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年省重点项目名单

１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云平台

建设与应用推广项目

（建设面向重点领域的公

有云平台与大型企业资源

管理系统 （ＥＲＰ））

２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软

件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６万平方

米）

３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精密电声器

件数字化车间建设项目

（年产精密电声器件４．８

亿只）

４ 泰安神农智谷大数据产业园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３．２万平方

米）

５ 菏泽鲁西南大数据中心项目 （数据存储容量３０ＰＢ）

６ 曲阜市玉樵夫科技有限公司热

熔彩色打印机及其耗材项目

（年产热熔彩色打印机

３０００台、耗材１０亿平方

米）

７ 山东金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高

性能覆铜板项目

（年产高性能覆铜板３０００

万平方米）

８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品

牌大功率中速柴油机制造能力

建设项目

（年产大功率中速柴油机

１０台）

—３—



９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

大海洋工程装备关键技术突破

和品种扩增项目

（年产重大海洋工程装备

功能单元２４０套）

１０ 临沂新松机器人产业化项目 （年产智能机器人１．３万

台 （套））

１１ 北京赛尔克瑞特电工有限公司

电气化铁路高强高导接触导线

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年产高速铁路高强高导

接触导线１．２万吨）

１２ 山东城际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轨道交通疏散平台及线缆防

护系统产业化项目

（年产轨交专用ＦＲＣ预埋

槽道／盖板２５０万米、聚

氨酯复合轨枕１万米、综

合支吊架５万吨、线缆支

架２００万套）

１３ 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自

主化动车组核心零部件建设项

目

（年产高铁动车组制动盘

６万件）

１４ 山东国金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纯

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

（年产纯电动乘用车１０万

辆）

１５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

司汽车曲轴箱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发动机曲轴箱５．７

万件）

１６ 潍坊盛瑞铸造有限公司智能金

属成型中心建设项目

（年产发动机关键零部件

６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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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上汽通用东岳动力总成有限公

司ＣＶＴ变速器二期项目

（年产ＣＶＴ变速器４５万

台）

１８ 山东浩信昌盛汽车零部件智能

制造有限公司高端免维护轮端

一体化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轮端总成２００万套）

１９ 山东金马汽车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高端轻量化汽车装备制造项

目

（年产轻量化铝合金车轮

３００万支、汽车底盘６万

个、动力总成５万套）

２０ 山东美晨先进高分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高端减震降噪复合弹

性体生产项目

（年产高端减震器及减震

单元３００万件 （套））

２１ 青岛力神动力电池基地建设项

目

（年产电芯１９．２亿瓦时）

２２ 山东航天威能新能源动力系统

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系统项目

（年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组３８万套）

２３ 中材锂膜有限公司高性能锂电

池隔膜项目

（年产锂电池隔膜６亿平

方米）

２４ 山东鑫动能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碳正极材料项目

（年产磷酸铁锂碳正极材

料３万吨）

２５ 巨野天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元前驱体建设项目

（年产三元前驱体２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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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菏泽航空制造中心项目 （年产水陆两用运动飞机

１８００架）

２７ 烟台杰瑞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

司４５００型涡轮压裂车项目

（年产４５００型压裂车１５

台 （套））

２８ 泰安康平纳机械有限公司纱线

染色智能工厂项目

（年产２万吨优质色纱成

套装备）

２９ 山东能源重装集团莱芜高端装

备制造园区项目

（年产矿用机械产品和环

保水处理设备１４万吨）

３０ 山东北辰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新能源装备生产基地项目

（年产核电产品１万吨、

热泵１万吨、蓄热设备１

万吨）

３１ 泰开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箱变

项目

（年产新能源箱式变电站

设备７８００台）

３２ 金路达有限公司绕线转子无刷

双馈低压变频电机项目

（年产无刷双馈电机２０００

台）

３３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提

质升级项目

（年产高精密轴承保持器

等关键零部件５亿套）

３４ 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冰

雪运动装备及冰雪俱乐部项目

（年产冰雪运动装备３０万

套）

３５ 山东宝德龙医疗康复设备有限

公司室内健身康复设备项目

（年产室内健身康复设备

２０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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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 （年产铁８１０万吨、钢坯

８５０ 万吨、钢材 ７９０ 万

吨）

３７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３

＃－５＃ＥＳＰ无头带钢生产线

项目

（年产超薄热轧钢卷３００

万吨）

３８ 临沂金正阳管业有限公司高端

合金管材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高端双金属复合材

料管５０万吨）

３９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航

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高端铝合金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航空航天用高强高

