效果图）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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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狮子山旅游养生综合体项目

项目名称：狮子山旅游养生综合体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温泉旅游度假区磨刀坑水库及大山下水库周边

计划投资额（万元）：300000        

计划用地（亩）：820

合作方式：整体转让 

投资需求 : 资金

产业类别：生命健康、文化旅游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狮子山旅游养生综合体（原为狮子山狩猎场）选址于嵊州温泉旅游度假区内磨刀坑水库

与大山下水库周边，投资方为青岛华瑞置业有限公司，规划控制面积 7500 亩，其中建设用

地 820 亩 ( 住宅用地不少于 50%)，总投资 30 亿元人民币，主要包括养生园、星级酒店、生

态农场、森林公园（游步道）、天屋寺（承恩堂）、水上乐园、主题公园、风情小镇项目 ,

拟打造集休闲度假、温泉养生、商务会务、运动健身、森林公园、水上乐园、风情小镇、科

普教育为一体的旅游养生综合体。

该项目于 2012 年启动实施 , 已列入浙江省 2012 年度浙商回归项目、省重大产业项目及

“411”重大项目。至目前,已基本完成土地流转工作,完成土地出让133亩、农转用审批245亩,

游客接待中心、山顶酒店、登山游步道、区内主干道等项目已启动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7亿元。

联系人姓名：郑卫国　　    

地  址：温泉旅游度假区狮子山养生综合体项目部

电  话：18057933088

（狮子山旅游养生综合体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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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崇仁古镇保护开发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崇仁古镇保护开发建设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崇仁镇六村、七八村周围

计划总投资（万元）：200000    

计划用地（亩）：1000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投资需求：资金

产业类别：文化观光与休闲体验旅游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崇仁，江南千年古镇，位于嵊州西北。古镇区域面积约 30 公顷，保存至今的老台门

150 余座，井 100 口（其中古井 51 口），核心保护范围区 2.96 公顷，内有国家级文保点 30

个，历史建筑规模 61297 平方米，历史建筑完好率 85%，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2013 年以来，组建成立了嵊州市崇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崇仁集镇总体

规划》、《崇仁古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崇仁古镇旅游区概念性规划》等系列规

划，崇仁古镇开发建设项目已纳入浙商回归项目库。

本项目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将按照5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规划建设古镇文化游览区。

总投资额约 20 亿，占地面积 1000 亩左右。项目兼顾文化观光与休闲体验旅游产品开发，展

示其文化、资源的唯一性和独特性；结合现今的休闲、度假、体验的深度旅游发展趋势，实

现文化观光旅游与休闲体验相互融合，全面建成基础设施先进、配套完善、环境优美、功能

齐全的 5A 级旅游景区。

联系人姓名：厉小平               单位：崇仁镇文化站

地址：嵊州市崇仁镇人民政府      邮编：312473

电话：13819534158               传真：0575-83091349

（崇仁古镇保护开发建设项目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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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三界镇养生娱乐项目

项目名称：三界镇养生娱乐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三界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30000         

计划用地（亩）：126.78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

产业类别：其他（养生娱乐）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该项目规划面积 2000 亩，其中一期占用面积 126.78 亩，拟计划投资 3 亿元，位于曹娥

江三界大桥江东出口南侧，交通便捷，生态环境优雅，堪称“天然氧吧”，是构建养老、休

闲养生、健身娱乐中心的理想之地。

联系人姓名：舒小锋  

单 位：嵊州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招商服务局          

地 址：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振兴北路 200 号             

邮 编：312452          

电 话：0575-83839008  

传 真：0575-83836666  

艇湖城市公园项目

项目名称：艇湖城市公园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 ( 浦口街道 ) 管委会、剡湖街道

计划投资额（万元）：128800       

计划用地（亩）：3900

合作方式：合作、合资、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等

产业类别：文化旅游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艇湖城市公园选址于上三高速、104 国道相围合地块、面积近四千亩，相当于西湖面

积的一半，通过区内水域及景观配套综合开发，打造成如诗如画的“小西湖”。融合自然、

传承人文，打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自然景色优美的星级风景区，发扬地方文化，体现“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再现“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的诗画艇湖、山水嵊

州。项目内打造 4A 级游客服务中心、设立剡溪文化多媒体宣传屏、设立陆路和水路游线、

曹娥江夜游、“唐诗之路”旅游规划的第一站。

联系人姓名：兰振威         

单 位：嵊州市艇湖城市公园（暂名）建设指挥部           

地 址：嵊州市经环北路 199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370881             

传 真：0575-8337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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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嵊州市十八都江运动度假综合体项目

