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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建决策和重大事项摘要

2015 年是我校基建修缮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的一年，在学

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全校广大师生和兄弟部门的

关心支持下，学校各项基建决策得到贯彻落实，各项工作有

序展开，稳步推进。近一年来，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基建领

导小组会议 10 余次，作出多项重要决策，规建处召开各类

基建专题会议 40 余次，贯彻落实学校决策，积极推进项目

实施，学校主要基建决策和重大事项摘要如下：

1．着手制定宁波大学校园规划项目建议书，实现校园

规划整体性、统一性和一定的前瞻性，采用分期规划，以

2015-2020 年为近期规划，2021-2030 为远期规划；今年先

启动双桥村地块、校园重点区域、校园文化景观等四项校园

专项规划；

2.中心图书馆项目顺利开工建设，并对南立面大门功能

进行进一步优化调整；

3.体育训练馆项目建设地块调整优化，并顺利开工建

设；

4.甬江研究生公寓开工建设，计划明年 9 月入住；

5.正式筹建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6.风华路 928弄综合整治工程纳入城市背街小巷整治范

围，由江北区牵头，镇海区和我校共同出资建设；

7.宁大生活污水排放统一接入城市污水管网，破解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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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污水排放难题；

8.以建工学院为依托，建立校园建设技术支撑服务平

台，为学校建设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二、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1. 中心图书馆

中心图书馆高 5 层，总建筑面积约 40500 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343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5900 平

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2.88 亿元；建筑施工计划工期 450 日

历天，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正式开工，计划 2016 年底建筑

部分基本建成。

进度情况：目前正在进行地下室工程施工，计划年内完

成二至三层主体结构，预计明年校庆时完成主要建筑外装

修、拆除脚手架，力争报告厅可以试用。

工程主要变更情况：经使用单位提出申请，学校审批同

意，对南立面二层形象大门功能布局进行局部调整，增加造

价约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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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图书馆项目效果图

中心图书馆项目现场

中心图书馆项目进度计划表

序号 时间 形象进度

1 2015年10-12月 地下室、主体结构二至三层施工

2 2016 年 1-3 月 三——五层主体结构施工、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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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年 4-6 月 上部结构后浇带完成，主体结构砌筑工程施工

4 2016 年 7-9 月 钢网架、幕墙、太阳能、室内精装修工程施工

5 2016年10-12月
智能化、空调、消防、室外市政附属、绿化工

程施工，综合系统调试，申报竣工验收

2. 体育训练馆

体育训练馆项目建于甬江二期地块，建筑面积约 1.6 万

平米，项目总投资约 1.2 亿元。建筑施工计划工期 490 日历

天，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正式开工，计划于 2017 年年中基

本建成。

进度情况：目前，项目临时围挡、临时用房等设施已经

完成，正进行打工程试桩。

体育训练馆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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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训练馆项目进度计划表

序号 时间 形象进度

1 2015 年 10-12 月 打桩施工

2 2016 年 1-4 月 基础工程施工、春节

3 2016 年 5-7 月 主体结构

4 2016 年 8-11 月
钢网架、幕墙、屋面太阳能、室内精装

修工程施工

5 2016年 12-2017中

智能化、空调、消防、室外市政附属、

绿化工程施工，工程扫尾清理与综合系

统调试，申报竣工验收

3. 甬江研究生公寓项目

项目建于甬江公寓二期地块，单体2幢，建筑面积约2.29

万平米，床位数约 1600 个，总投资约 9100 万元。建筑施工

计划工期 340 日历天，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正式开工，计划

于 2016 年 9 月建成投入使用。

进度情况：桩基工程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完成，现对

桩进行静载实验，下一步将进入地下室及基础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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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江研究生公寓项目效果图

甬江研究生公寓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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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江研究生公寓项目进度计划表

序号 时间 形象进度

1 2015年10-12月 挖土、基础工程、一至三层主体工程施工

2 2016 年 1-3 月 四至六层主体工程施工，春节

3 2016 年 4-6 月 墙体砌筑，外装饰施工，水电安装施工

4 2016 年 7-9 月
室外市政附属工程、绿化工程施工，系统

调试，项目验收与交付

4.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建设项目

项目选址于双桥村地块南侧，临近甬江，总建筑面积约

46000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3.8 亿元，其中基建经费 2.75

亿元，计划于 2018 年初步建成。

进度情况：项目建议书已编制完成，我校申请项目立项

的文件已经报市教育局后提交市发改委审批。

项目概念设计意向方案（双桥村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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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园文化环境景观改造提升项目

