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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一代信息技术类

 1、济宁高新区大数据产业园项目                    

 2、济宁市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项目                  

 3、汽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4、兖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         

二、高端装备类

 1、邹城工业机器人产业园项目                      

 2、济宁高新区整车及关键零部件项目                

 3、联诚精密制造高品质精密零部件生产加工项目       

 4、北方教育装备产业园项目

 5、卡特彼勒配套工业园项目                        

三、节能环保及新能源新材料类

 1、鱼台矿用泵产业集群项目

 2、高新区碳纤维材料应用示范基地项目                         

 3、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4、1万吨/年芳纶项目                               

                    

项 目 索 引 

 5、新能源储备设备制造基地项目 

四、医养健康类

 1、济宁生命科学中心项目                         

 2、太白湖新区医养健康中心项目                   

 3、高精新原料药孵化基地项目                        

五、高端化工类

 1、盐化工产业链项目                                

 2、兖州化学助剂产业园项目                          

 3、功能性涂料生产项目

 4、中国有机颜料生产基地项目                              

六、现代高效农业类

 1、国家级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项目                    

 2、泗水县高档休闲食品生产加工项目                  

七、文化旅游类

 1、微山岛客商旅游综合体项目                        

 2、西侯幽谷自然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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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区位优势

一极引领 五区示范 多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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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光电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纺织服装、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
培育出小松、山推、鲁抗、如意、辰欣、重汽
等一批知名企业集团。

•拥有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行业公共技术平
台、工程技术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工
作站、院士工作站等研发创新平台100余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面积突破200万平方米。

国家科技服务体系、创新型产业集群、知识产
权建设试点高新区，是山东省科技金融试点高
新区、省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济宁高新区是济宁城市复合中心、东部国际科

技新城。

500

公
里

高新区—区位优势

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
以高端化工、纺织服装、高效农业、文化旅游和现代

金融为重点，加快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动力融

合，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整体跃升。

   发展
新兴产业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

环保、医养健康为重点，推动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扩

容倍增、重点突破，培育形成新动能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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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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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大数据产业园项目01

产业基础

济宁高新区是山东省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山东省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山东省软件外包基地，集群优势、配套能力、人才

资源等走在了全省前列。围绕华为山东大数据中心，已构建“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形成布局

合理、规模适度、保障有力、绿色集约的大数据中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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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济宁高新区大数据产业园总规划面积718亩，建设规模约150万平方米。着力构建大数据产业发展生态，吸引大数据高端要

素集聚，引进大数据核心业态及相关产业，打造济宁高新区大数据产业园成为山东省大数据集聚区建设的重要载体。

招商方向

重点招引大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处理、大数据安全、大数据

应用、软件服务外包、 软件应用开发、 信息类人才实训等信息领域内

知名企业入驻。

合作方式

企业投资入驻、合资、技术引进、联合运营等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江仁斌（济宁高新区投资促进局）

联系电话 ：1509261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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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济宁市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项目

项目简介

山东东方安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网络空间安全的高

科技前沿企业，由国内多家安全企业、设备企业、技术企业、管

理企业高端人才组成专业人才队伍。

项目总投资5亿元，占地100亩，建筑面积4.96万平米，建设工期

2年，2020年10月底竣工运营。目前正在与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乾安安全科技研究院、

清华、北大、山大等合作开展各项业务。规划建设信息网络安全

实验室、信息安全产业孵化中心、信息安全产业配套中心、新型

无人机研发装配基地、信息安全培训基地等，扩建无人机机体材

料生产、新建无人机机体零配件生产、无人机组装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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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方向

招引各类网络信息安全企业和科研机构聚集济

宁网络安全产业园，形成鲁西南乃至淮海经济

区网络安全产业孵化中心。

合作方式

为入驻企业和机构提供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尽

最大努力满足不同的需求。入驻企业和机构可

享受济宁市政府给予济宁市网络信息安全产业

园的优惠政策。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 征       

联系电话：1380537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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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研究及产业化项目03

项目简介

目前，国外汽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产品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国内核心技术研究处在起步阶段。项目预计投资5000万元，按

照高标准、规范化的要求，对现有车间进行技术改造，新建设5条生产线，购置贴片机、信号发生器、频普仪、网络分析仪、

PCB印刷机等各类配套设施设备，在原年产1万套项目产品的基础上，新增9万套产能，达到年产10万套的生产能力，新增2

系列的产品。

产品一：乘用车用

产品二：特种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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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前景