项目名称：嵊州市十八都江运动度假综合体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下王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30000          

计划用地（亩）：30

合作方式：合作、合资、独资

投资需求：资金、人才

产业类别：文化旅游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十八都江旅游风景区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位于嵊州市下王镇，距嵊州市区 30 公里，

距三界高速出口 25 公里。因东晋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饮酒赋诗，饮罢覆卮”而得名。十八

都江景区内旅游资源丰富，有四明山脉名山覆卮山，以冰川石浪、千亩梯田、千年古村、千

亩花海、玄武岩火山节理、清溪漂流、峡谷悬崖、云梯古道等。目前已开发覆卮山旅游度假村、

高山滑草场、清溪漂流、红色体验营等。根据现有的资源，嵊州市规划结合四明山片区旅游

资源，打造少建设重趣味的新型时尚旅游类型、丛林户外运动拓展基地、生态休闲养心基地。

本项目具体建设内容：1.覆卮山运动拓展度假区建设；2.十八都江乐水田园度假区建设；

3. 玄武岩地质公园开发；4. 泉岗古村、千亩梯田开发项目。合计总投资约 3 亿元。

联系人姓名：王科英         

单 位：嵊州市下王镇人民政府   

地 址：嵊州市下王镇         

电 话：13967506565          

邮 编：312465 

（艇湖城市公园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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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山王民宿群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山王民宿群建设项目

所在地：王院乡丰田岭村山王自然村

计划投资额（万元）：3000

计划用地（亩）：10

合作方式：合作、合资

投资需求：资金、人才等

产业类别：文化旅游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山王村位于王院乡的东面，全村共 145 户 420 人，现有水田 191.5 亩，耕地 167 亩，

茶园 240 亩，山林 1450 亩，山地 1450 亩，桑园 100 亩。近年来，山王村积极开展新农村

建设，以村居环境优化美化为目标，积极推进环境整治和村庄整治，努力解决村居“脏、乱、

差”问题，着力打造庭园式的美丽农村。现“千亩花海果树基地”已获批省级试点项目，欲

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打造地方特色显著的乡村民宿。

联系人姓名：操海芳             

单位：嵊州市王院乡人民政府

地址：嵊州市王院乡             

邮编：312472

电话：13967517677              

传真：0575-83940384

重点产业项目

（山王民宿群建设项目规划图） （山王民宿群建设项目现状图）

（山王民宿群建设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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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古村与省级国防教育基地（军事防空洞）

旅游开发项目

项目名称：竹溪古村与省级国防教育基地（军事防空洞）旅游开发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竹溪乡

计划投资额（万元）：5000       

计划用地（亩）：15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

产业类别：文化旅游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竹溪村依山面溪，古村格局较为完整，小巷空间特色浓厚，文化积淀深厚，被评为浙江

省历史文化村，还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竹溪村现保存有很多明清古建筑台门，

其中以旗杆台门为最大，占地面积 5000 多平米。以旗杆台门为中心，周围错落有序地分布

老屋台门、将军台门等十多座保存完整的建筑物，构成 20000 多平米的清代古建筑群。通过

整合现有资源，将千年古村、军事防空洞（林彪“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个小体系，该工程

已开辟为浙江省省级国防教育基地）、竹溪八景、走马岗等景点有机结合，培育“访千年古

村、品香榧珍果、探舜江源头、赏竹溪八景、看军事基地”的乡村休闲旅游。

联系人姓名：汪丽          单 位：嵊州市竹溪乡人民政府

地 址：嵊州市竹溪乡      邮 编：3121472           

电 话：0575-83930501     传 真：0575-83930502

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点产业项目

（竹溪古村与省级国防教育基地（军事防空洞）旅游开发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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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龙井茶研究所项目

项目名称：龙井茶研究所项目

所在地：贵门乡人民政府

计划投资额（万元）：500       

计划用地（亩）：5

合作方式：合作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

产业类别：农业科研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嵊州是中国茶叶之乡、中国茶文化之乡，全市茶叶面积18万亩，现有初制茶厂近900家，

精制茶厂 90余家，茶叶总产量7万吨，茶业产量位居全国县市之首，茶叶总产值约21亿元。

拟引进一家龙井茶研究所，项目占地面积 5 亩，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 

联系人姓名：屠秋英        

单 位：嵊州市贵门乡人民政府          

地 址：嵊州市贵门乡       

邮 编：312465          

电 话：13858563663        

传 真：0575-83712561

重点产业项目

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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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港嵊州港区三界作业区码头工程和
嵊新综合物流作业区项目

