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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发展区规划建设组

工 作 简 报

（ 第 11 期 ）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规划建设组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20 日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 2019 年 7 月
项目推进情况

一、第一形象区推进情况

科技之心片区产城融合项目

已完成《科技之心片区产城融合项目招商文件（送审稿）》

编制，已通过市政府领导初审，待本项目出让土地拍卖公告确

定后，完善招商文件相关内容，并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审定；

市民中心、文化艺术中心、科技之心中央公园设计方案已按照

相关会议精神修改完成，城市地标建筑和临安昌河界面方案设

计正在抓紧编制，预计 8 月底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初步方案；土

地调规、报征、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城市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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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航空限高可行性论证工作基本完成，结论为技术可行，需

尽快协调民航西南管理局、民航四川安全监督管理局、西部战

区空军等相关单位，开展飞行程序优化方案设计及上报工作。

二、第二形象区推进情况

1.安昌河综合整治一期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13200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14400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70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2700 万元。

形象进度：堤防工程：齿墙浇筑累计完成 9500 米，约占全

部堤防工程的 72%。菩提寺闸坝下游南岸铰链式护坡施工完成

700 米，河堤堤防加固工程施工作业已全面完成。闸坝：八家堰、

菩提寺闸坝已完成全部工程量；已完成下史君堰溢流坝总工程

量完成约 98%。景观：正在进行八家堰大桥示范段养护作业。

2.滨河北路道路建设工程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9970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10462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102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1378 万元。

形象进度：涪城段路基已完成，路面水稳层铺设已完成 1600

米；安州段道路基本完工，待确定灯型后安装路灯;高新段正在

进行下穿框架施工、管网安装。

3.地下综合管廊

投资情况：1-7月计划投资81416万元，实际累计投资53900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1124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7900 万元。

形象进度：管廊总体长度 33350m，完成管廊主体 203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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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 1643m 管廊主体施工，移交管廊基坑 4004m，正在开挖

管廊基坑900m。其中，绵安第二快速通道：管廊总体长度14270m，

完成管廊主体 980m，正在进行 560m 管廊主体施工，移交管廊基

坑 2089m，开挖管廊基坑 300m，路基成型 160m；创业大道西延

线：管廊总体长度 10200m,完成管廊主体 900m,正在进行 508m

管廊主体施工,移交管廊基坑 1165m，开挖管廊基坑 300m；龙界

路：管廊总体长度 2800m，完成管廊主体 153m，正在进行 355m

管廊主体施工，移交管廊基坑 450m，开挖管廊基坑 300 米；永

青路：管廊总体长度 6080m，正在进行 80m 管廊主体施工，隧道

出入口正在进行洞身、仰坡开挖及支护施工,其中：管廊隧道累

计推进 359m，行车右隧道累计进尺 302m，行车左隧道累计进尺

271m，目前已移交管廊基坑 300m。

绩效考核工作推进情况：中建科发管廊公司股东会已审核

通过绩效考核办法，目前科发集团正在向科管委上报管廊补充

协议（绩效考核办法作为主要附件），待科管委和中建科发管

廊公司分别完成内部传签流程后，正式签署。待管廊补充协议

签署并报省财政厅批准后，项目完成采购向执行阶段转段，银

团按项目资本金到位比例同比例发放贷款。

项目资本金到位情况：按管廊 PPP 主协议，项目资本金为

投资总额的 30%，共 24.38 亿元，其中科发集团出资 2.926 亿元，

中建联合体出资 21.455 亿元。截至目前，共到位 6.42 亿元，

其中科发集团到位 0.77 亿元，中建联合体仅到位 5.65 亿元，

虽然经罗蒙副市长专题会议研究同意，将项目资本金比例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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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即 16.25 亿元，但仍然差 9.83 亿元。

目前，针对资本金缺口，中建科发管廊公司正在会同科发

集团研究制订发行基金等方案来补足。

三、第三形象区推进情况

1.高铁大道西段道路建设工程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7583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8962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158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1907 万。

形象进度:涪城段,路基完成，路面水稳铺设完成 2600 米；

高新段（安昌河大桥）,基础已完成，正在进行桥墩施工。

2.科技智谷（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西片区支路网）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30600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31370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360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3720 万元。

形象进度:1-6 号支路路面完成 51%；7-15 号支路完成 91%；

涪金西路路基完成 90.5%

3. 中国（绵阳）科技城核医学中心

核医学中心项目通过招商引资评选，已招出项目资本方，

并将评选结果报“中国（绵阳）核医学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审

定。

四、第四形象区推进情况

1.科技城大道二期（含涪江大桥）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38794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38969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570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5455 万元。

形象进度：涪城段，路基已完成 61%；游仙段，上跨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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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桥挂线杆迁改方案已完成；与成绵乐高铁设计单位中铁二

院正在对接陈家山隧道下穿成绵乐高铁方案，中铁二院正在研

究实施方案相关工作；交发集团，6 月 26 日通过市规委会审议，

确定桥型方案为“抚琴谱韵”,计划尽快完成项目立项，开展项

目初步设计。

2.东西第二干道工程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17270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10665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365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945 万元。

形象进度：涪城段，路基已完成 78%；安州段，已完成施

工图设计，正在加快征地拆迁工作。

3.二环路四期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27432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26407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2592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1555 万元。

形象进度：杨家梁隧道完成 95%，葛家梁隧道完成 51%，

933 互通立交完成 97%，绵遂互通立交完成 62%，道路工程完成

94%；全线累计完成总工程量 80%。

五、第五形象区推进情况

草溪河综合整治工程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3975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6525 万元；本月无计划投资，实际完成投资 1050 万元。

形象进度：一标段河边中学桥河边段至启动区 2 号路 2 号

桥段--现已全面开工建设；飞云桥至草溪河与安昌河汇合处（三



- 6 -

标段）部分已开工，货运通道桥下游左岸防洪墙已完成 600m。

水利工程已完成年度形象进度计划的 85%，市政工程已完成年度

形象进度计划的 10%。

六、第六形象区推进情况

游仙军民融合产业园道路及配套设施一期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32802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32802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500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5000 万元。

形象进度：已完成 1 号路上跨宝成铁路桥挂线杆迁改方案；

正在进行道路基础施工、场平施工及园区管线迁改施工。

七、第七形象区推进情况

引通济安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1500 万元，1-7 月无资金投入。

形象进度：项目 EPC 已开标，第一中标候选人为福建路港

（集团）有限公司和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

联合体，待中标公示结束后签订合同。

八、其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1.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东片区支路网、污水干管

及龙界路工程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41669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43013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6052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6238 万元。

形象进度：支路网，16、23、24 号路路面完成 46%，17、

20 路基完成 82%，22 路基完成 81%；绿化，已完成 16 万平方米

绿化总工程量的 16%；龙界路，已完成初步设计，正按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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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加快拆迁工作。

2.清华西路

投资情况：1-7 月计划投资 4140 万元，实际累计完成投资

4280 万元；本月计划投资 46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475 万元。

形象进度：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同步加快征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