汽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被认为是继汽车ABS系统后最具重大实用性的汽车主动安全系统。随着社会发展和生

活水平提高，汽车轮胎压力监测系统必将作为预防因轮胎问题而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手段，成为汽车“标配”产品。目

前，国家正在研究出台强制性安装TPMS标准，因此，本产品今后在国内外将具有较好的市场推广应用前景。

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可新增销售收入10000万元，利润2200

万元，新增就业50人，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招商方向

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跨国汽车行业生产厂家，国内500强或

行业领军企业。

合作方式  技术合作、共同出资等。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曲阜市投资促进发展中心

联系电话：0537-4498908  4498309  449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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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兖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

产业基础

兖州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拥有科大

鼎新、迪一电子、硕华科技等一批优势

企业，形成了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光伏

产业链、LED产业链、电子键合材料产

品群。其中，山东迪一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芯片、电子元

器件、军工电子元器件、太阳能光伏组

件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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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兖州工业园区内，总投资11亿元，建设用地面积约208亩，总建筑面积约20.76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标准厂房、配套

厂房、动力设备、研发办公楼、中心餐厅与道路管网、绿化及其它配套设施等。建立从半导体材料、半导体智能设备制造、半

导体软件开发、芯片研发制造、器件封装到集成电路板设计的完整产业链。项目建成后将发挥集群效应整合产业经济链，逐步

成为山东省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区。建设期2年。

招商方向  国内外领先的电子信息产业公司。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  岳

联系电话：18605476833  0537-323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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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装备产业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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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邹城市工业机器人产业园项目

产业基础

邹城市围绕机器人产业，着力打造政策支持、创业载体、技术支撑、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公共设备、商务支持、创业

辅导和宣传推广等九大平台，持续加大项目招引培育力度，形成富有特色的机器人产业集群。目前，已孵化发展珞石科

技、凌众大通、跬步、智琦等机器人本体制造、系统集成企业23家，工业机器人产业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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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作为邹城市机器人产业的重要孵化平台，占地200 亩，建设标准厂房14 栋。依托山东正方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山东省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研究院、国家机器人检验检测中心三大公共服务平台，可以为入驻企业、研究机构提

供机器人的标准、检测、认证、培训、咨询与规划等服务，根据机器人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的需求，整合资源，全力打

造适合企业成长发展的产业生态。

招商方向                                  

围绕产业链补链，重点招引伺服电机、控制器、减速机、

系统集成应用、本体和周边设备制造项目。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宋广伟

联系电话：139547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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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整车及关键零部件项目02

产业基础

济宁高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取得了较快成长，目前形成了集“整车、配件、研发、检测、汽贸、物流”一体化的产业集群，

主要有以中国重汽（济宁）商用车为代表的整车生产企业，以奥斯登为主的房车整车生产企业，以山东东岳为龙头的专用汽

车生产企业，伊顿发动机精密部件、莱尼线束、麦孚威车轮、圣力发动机、精益轴承为代表的关键零部件族群，同时英克莱

电动汽车、中科先进院、广安科技、远征电源、无界科技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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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规划选址东外环路以东、钱塘江路以北、同济路以西，总规划面积3.6平方公里，建设周期5年。通过整合东外环东、

诗仙路两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联合重汽卡车公司，招引其他整车及关键零部件项目，形成产业园区。项目要求投资强度

不低于300万元/亩，年产值不低于600万元/亩，年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

招商方向

重点招引整车、汽车发动机、驾驶室、变速箱、液压摆线、

液压马达等整车和关键零部件企业入驻。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 磊（济宁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联系电话：1385376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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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联诚精密制造高品质精密零部件生产加工项目

企业简介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种精密机

械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等，公司下辖6家控股、

参股企业，是鲁西南最大的铸造企业、中国铸造百强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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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方向

拟招引行业领先企业。

合作方式

合资、共同研发等，方式灵活。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郭 总 

联系电话：15853715999

项目简介

项目规划占地50亩，计划总投资4.5亿元，计划新扩建铸造、生产加工车间、原材料库、产成品库、研发研究中心、综合

办公楼等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新上自动化铸造生产线3条，形成年产各种型号铸造件2万吨的生产能力。

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新增销售收入3.6亿元，利税9000万元。生产制造的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汽车、柴油机、液压