项目名称：绍兴港嵊州港区三界作业区码头工程和嵊新综合物流作业区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三界镇红旗畈和嵊州市剡湖街道三聚潭

计划投资额（万元）：83000           

计划用地（亩）：516

合作方式：合作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随着杭甬运河的全线贯通以及曹娥江口门大闸的运行经验日益丰富稳定，目前曹娥江上

游嵊州三界镇段内 500 吨级船舶通航条件已经成熟。该两个作业区不仅服务于嵊州当地，更

能服务于嵊新组群，甚至辐射东阳、义乌、金华和台州等地，成为义甬舟通道中转站。

三界作业区项目位于嵊州市三界镇附近的红旗畈，三界大桥（新）南侧：根据项目区域

吞吐量预测以及拟建工程处自然条件情况综合分析，至 2020 年吞吐量将达到 175 万吨。该

工程建设规模为：建设 500 吨级泊位 6 个，年设计通过能力 188 万吨，配套建设陆域堆场、

道路、生产及生活辅助建筑等设施，陆域面积为 216 亩。嵊新综合物流园区位于嵊州剡湖街

道三聚潭，上三高速、甬金高速、新老 104 国道在其左右，占地 300 亩，岸线 600 米，设计

500 吨级泊位 8 个，辐射嵊新两地，考虑以集装箱运输为主。

联系人姓名：魏慰             单 位：嵊州市港航管理处          

地 址：嵊州市越秀一路 23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15958590636           传 真：0575-83107579 

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嵊州市石璜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项目名称：嵊州市石璜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所在地：石璜镇、甘霖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21883

合作方式：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根据《嵊州市长乐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十三五期间治理长乐江各支流，石璜江是长

乐江的主要支流，防洪标准较低，而且石璜镇集镇就位于石璜江边，所以有必要对石璜江进

行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内容是对石璜江从杨树滩上村口至长乐江汇合口总长 10.5 公里河段

进行综合治理，包括加固两岸堤防、改造 6 座堰坝、改造 6 座桥梁、新建 2 座桥梁及建造 5

处园林景观等。

联系人姓名：马雅敏               

单位：嵊州市水利局

地址：嵊州市越秀北路 47 号       

邮编：312400

电话：0575-83100922              

传真：0575-83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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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嵊州市第三水厂项目

项目名称：嵊州市第三水厂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城南新区（三江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31000     

计划用地（亩）：45

合作方式：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随着嵊州市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主、副城供水一体化，居民人口

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得城市用水量增长迅猛。根据《嵊州市中心城区给水专项规划》

及《嵊州市城乡供排水一体化专项规划》，嵊州市至 2020 年用水量将达到 19.5 万吨 / 日；

到 2030 年用水量更是达 27.0 万吨 / 日，在目前供水能力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未来几年嵊

州市的现有供水能力将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量需求。我市拟建设第三水厂，建设内容

为新建 6 万吨水厂一座，敷设输、配水管线（暂估）13 公里，从而保证远期中心城区用水

量的需求，提高城市供水安全性和稳定性，为嵊州市的“十三五发展”提供市政用水保证。

联系人姓名：裘荣辉             

单 位：嵊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嵊州市雅石路 74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290180          

传 真：0575-83292154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长乐镇工业区南北主通道（含跨江桥）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长乐镇工业区南北主通道（含跨江桥）建设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长乐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6320     

计划用地（亩）：150

合作方式：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工程用地面积 63802 平方米，新建道路全长 3358 米，宽 19 米，按照双向四车道城市

主干路标准修建。跨江桥全长 80 米，宽 15.5 米，桥面布置 0.5 米防撞栏杆 +14.5 米行车道

+0.5 米防撞栏杆，设计车速 30 公里 / 小时。

联系人姓名：商林肖、葛晗滢                 单 位：嵊州市长乐镇人民政府          

地 址：嵊州市长乐镇世纪大道 1 号           邮 编：312467          

电 话：13732453547（商）、13567506677（葛）

传 真：0575-83071003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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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项目 >>

嵊州市西港中学项目

项目名称：嵊州市西港中学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城南新区（三江街道）管委会西港区块

