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年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１ 山东有研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用大尺寸硅材料规模

化生产一期项目

(年产８英寸硅片２７６万

片、６ 英 寸 硅 片 １８０ 万

片、１２—１８ 英寸大直径

硅单晶２４０吨)

２ 山东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高品质４H—SiC 单晶衬底

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年产６英寸碳化硅单晶

衬底３万片)

３ 海尔工业控股有限公司 COSＧ

MOPlat工业产业平台建设项目

(年产电脑板３５００万套)

４ 山东粤海电子有限公司 OPEN

CELL液晶面板生产项目

(年产液晶电视显示面板

６６７万片)

５ 山东华芯电子有限公司智能芯

片及成品项目

(年产系列芯片１００亿只)

６ 威海新北洋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终端设备项目

(年产新零售行业自助服

务产品１０万台 〔套〕)

７ 华能山东泰丰新能源有限公司光

纤预制棒和光纤制造一期项目

(年产预制棒３００吨、光

纤１０００万芯公里)

８ 青岛欧比特卫星大数据应用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９万平方

米)

—３—



９ 聊城高新智汇谷阿里云创新

中心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６７万平方

米)

１０ 新泰市康平纳智能染色有限公司

筒子纱智能染色工厂一期项目

(制造标准化智能染色成

套设备 ５ 套,年产色纱

１０万吨)

１１ 青岛万信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万

信高端装备制造项目

(年产智能全自动络筒机

８００台、全自动清梳设备

２０００台、新型环保无纺

布设备１０００台)

１２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绿

色化工装备连续流反应器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年产绿色化工装备连续

流反应器１５０套)

１３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山东)有限

公司智能装备研发与应用项目

(年产智能装备１２００套)

１４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高端热裂解环保装备项目

(年产高分子聚合物热分

解成套装备３５套)

１５ 山东蓝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消白 (雾)绿色环保智能装

备项目

(年产消白 〔雾〕绿色环

保 智 能 装 备 ２０００ 台

〔套〕)

１６ 山东泰义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铝

合金集成智能一体化建筑施工

平台项目

(年产铝合金集成智能一

体化建筑施工平台１０万

套)

—４—



１７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品

牌大功率高速机产业化项目

(年产博杜安及高端系列

船用发动机５０００台)

１８ 山东蓝鲸腾飞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海洋工程勘探设备研发制造

项目

(年产碳纤维耐压舱１万

套、新型水下高清声学成

像 探 头 阵 列 １ 万 台

〔套〕)

１９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

能源汽车升级改造项目

(年产纯电动商用车３万

辆)

２０ 精进电动科技 (菏泽)有限公

司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动力总成

产业化项目

(年产新能源汽车电动化

动力总成３０万台 〔套〕)

２１ 博马科技有限公司涡轮轴项目 (年产涡轮轴４００万件)

２２ 山东晓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氢燃料电池堆项目

(年产氢燃料电池堆２万

台)

２３ 聊城财金博源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关键零

件及轻量化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新能源汽车关键零

部件１０００万件)

２４ 山东奥扬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氢燃料电池供氢动力组件

项目

(年 产 车 用 氢 气 瓶 ９０００

只、氢燃料电池动力总成

系统３０００套)

２５ 烟台正海磁材有限公司低重稀

土永磁体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年产新能源汽车用低重

稀土永磁体５０００吨)

—５—



２６ 马夸特开关 (威海)有限公司

汽车系统和开关项目

(年产电路板２６００万件)

２７ 山东力得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气压盘式制动器和铝合金轮

毂项目

(年产气压盘式制动器和

铝合金轮毂１００万套)

２８ 山东百帝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智能气动元件项目

(年产智能气动元件１０００

万件 〔套〕)

２９ 山东振挺精工活塞有限公司精

工活塞项目

(年产精工活塞 ７０００ 万

套)

３０ 山东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数控刀

具项目

(年产各类数控刀具６７０

万件)

３１ 威海邦德散热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系列散热器数字化生产项目

(年产散热器１４０万台)