机械，以及新能源、环保设备等多种行业，为国际国内一线品牌和世界500强企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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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教育装备产业园项目04

产业基础

目前全国有50万所学校，2.8亿在校学生，年教育装备市场规模过万亿。济宁作为孔孟之乡，教育文化底蕴深厚，周边人口

密集，教育装备市场规模巨大。尤其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尚未有类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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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总投资20亿元，一期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由济宁经开区、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广东同天集团联合

打造，聘请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规划设计。共分研发设计、商贸集散、生产制造三大板块，采取“厂房+基金+项目”

的运作模式，建设集教育装备展示交易、教师培训、科研教学等为一体的教育装备产业集群。其中研发设计板块选址于

济宁经开区圣祥小镇；商贸集散板块选占地200亩，生产制造板块规划占地2平方公里。

效益分析

项目力争利用4年时间突破10个亿产值，10年达到100亿产值，

打造北方乃至全国最大的教育装备创新产业聚集区。 

招商方向

教学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教育装备研发创新型企业。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或合作。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宋建华（济宁经开区投资促进局）  

联系电话：0537-6507777  6987988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20



卡特彼勒配套工业园项目05

产业基础

鱼台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形成

东部、西部两大工业区和南北老新城区。

东区内初步形成五横七纵道路格局，实现

了水、气、电、路、网等“九通一平”，

建有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热力公司、

燃气公司各1处；西区路网、三大产业园正

在建设，基础设施即可得到完善；北区为

产城融合带，发展框架已经形成；南部老

城区改造一新。机械装备制造业形成了以

宁大重工、三高机械、塍田机器人等机械

装备制造业企业集群。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21



项目简介

项目总投资13.6亿元，以山东星耀重工有限公司与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合作生产重型工程机械配件为基础，引进一批上下游

配套产品企业打造卡特彼勒配套工业园。主导产品：轮式挖掘机、挖掘装载机、轮式装载机、履带式装载机、推土机等机

械设备的配套结构件等。计划建设生产车间、办公楼、仓库、职工宿舍、食堂及相应配套设施。

招商方向

机械加工、重型工程机械配件制造、高

端装备制造业等项目。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鱼台经济开发区

联系电话：0537-6287788  6285788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22



[ 节能环保及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项目 ]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23



鱼台矿用泵产业集群项目01

产业基础

鱼台经济开发区境内，以安泰集团、星源矿山为龙头，矿用泵生产能力达到20万台套，其中大功率高效节能泵4万台，

成为全国最大的矿用泵生产基地。产品涵盖了矿用隔爆型潜水排沙电泵、高压抢排泵、耐磨材料和防爆电器等4大系

列、200多个品种和600多个规格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矿、建材、冶金等行业，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同类产品领先水

平和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24



项目简介

项目拟依托良好产业基础，秉承共同发展的理念，

招引电机、密封件、铸造件及其他辅助设备生产制

造；工业矿用泵生产制造；以及工业矿用泵系统安

装、维护等企业入驻和开展合作。

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等，方式灵活。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鱼台经济开发区

联系电话：0537-6287788  6285788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25



项目背景

山东瑞城宇航碳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高模量碳纤维及其原料的研发、生产和应

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是继日本和美国之

后的国内第一家能够生产宇航级高模量高导

热碳纤维的企业，目前已建成世界第4条、国

内第1条高模量高导热碳纤维连续长丝生产线。

济宁高新区在辖区内规划了碳纤维材料应用

示范基地，用于健全延伸碳纤维产业链条，

并为该项目提供原料、技术和基础设施保障。

高新区碳纤维材料应用示范基地项目02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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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规划面积157亩，计划五年内逐步建设到位，在全

国范围内重点招引碳纤维原丝及航空航天、压力容器、

风电叶片等碳纤维复合材料下游应用的高新技术材料生

产企业，同时积极引进高校，共建博士后工作站等研发

机构，培育产值超40亿元的新型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

业集群。

合作方式

以独资、合资为主，采取“一事一议”原则，针对入驻

企业不同需求，量身定制产业政策，鼎力支持企业发展。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包 莹（济宁高新区投资促进局）

联系电话：15854758286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27



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03

项目简介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中科院、

北京大学、香港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协会、海科建、西部控股、陕汽集

团等院所和企业，在经开区良好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之上，大力发

展新能源汽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产

业，延伸产业链条，建设一个集新

能源汽车电机、动力电池、控制系

统、充电设施等核心零部件研发及

整车生产基地。项目规划用地

5000亩，一期2000亩。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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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