计划投资额（万元）：18000      

计划用地（亩）：89

合作方式：独资

投资需求：资金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设计规模 36 个班，规划用地 89 亩，总建筑面积 26670 ㎡，投资 18000 万元。

联系人姓名：商夏东                单 位：嵊州市教育体育局        

地 址：嵊州市官河横路 333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336922              传 真：0575-83014039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项目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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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城东幼儿园项目 (慕塘区块 )

项目名称：城东幼儿园项目 ( 慕塘区块 )

所在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管委会慕塘区块

计划投资额（万元）：3000         

计划用地（亩）：9

合作方式：独资

投资需求：资金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设计规模 12 班，计划用地 9 亩，建筑面积 4043，投资 3000 万元。

联系人姓名：商夏东                 单 位：嵊州市教育体育局        

地 址：嵊州市官河横路 333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336922                传 真：0575-83014039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项目

嵊州市中医院 (老院区 )招租社会办医项目

项目名称：嵊州市中医院（老院区）招租社会办医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官河路 228 号

计划投资额（万元）：15000           

计划用地（亩）：11.2

合作方式：独资

投资需求：拟采用招租方式引入一家民营综合性医院或民营特色专科医院

项目背景和建设内容：

原嵊州市中医院院区位于官河路 228 号，属成熟老市区地段，交通便利。该院成立于

1981 年，目前院区总占地面积 7447 平米（11.2 亩），总建筑面积 16000 平米，实际可开

放床位 251 张，主要包括：门急诊大楼 1 幢 6 层，建于 2001 年，原用于门急诊和行政办公，

有电梯；住院大楼 1 幢 7 层，建于 1994 年，原设置 1 楼为放射科及住院药房，2-6 层为住

院病区，7 层为手术室，有电梯；国医馆大楼 1 幢 4 层，建于 1987 年，原设置 1-2 层楼为

中医门诊，3-4层为住院病区，无电梯。2015年，实际可开放床位251张，门急诊53万人次，

出院 8953 人次，业务收入 1.48 亿元。计划通过招租方式引进一家民营综合性医院或民营特

色专科医院，按二级以上医院规划建设，合计总投资约 1.5 亿元。

联系人姓名：斯学军     

单 位：嵊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地 址：嵊州市剡湖街道越秀路 21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021033     

传 真：0575-83017088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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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翼农业休闲小镇项目

特色小镇名称：飞翼农业休闲小镇

项目名称：浙江飞翼农业休闲小镇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三界镇

计划投资额（万元）：105000        

计划用地（亩）：4950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等

特色小镇介绍和项目建设内容：

浙江飞翼农业休闲小镇项目位于嵊州市三界镇蒋镇鸽鸡山村，拟规划面积约 3.3 平方公

里，总投资 105000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一心六区，即飞翼农业综合中心、现代农业展示区、

生态旅游度假区、滨水休闲游乐区、民俗文化体验区、生态养老人居区、山地避暑养生区。

项目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上，以农业旅游休闲为主导，挖

掘历史民俗文化，开发休闲度假项目，打造养生养老产品，营造“宜业宜居宜游”的生态环

境，将嵊州飞翼农业休闲小镇打造成生态农业与旅游休闲相融合的 4A 级旅游景区。

联系人姓名：舒小锋   

单 位：嵊州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招商服务局          

地 址：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振兴北路 200 号             

邮 编：312452          

电 话：0575-83839008         传 真：0575-83836666

特色小镇项目



PAGE / 40 PAGE / 41

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特色小镇项目

（飞翼农业休闲小镇项目效果图）

（飞翼农业休闲小镇项目空间布局图）

领尚学院项目

特色小镇名称：嵊州领尚小镇

项目名称：领尚学院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30000         

计划用地（亩）：300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等

特色小镇介绍和项目建设内容：

嵊州领尚小镇列入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培育名单。小镇规划区位于城市新区和产业园区结

合点，毗邻甬金高速、上三高速出口，交通条件便利。小镇规划总面积为 3.51 平方公里，

包含领带智造、创意电商、文化创意、休闲养生、主题公园、创客社区等六大功能区块，整

合领带生产、文化旅游、山水生态三大优势资源，立足“越乡文化寻踪、民间工艺寻宝、创

客创业寻梦”三条文化主线，实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化”驱动，打造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融合的领带时尚特色小镇。其中领尚学院项目计划投资30000万元，占地300亩，

