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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转市计委、建委关于我市 2000 年 

重点建设项目安排意见的通知 

津政发〔2000〕15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市计委、 市建委 《关于我市 2000 年重点建设项目安排

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 

              二０００年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我市 2000 年重点建设项目安排意见 

 

  2000 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按照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提出的乘势而上、

开拓创新、全面上水平的工作基调，我市要进一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抓紧抓好重

点项目建设，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00 年市重点建设项目，在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我市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基础上，突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用先进技术，加

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能力。二是积极组织

建设一批具备产业化条件、市场前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三是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提高城市防洪抗灾能力。四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项目建设。五是统筹兼顾，

量力而行，安排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公益性项目。按照以上原则，初

步确定 2000 年市重点建设项目 46项。其中工业项目 11 项，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6项， 

能源项目 3 项，交通邮电项目 8 项，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项目 8 项， 水利项目 3

项，社会事业和商贸项目 7 项。同时，为搞好项目储备，加强项目前期工作，保持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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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投资的连续性，还安排了重点建设预备项目 16 项。此外，凡列入国家增量投资计划

并结转至 2000年继续建设的项目， 均视同于 2000 年市重点建设项目组织实施，享受

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有关优惠政策和规定。 

  为了确保 2000 年市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做好以下

工作： 

  一、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协调一致，切实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先保证市重

点建设项目的需要。 

  二、计划、城建、财政、规划（土地）、金融等综合部门，要主动为市重点建设项

目搞好服务，协助解决建设资金、征用土地、施工组织、审批手续等方面的问题，把重

点建设项目的难点作为本部门工作的重点来抓。 

  三、供（排）水、道路、供电、煤气、通讯、交通管理、治安、消防、绿化、房管

等各有关配套管理部门和有关区县的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提高效率，真

正为重点项目的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四、重点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对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

施工管理和材料设备采购等各个环节，都要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各综合部门、项目

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和检查，把好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关。 

  五、要合理安排重点建设项目的工期和施工进度。年内建成投产的项目，要提前做

好竣工验收和生产设备的衔接工作，确保投产后及时发挥效益。 

  六、要加强重点建设预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在提高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

争取早日开工建设。各有关部门要严把项目审批关，严禁搞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

“三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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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一、天津市 2000 年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二、天津市 2000 年重点建设预备项目名单 

 

 

              天 津 市 发 展计划委员会 

              天津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０００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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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天津市 2000 年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共 46 项） 

  一、 工业项目（11项） 

  天津石油化工公司聚酯二阶段工程（年产聚酯 20 万吨） 

  天津----燕山石脑油管线工程天津段（107公里） 

  麦格昆磁（天津）有限公司（年产磁粉 1000吨） 

  博爱（中国） 芯材膨化有限公司（年产膨化芯材 16000 吨） 

  拉法基铝盐酸（中国）有限公司（年产铝酸盐碱 3万吨） 

  天津阿尔卡特电磁线缆有限公司（年产电磁线 3930 吨） 

  天津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年产乙烯 20万吨） 

  天津津京玻壳股份有限公司（年产投影管玻壳 300万只） 

  柯鲁斯（天津）铝工业型材有限公司（大型工业铝合金型材） 

  中外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大型建设机械 100台套） 

  天津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年产大马力轮式拖拉机 3000台） 

  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6项）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方型锂离子电池 500 万支） 

  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年产复方丹参滴丸 16 万箱） 

  天津蓝天三洋电源有限公司（年产镍氢电池 3000 万只） 

  天津冰峰有机化工公司（安全玻璃夹层胶片） 

  天津南开戈德股份有限公司（年产自动售货机 3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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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宝成集团有限公司（年产除尘脱硫成套装置 40 台套） 

  三、能源项目（3项） 

  盘山电厂(原蓟县电厂)二期工程（装机 60万千瓦） 

  城市电网建设及改造(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8项，110千伏 11项，35千伏变电站 10

项及低压电网改造) 

  农村电网建设及改造(涉及 12 个区县，110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 18 项，35 千伏

变电站 39项及低压线路改造) 

  四、交通邮电项目（8项） 

  天津港扩建工程（南疆煤码头，矿石及焦炭两泊位等） 

  天津蓟港铁路有限公司（煤下海铁路，煤炭年运输能力 1000 万吨） 

  邮件处理中心和邮政汽车运输中心（53996平方米） 

  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CDMA一期工程 10 万门） 

  津蓟高速公路（新建高速公路 104 公里,改造二级公路 96公里） 

  丹拉公路支线天津北段（新建高速公路 61 公里） 

  津滨高速公路（新建高速公路 33.6 公里） 

  杨北公路（改造公路 29公里） 

  五、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8项） 

  建成区住宅供热补建（8片 7座锅炉房） 

  塘沽碱渣山治理（治理碱渣山 500 万立方米及配套） 

  黄海路--史家庄立交桥（桥长 2041 米） 

  市内路桥工程（新建金纬桥，拓宽改造张贵庄路、南头窑片道路、南运河北路、梅

江新区道路、长江道口及和平路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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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沽天然气储配站（储气 30万立方米） 

  利用日元贷款污水处理项目（纪庄子、咸阳路污水处理 

厂，东南郊一带排水） 

  墙子河治理（清整、绿化河道 5.5 公里） 

  垃圾处理项目（贯庄垃圾处理场及潘楼中转站） 

  六、水利项目（3项） 

  海河干流治理工程（恢复行洪能力 800 立方米/秒） 

  海堤加固应急工程（海堤加固 87公里） 

  北水南调工程（调水能力 1.14亿立方米） 

  七、社会事业和商贸项目（7项） 

  天津市儿童医院门诊住院楼（33050平方米） 

  天津市南开医院(10000 平方米) 

  天津医科大学 211工程（36000 平方米） 

  天津纺织工学院教学主楼（18000 平方米） 

  天津轻工业学院教学主楼（18000 平方米） 

  天津市汇文中学（40000 平方米） 

  环渤海发展中心大厦（120000平方米） 

 

附二 

天津市 2000 年重点建设预备项目名单 

（共 16 项） 

  一、工业项目（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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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钢厂(年产连铸坯 45万吨)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生产丰田汽车项目（年产 NBC 新型轿车 3万辆）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夏利轿车换型项目（年产夏利换型车 12万辆） 

  天津汽车工业 （集团） 有限公司夏利发动机改进项目（370 型发动机改造）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芯片项目 

  天津波海航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50万工时航空复合材料） 

  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年产尾气净化三效稀土基催化剂 50万升） 

  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年产新型工业水处理药剂 1.5万吨） 

  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新型节能螺杆泵） 

  天津市二通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农机专用液压件） 

  二、基础设施项目（3项） 

  丹拉公路支线天津南段（66公里高速公路） 

  天津凌庄子水厂（日供水 25万立方米） 

  天津崔家码头水厂一期工程（日供水 50 万立方米） 

  三、水利项目（2项） 

  利用亚洲银行贷款治理海滦河流域水污染项目（引滦水质保护工程及北仓污水处理

厂） 

  永定新河治理（行洪流量 900立方米／秒） 

  四、社会事业项目（1项） 

  天津博物馆（30000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