该项目已与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院校

合作，与海科建、西部控股共同运营，为企业提供技

术研发支持，同时提供投融资等金融服务。项目为经

开区重点布局的支柱产业，对园区建设运营商、落户

企业用地、厂房资金、市场等方面给予支持。

招商方向

重点招引园区综合开发运营商、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

及核心零部件生产研发企业。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或技术合作等。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宋建华（济宁经开区投资促进局）  

联系电话：0537-6507777  6987988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29



1万吨/年芳纶项目04

项目背景

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是山东省发展高端新材料产业的综合型龙头园区，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化工园区20强”。芳纶

1414是芳香族聚酰胺纤维，是世界三大高性能纤维中极为重要的品种，由于存在技术瓶颈，规模化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

国外。芳纶新材料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利润巨大，市场空间极为宽广。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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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总投资20亿元，拟采用国际先进的中蓝晨光研究院生产技术。该生产工艺相对成熟，具有原料易得，产生的污染

少，安全隐患小等优点。

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利税10亿元，

投资回收期5年（含建设期2年）。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股份制合作等。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朝刚（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 

联系电话：0537-8010822  18613697899

电子邮箱：8010822@163.com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31



新能源储备设备制造基地项目05

产业基础
嘉祥县依托高端化工优势行业，具有较大规模的制氢能力，有涉氢企业近10家，产业资源丰富、基本覆盖了制氢（氢源）、
氢储存和输送等氢能产业链各环节。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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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山东中材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LNG\CNG 模块化集成应用装备技术”为核心，整合行业上下游的其他相关产

品，以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行业龙头的高端新能源装备制造为愿景，积极对外寻求氢能专用设备合作，拟总投资2亿

元，建设年产4万套氢能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

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2.2亿元，

净利润2600万元。

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等。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冯建国（嘉祥县投资促进发展中心）

联系电话：13963777179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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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34



济宁生命科学中心项目01

产业基础

济宁高新区医养健康产业基础雄厚，区内医养健康产业相关企业100余家，现积极培育体外诊断、干细胞治疗等系列战

略性新兴产业。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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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由高新区管委会、山东海达公司及北京定向点金三方共建的模式运营，总投资10亿元，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

项目定位为精准医学带动的诊疗一体化中心，计划利用3-5年时间，打造以精准体外诊断为龙头，精准治疗为目的，

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方向的高科技园区和中国首家以精准医学带动的、诊疗一体化的体外诊断产业聚集区。

中心包含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类项目，其中体外诊断产业孵化器已有17个项目确定入驻，其中65%为外

资项目。济宁生命科学中心目标在5年内孵化、转化项目30个以上，总产值30亿元。

招商方向

主要针对体外诊断领域国内生产型企业、初创企业

引进和孵化、国外的研发团队或者OEM产品直接引

进中国、国内大学科研院所实验室项目的开发成果、

行业龙头或知名企业分支机构和配套研发实验室、

原材料供应商分支机构或配套实验室、IVD领域经营

型企业等，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

联系方式

韩  泯  13911232652  13391721018

付永强  13655375931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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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湖新区医养健康中心项目02

产业基础

济宁太白湖新区是省级旅游度假区，风景优美，

同时济宁医学院、济宁市立医院、济宁第二人民

医院新院坐落于此。

项目简介

项目占地280多亩，总投资额约30亿。建立辐射

半径不低于50公里区域性医疗、养老特色高地，

主要有医疗、康养、养老配套、居家养老几部分

组成，分别建设医疗服务机构、高级护理养老公

寓、养老商业配套、居家养老等。该医养结合项

目采取医疗+养老的模式，消除养老机构缺少医

疗的短板。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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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

拟采用PPP合作模式，由政府方与中标社会资本方联合组建项目公司，采用使用付费方式收回投资。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薛言利   

联系电话：18863736551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38



高精新原料药孵化基地项目03

产业基础

邹城工业园区目前已形成以山东鲁抗生物、中再生华惠医

药、柏科生物科技等企业为龙头的国际化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园区集聚10余家医药研发、孵化、生产、销售等医药