３２ 济宁永生重工有限公司工程机

械底盘件建设项目

(年产工程机械四轮一带

底盘件５万台)

３３ 唐正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高效异

质结太阳能电池产业化项目

(年产高效异质结太阳能

电池组件５００兆瓦)

３４ 山东东岳未来氢能材料有限公

司燃料电池膜及配套化学品产

业化项目

(年产燃料电池膜１５０万

平方米、微孔膜１５００万

平方米、新型含氟离型膜

１５００万平方米)

—６—



３５ 红石极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连续

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项目

(年产连续纤维增强热塑

性复合材料 ７００ 万平方

米)

３６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

进高分子复合材料项目

(年 产 高 品 质 复 合 材 料

３９４万吨)

３７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酚醛高端复合材料项目

(年产液体树脂１８万吨、

特种树脂５１２万吨、轨

道交通用复合材料１万立

方米)

３８ 北玻院滕州高品级纤维复合材

料创新应用示范一期项目

(年 产 风 电 智 能 模 具 ３０

套、轨道交通复合 材 料

８０００吨、电力复合材料

２０００吨、航天特种聚合

物２万吨)

３９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环保

材料建设项目

(年产沸石７０００吨)

４０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消费电子陶瓷外壳材料项目

(年产消费电子用陶瓷外

壳材料５０００吨)

４１ 山东山田新材科研有限公司复

合钻石线锯项目

(年产复合钻石线锯３０亿

米)

—７—



４２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新型健康材

料产业化及应用建设项目

(年产生物基抗菌新材料

１万吨、纳米碳素远红外

纤维新材料５０００吨、成

品８８０万件 〔套〕)

４３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

性能LYCRA纤维产业化项目

(年产高性能 LYCRA 纤

维制品６万吨)

４４ 山东正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档新型特种纤维混纺纱项目

(年产高档新型特种纤维

混纺纱２０万锭)

４５ 烟台台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台

海新材料科技园项目

(年产钛合金、高温合金

产品４０００吨)

４６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高

性能特种铝型材生产项目

(年产高性能特种铝型材

１５万吨)

４７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节

能减排改造项目

(淘汰５座１０８０立方米高

炉,置换建设２座３０００

立方米高炉)

４８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山

东省钢铁规划短流程绿色环保

智能示范项目

(淘汰２台６０吨转炉系

统,减量置换建设 ２ 座

８５吨超高功率电弧炉系

统)

４９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不锈钢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不锈钢紧固件产品

７２万吨、特种合金材料

紧固件产品１２万吨)

—８—



５０ 祎禾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物理改

性胶凝材料产业化项目

(年产新型物理改性胶凝

材料５０万吨)

５１ 临沂新天地陶瓷有限公司萨克

米新天地高科技陶瓷项目

(年产新型墙地砖７００万

平 方 米、 骨 质 艺 术 瓷

６０００万件)

５２ 万华禾香板业有限责任公司无

甲醛秸秆生态板项目

(年产秸秆生态板２５万立

方米)

５３ 淄博日日顺家居产业园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３２万平方

米)

５４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高

端新医药制剂产业化项目

(年产注射剂１０亿支、冻

干粉针１亿支、单抗５００

万支、抗肿瘤制剂１０亿

片、塑料安瓿２亿瓶)

５５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系列

抗肿瘤药物产业化建设项目

(年产系列抗肿瘤原料药

６２５ 吨、 片 剂 ２５００ 万

片、注射剂４０００万支)

５６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生物医药建

设项目

(年产PD—１单抗水针剂

１８０万支、PD—L１单抗

冻干粉针剂６０万支)

５７ 山东二叶制药有限公司青霉素

类注射用无菌粉针剂和原料药

项目

(年产青霉素类注射用无

菌粉针剂３亿支、原料药

５００吨)

—９—



５８ 威海迪素制药有限公司高端原

料药绿色工艺产业化项目

(年 产 医 药 原 料 药 １３００

吨)