明年正值我校建校三十周年校庆，为向广大来宾、校友

展示我校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和良好环境面貌，学校正在着手

制定校园整体环境改造提升规划，规划总投入约 1.3 亿元左

右，分步实施，明年拟投入 2500—3000 万元对校园文化环

境景观进行改造提升，目前项目正在方案设计招标中。初步

计划明年实施北大门及校前区广场、大草坪、白鹭林、中心

图书馆北侧区域、老宿舍区、一站式服务大厅周边等环境提

升改造项目。

局部景观改造提升效果图

校园文化环境景观改造提升项目进度计划表

序号 时间 形象进度

1 2015年11-12月

设计招标完成，方案设计、深化优化。确

认明年校庆前需要实施的项目。报教育局

发改委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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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年 1-3 月 编制施工图设计，工程量清单估算

3 2016 年 4-5 月 施工招标

4 2016 年 6-8 月 进场施工

6. 宁镇路改造工程（我校北大门入口部分）

随着轨道 2 号线顺利开通运营，政府有关部门对宁镇路

地面的改造计划也开始实施。

汪浩瀚委员率规建处就我校沿宁镇路交通组织方案多

次与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沟通协调，现该部门基本同意我

校的设计建议。

北大门入口区域设计意向效果图

7. 风华路 928弄综合整治工程（背街小巷）

经努力争取，风华路 928 弄综合整治工程纳入宁波市背

街小巷整治项目，改造工程总投资约 1700 多万元，将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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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牵头，镇海区和我校配合，拟于今年年底开工，计划 2016

年 8—9 月改造完成。

根据学校意见，汪浩瀚委员率规建处就我校风华路 928

弄综合整治工程多次与江北区、镇海区沟通协调，得到两区

的大力支持，同时与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对接宁镇路改造

工程衔接口处理问题，基本达成共识。

风华路 928 弄改造方案局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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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路 928 弄设计局部区域意向效果图

8. 甬江学生公寓及食堂项目景观绿化及体育场地等

附属工程

甬江地块一期学生公寓、食堂已建成投入使用，片区内

居住有 6000 多学生，为了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建设“美

丽宁大”，对该区域环境景观进行提升，并新建室外体育场

地设施，满足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及教学需要，项目总投资约

1000 万元，施工计划工期 150 日历天，预计于 2015 年 12 月

前后开工，2016 年 5 月基本建成投入使用。

目前，项目正在施工招标中。



13

甬江绿化景观及体育场地项目设计总平面

三．修缮工作情况

1．制度建设

起草完成《宁波大学小额修缮工程定点供应商实施办

法》，并与审计、财务、资产等部门充分沟通取得一致意见，

根据相关部门要求，下一步拟提交学校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和

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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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建维修项目库建设

建工学院技术服务平台组建专门技术力量，利用暑期对

学校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景观绿化进行了广泛、深入

地调查摸底，测录了大量的基础数据，给出了针对性修缮方

案，共提交包玉刚教学楼群、包玉书楼群、天象馆、锦绣活

动中心、学生宿舍、第一餐厅、林杏琴会堂、教工宿舍等数

十个基建项目及道路、运动场地等项目的调查报告，并初步

建立起校园维修项目储备库，截止目前，建库维修项目总金

额已达 3700 多万元，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2.维修改造项目实施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年初至今，维修改造项目已达

48 项，总金额 3800 多万元，截止 10 月底，已竣工交付使用

34 项，其中今年计划内项目基本完成，新增项目正在加紧设

计、招标或施工中。计划明年将申请实施教学楼修缮改造、

应麟路修缮改造、天象馆改造、食堂就餐大厅改造等数十项

维修改造项目，进一步消除建筑安全隐患，提升基础设施水

平，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四、简讯

△10 月 13 日、11 月 3 日，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余建森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协调基建维修工程自行实施项目有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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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10 月 22 日，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与江北区孔

浦街道相关人员来校，就宁镇路改造工程征用学校部分土地

事宜进行沟通。规建处处长夏良明接待了来访客人。

△10 月 27 日，校党委委员汪浩瀚带领校办、规建处、

后勤处等部门负责人，前往江北区孔浦街道，就风华路 928

弄综合整治工程、东校门综合整治等工作进行交流。

△10 月 28 日，位于老学生宿舍区的我校一站式服务大

厅（学生事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校领导沈满洪、郑孟状、

冯志敏等出席启动仪式。

△11 月 2 日，双桥村拆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

员会议在我校召开。会议由宁波大学双桥村拆迁安置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教育局副局长苏泽庭主持，校党委委

员汪浩瀚出席会议。江北区、镇海区、市教育局、市国土资

源局、市规划局等单位、部门相关人员以及我校计财处、规

建处、后勤处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介绍了前

阶段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问题进行了讨论研

究，提出有关事宜需向上级反映协调解决。

报：校领导、校基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送：各部门、学院负责人

主审：汪浩瀚 审校：夏良明 编辑：卢高挺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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