企业。

项目简介

项目总投资10亿元，一期投资2.3亿元，占地200亩，建设

标准厂房14栋，仓库4栋，动力中心、办公、质检、研发

各一栋。项目建成后，可入驻高附加值化学原料药多功能

生产线42条，可实现年产超过100吨高附加值化学原料药

的生产规模。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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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可入驻高附加值化学原料药多功

能生产线42条，可实现年产超过100吨高附加

值化学原料药的生产规模。建成投产后可实现

销售收入10亿元，实现税收7600万元。

招商方向

重点引进研发机构、中小规模医药企业等创新

性、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原料药相关产业。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胡  平

联系电话：13905378847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投资济宁   合作共赢   济宁欢迎您！      40



[ 高端化工产业项目 ]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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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化工产业链项目01

项目背景

汶上化工产业园是山东省首批正式认定的31

家化工园区之一。盐化工产业经过十年的发

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变，现

已发展成为汶上县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项目单位

济宁中银电化有限公司是一家有50年历史的

氯碱企业，总资产达18.38亿元。主产品烧

碱年产能力30万吨、液氯12万吨、糊树脂4

万吨、环己酮6万吨、氯化苯10万吨、氯化

石蜡4万吨，系列产品还有高纯盐酸、合成

盐酸、次氯酸钠等。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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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济宁中银电化有限公司是汶上化工产业园内盐化工产业龙头企业，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将充分利用汶上化工产业园良好

的基础设施，雄厚的产业基础，依托济宁中银电化公司产品链，打造盐化工产业基地。

效益分析

预计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利税4亿元。

招商方向

盐化工产业上下游企业入驻和合作。

合作方式

合资、独资等。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春生（汶上化工园区管委会）  

联系电话：0537-3231861

电子邮箱：lxsfq@163.com

商会会长座谈会暨省情研修班   济宁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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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化学助剂产业园项目02

产业基础

兖州化学助剂产业园是山东省批复的全省唯一的专业化工

园区，是全球最大的造纸助剂生产基地，形成以天成万丰、

芬兰凯米拉化工为龙头带动的化学助剂产业链。

项目简介

芬兰凯米拉投资8.5亿元的年产4万吨聚合氯化铝项目、

AKD项目将于2019年试产，形成光气—酰氯—AKD产业

链，富产的盐酸用于PAC生产，全面形成“上下衔接、吃

干榨净”的绿色环保、循环经济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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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分析

水处理剂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2亿元，实现利税6000万元。

招商方向

依托光气资源，面向全球化工龙头企业，寻求在精细化工方面的技术、项目、资金等方面的合资合作。

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技术合作等。

优惠政策

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 强（兖州工业园区招商科）

联系电话：0537-3879061  1835373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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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涂料生产项目03

产业基础

涂料产业是梁山的传统产业，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主要产品有高端水性涂料、轮船、军舰涂料、飞

机跑道涂料、混凝土涂料、高分子材料添加剂、固化剂等。

项目单位

梁山县涂料产业园由济宁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位于梁山经济开发区内，是国内第一个由政府批准的涂料产业专业园

区，规划面积5.3平方公里，园区配套完善，建有综合服务中心，是一个专业化、生态型的精细化工园区。目前，已有

新翔新材料、天佳化工、青岛鸿德化工、蓝海众联新材料等16家重点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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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依托现有涂料产业基础，引导涂料向水性乳液涂料发展，引进水性漆、粉末涂料、高固体份涂料、硅藻泥、功能

性涂料等生产项目及溶剂、助剂、添加剂等产值高、附加值高、税收高的“三高”项目。

招商方向

重点招引产业链条上的行业龙头企业。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等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孙 佩  张忠坤

联系电话：0537-7521676  15020706378  1385471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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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机颜料生产基地项目04

企业简介

山东阳光颜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公司依托地方煤化工集聚优势，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萘系列有机颜料及中间

体，已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建成了有机颜料行业唯一最长的产业链，主要生

产红、黄、橙系列有机颜料及2-萘酚、2.3酸、色酚等12个中间产品，其中2-萘酚、2.3酸、色酚三大中间体位居行业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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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总投资30亿元，围绕颜料上下游相关产品招引合资合作企业，重点打造红、黄、橙系列有机颜料及中间体产业链。主要

建设年产有机颜料4万吨，中间体15万吨的有机颜料车间及生产线，引进混凝土外加剂及配套、医药中间体、油墨、涂料等

生产项目。

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利税8亿元。

合作方式

资本合作、技术合作、股权合作等。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冯建国（嘉祥县投资促进发展中心）