５９ 山东威高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高端医疗智能装备项目

(年产机器人１００台、体

外诊断发光仪８００台、影

像及彩超９５０台、光纤设

备２００台)

６０ 烟台宏远氧业股份有限公司高

端载人氧仓制造项目

(年产载人压力容器３００

台)

６１ 山东清控润康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高端智慧服务机器人项目

(年产智慧护理机器人１

万台、智能轮椅２万台)

６２ 临沂凯旋智慧健康养老中心建

设项目

(养老床位３０００张)

６３ 阳谷伏城医养结合大健康产业

一期项目

(养老床位１７万张)

６４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聚

氨酯产业链一体化—乙烯项目

(年产乙烯１００万吨)

６５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聚

碳酸酯绿色循环一体化项目

(年产聚碳酸酯１００万吨)

６６ 东明恒昌化工有限公司无规共

聚和抗冲共聚聚丙烯项目

(年产无规共聚、抗冲共

聚聚丙烯２０万吨)

６７ 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新型高

性能聚醚多元醇项目

(年产聚醚多元醇 ３０ 万

吨)

—０１—



６８ 山东益大新材料有限公司油系

针状焦高精细化学材料综合利

用项目

(年产油系针状焦７万吨)

６９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叔丁醇及配套 MMA、PMＧ

MA项目

(年产叔丁醇４０万吨、异

丁烯５万吨、MMA２０万

吨、PMMA１０万吨)

７０ 山东民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直

接氧化法制环氧丙烷项目

(年产环氧丙烷１５万吨)

７１ 山东凯瑞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羟脲磺胺类医药中间体产业化

项目

(年产盐酸羟胺５万吨)

７２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生物法生产功能糖项目

(年产赤藓糖醇 ２万吨、

莱鲍迪苷 M３０００吨)

７３ 山东大树达孚特膳食品有限公

司大米蛋白肽项目

(年产大米蛋白肽 ３０ 万

吨)

７４ 青州宇信钙业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级碳酸钙项目

(年产食品级碳酸钙１０万

吨)

７５ 五得利集团农业产业化项目 (年加工小麦１４０万吨)

７６ 滨州科勒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现代渔业项目

(年产种虾１０万对、虾苗

２００ 亿 尾、成 品 虾 ３０００

吨)

—１１—



７７ 山东九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

代林果组培繁育示范项目

(年产果树及景观苗木组

培种苗２０００万株)

７８ 山东保利药业有限公司平邑县

金银花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１０万平方

米)

７９ 德州财金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智慧农业大棚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４１万平方

米)

８０ 山东鑫诚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田园旅游休闲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２７万平方

米)

８１ 山东潍水田园综合体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８万平方

米)

８２ 黄河三角洲棣洲智汇物流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２２万平方

米)

８３ 泰安华岳智能出版建设项目 (年出版图书１５亿册)

８４ 曲阜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场馆设

施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万平方米)

８５ 烟台融基艾山温泉康养文旅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９万平方

米)

８６ 肥城市泰山桃花源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３８万平方

米)

８７ 日照白鹭牧场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３９万平方

米)

—２１—



８８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中

车平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１万平方

米)

８９ 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３６万平方

米)

９０ 中科曙光全球研发总部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

９１ 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８０万平方

米)

９２ 威海综合保税区多模式跨境电

商产业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２７万平方

米)

９３ 日照综合保税区一期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８万平方

米)

９４ 鲁南高铁日照至菏泽段 (正线全长３９１公里)

９５ 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临沂 (鲁

苏界)改扩建项目

(高速公路２３２公里)

９６ 日照 (岚山)至菏泽公路枣庄

至菏泽段

(高速公路１７８公里)

９７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项目 (２条３６００米跑道)

９８ 济南轨道交通R２线一期项目 (线路全长３６４公里)

９９ 日照综合客运站及配套项目 (总建筑面积 ４４万平方

米)

１００ 潍坊—临沂—枣庄—菏泽—石

家庄１０００千伏特高压交流输

变电项目

(新建１０００千伏线路５８５

公里,新建、扩建变电站

４座)

—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