建设内容包括时尚教育综合楼、学生集中实践基地、技术创新研究基地、时尚产业图书馆、

专家楼、学生公寓等。主要包含研发创业、教育培育、人才合作交流等领域。

联系人姓名：章恒 

单 位：嵊州市领尚小镇建设指挥部           

地 址：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双塔路朝晖雅苑 78-15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007908      传 真：0575-8300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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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山文化主题公园建设项目

特色小镇名称：嵊州领尚小镇

项目名称：亭山文化主题公园建设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30000

计划用地（亩）：907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等

特色小镇介绍和项目建设内容：

嵊州领尚小镇列入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培育名单。小镇规划区位于城市新区和产业园区结

合点，毗邻甬金高速、上三高速出口，交通条件便利。小镇整合领带生产、文化旅游、山水

生态三大优势资源，立足“越乡文化寻踪、民间工艺寻宝、创客创业寻梦”三条文化主线，

实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化”驱动，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领带时

尚特色小镇，其中亭山文化主题公园建设项目以亭山为中心，包含“两圣一路”主题文化，

“两圣一路”是指王羲之、雕圣戴逵和“浙东唐诗之路”。主要建设以诗书画纸、根木竹石

雕为内容，以人物、故事、情景作品为形式，融合文化旅游、创意交流、休闲养生为一体的

主题公园。

联系人姓名：章恒     

单 位：嵊州市领尚小镇建设指挥部           

地 址：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双塔路朝晖雅苑 78-15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007908      传 真：0575-83007907 

文化休闲养生园建设项目

特色小镇名称：嵊州领尚小镇

项目名称：文化休闲养生园建设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60000

计划用地（亩）：129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等

特色小镇介绍和项目建设内容：

嵊州领尚小镇列入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培育名单。小镇规划区位于城市新区和产业园区结

合点，毗邻甬金高速、上三高速出口，交通条件便利。小镇规划总面积为 3.51 平方公里，

包含领带智造、创意电商、文化创意、休闲养生、主题公园、创客社区等六大功能区块，整

合领带生产、文化旅游、山水生态三大优势资源，立足“越乡文化寻踪、民间工艺寻宝、创

客创业寻梦”三条文化主线，实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化”驱动，打造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融合的领带时尚特色小镇，其中文化休闲养生园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养生、休闲、

健身、文化娱乐等功能设施

联系人姓名：章恒 

单 位：嵊州市领尚小镇建设指挥部           

地 址：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双塔路朝晖雅苑 78-15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007908      传 真：0575-83007907



PAGE / 44 PAGE / 45

招商项目手册 zhAo shAnG xiAnG mu shou cE 特色小镇项目

文旅中心建设项目

特色小镇名称：嵊州领尚小镇

项目名称：文旅中心建设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管委会

计划投资额（万元）：30000

计划用地（亩）：65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融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等

特色小镇介绍和项目建设内容：

嵊州领尚小镇列入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培育名单。小镇规划区位于城市新区和产业园区结

合点，毗邻甬金高速、上三高速出口，交通条件便利。小镇整合领带生产、文化旅游、山水

生态三大优势资源，立足“越乡文化寻踪、民间工艺寻宝、创客创业寻梦”三条文化主线，

实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化”驱动，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领带时

尚特色小镇，其中文旅中心建设项目，以旅游结合文化，打造亭山文化主题公园山脚下商业、

休闲、文化、集散、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文化旅游商业综合体，全新打造出的全业态、

全龄层、全天候、全创新等四大新业态元素，这令其成为嵊州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进一步拉升嵊州经济产值，并促进嵊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联系人姓名：章恒     

单 位：嵊州市领尚小镇建设指挥部           

地 址：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双塔路朝晖雅苑 78-15    

邮 编：312400           

电 话：0575-83007908      传 真：0575-83007907 

嵊州越剧小镇项目

项目名称：嵊州越剧小镇项目

所在地：嵊州市甘霖镇问越路 1 号

计划投资额（万元）：39800    

计划用地（亩）：550

合作方式：合资               

投资需求：资金、技术、人才

越剧小镇建设以女子越剧诞生地施家岙村为核心，规划面积 3.68 平方公里，计划总投

资 39.8 亿元。按照“三年初见成效”的总体要求，重点建设“一核四区”：一核即一个越

剧演艺大观园，四区即越剧创客工坊、田野越剧体验区、越剧风情街、越剧博览馆。

单 位：嵊州绿城越剧小镇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嵊州市甘霖镇问越路 1 号    

邮 编：312400    电 话：13566997385    传 真：0575-83267080

（总平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