联系电话：13963777179 

电子邮箱：jxtzcjjgly@ji.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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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高效农业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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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项目01

产业基础

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60多万亩，带动周边种植区域超过200万亩，产品出口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70%

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蒜种植培育、储藏加工、贸易流通、信息发布和价格形成五大中心。金乡县还是全国有名的“辣椒

之乡”，常年种植辣椒40万亩。金乡县现有冷藏设施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农产品仓储、冷藏、物流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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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鲁西南商贸物流区规划面积2.1万亩，基础设施完善，拟建设总储藏能力200万吨的国家级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可分片

开发建设，每个单体项目投资额不低于5亿元，储藏能力不低于20万吨。拟打造成集冷藏保鲜、冷链配送、物流运输、展

示体验、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于一体，服务鲁西南、辐射苏鲁豫皖四省乃至全国的国家级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

招商方向

主要招引国内外农产品冷链物流、电子商务、仓

储配送等领域的大型企业。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杨学峰  王汝将（金乡县鲁西南商贸

物流区）

联系电话：0537-6552932  13287202099  

13012638792 

电子邮箱：jxsm5602@ji.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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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高档休闲食品生产加工项目02

产业基础

泗水县是全国最大的薯类淀粉加工基地，依托利丰食品等龙头企业，带动周边县市地瓜种植80多万亩，年生产加工淀粉及其

制品30多万吨。利丰食品也成为全国最大的甘薯淀粉加工企业。以慧丰、锦川等企业为龙头，年产花生系列产品10万余吨；

以巨烽食品、佳香食品为主，年产高档饼干、烘焙食品3万余吨。

康师傅味珍食品娃哈哈饮料汇源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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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泗水县经济开发区，占地100亩，总投资3亿元，拟依托泗水农副产品、矿泉水资源、绿色生态环境和区位

交通优势，引进薯类淀粉制品、粮油深加工等休闲食品深加工上下游项目。引进先进休闲食品生产技术和设备，新建

生产车间、仓储中心等辅助设施。

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产高档休闲食品1万吨，年销售收入10亿元，利税7000万元。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郑 晓

联系电话：1585472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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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旅游产业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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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础

微山岛景区位于微山湖的东南部，面积9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内陆岛，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自然风光秀丽，是

山东省首批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被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命名为"天人合一家园"，并入选"中华100大生态亲

水美景"口碑金榜榜首。

微山岛客商旅游综合体项目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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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计划投资13亿元，位于微山岛南湖沿岸，由三块人造岛组成，四面环水，北面通过景观桥与微山岛相连，可尽揽美景。

项目主要建设10个区域：黄金沙滩、生态观光园、客商港、温泉度假中心、国际休闲竞技垂钓中心、拓展营地等。

效益分析

建成后，将成为周边省市规模最大、最高端的特色风情度假胜地，预计每年吸引游客120余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4800万元。

招商方向

国内大型旅游发展集团、房地产发展集团或者

致力于旅游方向发展的大型公司。

合作方式

注资入股合作开发。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韩经理

联系电话：13954710088  

电子邮箱：139547100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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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侯幽谷自然生态旅游开发项目02

项目背景

西侯幽谷风景区位于中册镇北部，距县城8公里，北接泰安市宁阳县，西接龙门山风景区，东接高峪望母山景区，因奇、险、

峻、幽、秀而著称，是“泗水十景”之一。景区总面积13平方公里，有大小山头14座，峡谷13条，最高峰－瞻岱峰海拔527

米，整个山势恰如C型，其中3条大型峡谷绵延10公里，被称为“鲁南第一大峡谷”、“天然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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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总投资10亿元，由北京火炬集团投资，建设一座以峡谷景观为背景、会展中心为龙头、生态旅游为主打内容的具备旅游、

居住、会展、运动、娱乐等功能现代化山城小镇。目前，29.8公里的环山路已全面贯通；酒吧一条街、葡萄酒庄园、外国专

家居住区主体已完工；网球会馆及网球场已投入使用。现拟建设：商务酒店、总面积2.6万平方米安置区一、二期工程；并

完善酒吧一条街、外国专家公寓的建设等。

招商方向

国内外500强、大型央企民企、行业龙头企业。

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郑 晓

联系电话：1585472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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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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