韧铝合金２．６万吨）

４０ 阳信县泰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新

型环保建筑用铝模板项目

（年产新型环保建筑用铝

模板１００万平方米）

４１ 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高电

流密度预焙阳极及余热综合利

用项目

（年产高电流密度预焙阳

极３０万吨）

４２ 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

碳纤维一期项目

（年产高性能碳纤维５９００

吨）

４３ 威海临港碳纤维复合材料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年产碳纤维复合材料

１０８吨）

４４ 山东路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性能碳纤维土工格栅项目

（年产高性能土工格栅

１．１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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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玄武岩纤维建筑保温板及离

心玻璃棉制品项目

（年产玄武岩纤维建筑保

温板８万吨、离心玻璃棉

制品２０万吨、耐火纤维

整体模块２万吨）

４６ 济南永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质纤维非织造新材料智能

制造项目

（年产生物质纤维水刺材

料９万吨）

４７ 山东恒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生

物基透气膜项目

（年产生物基透气膜３．６

万吨）

４８ 菏泽北汇盈创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绿色建筑材料项目

（年产绿色建材产品２００

万平方米）

４９ 山东莱钢鲁碧绿建新材料产业

基地一期项目

（年产矿加气板材５０万平

方米、ＰＣ钢构件１０万立

方米）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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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东营威联化学有限公司对二甲

苯项目

（年产对二甲苯２００万吨）

５２ 利华益利津炼化有限公司环氧

丙烷／苯乙烯及烯烃芳烃联合

项目

（年产环氧丙烷２０万吨、

苯乙烯４５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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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聚甲醛

项目

（年产聚甲醛８万吨）

５４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己内酰

胺－聚酰胺产业一体化建设项

目

（年产己内酰胺１２０万吨、

锦纶切片１２０万吨）

５５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高

性能芳纶纸及配套项目

（年产高性能芳纶纸５０００

吨）

５６ 补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聚氨

酯化学发泡剂项目

（年产聚氨酯化学发泡剂

１０万吨）

５７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物技术药

物产业化建设项目

（年产抗肿瘤制剂１６０万

支）

５８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

代医药国际合作中心项目

（年产固体制剂２００亿片）

５９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创新药物产业化转化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

６０ 威海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医用设备和耗材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８万平方

米）

６１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ＡＤ、４－烯物、双羟基黄

体酮医药中间体项目

（年产 ９－ 羟基 ＡＤ７００

吨、４－烯物１２０吨、双

羟基黄体酮１８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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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泰安市区域细胞制备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３００平方

米）

６３ 枣庄市医养康复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万平方米）

６４ 北儿医院 （烟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９．７万平方

米）

６５ 临沂绿色康养田园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３２万平方

米）

６６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三产融

合发展示范园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５．４万平方

米）

６７ 山东得益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一

二三产业融合生态循环奶业基

地项目

（年存栏奶牛３万头）

６８ 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生态食

品产业融合发展创新项目

（年产绿色健康禽肉食品

３万吨、羽绒１万吨、食

品机械１．５万套）

６９ 山东沃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铁

皮石斛种植深加工及旅游一体

化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９万平方

米）

７０ 曹县智慧农谷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５万平方

米）

７１ 乖宝宠物食品集团智能工厂项

目

（年产宠物食品１５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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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山东振源农牧循环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生物质燃料资源循环利

用项目

（年产生物质颗粒燃料

３５．５万吨、有机肥２０万

吨）

７３ 山东天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家

居智能化制造基地项目

（年产定制家居２０万套 ）

７４ 青岛东方时尚中心二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６．７万平方

米）

７５ 日照天台山旅游区太阳文化中

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９万平方

米）

７６ 临沂东夷文化旅游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１万平方

米）

７７ 聊城宓城文化旅游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８．２万平方

米）

７８ 枣庄山亭汉诺文化旅游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４．９万平方

米）

７９ 淄博周村古商城鲁商示范园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９万平方米）

８０ 莱阳市梨花古镇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

８１ 日照白鹭湾艺游小镇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３．２万平方

米）

８２ 临沂鲁班精装产业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２万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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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东阿阿胶产业康养体验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２４．８万平方

米）

８４ 济南绿地山东国际金融中心

（ＩＦ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３万平方

米）

８５ 青岛李沧信息与新金融产业示

范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０万平方

米）

８６ 山东罗滨逊物流有限公司智慧

云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０．９万平方

米）

８７ 济宁江北现代粮食物流园项目 （总仓容１６万吨）

８８ 聊城中原农产品物流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０．３万平方

米）

８９ 菏泽智慧冷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０万平方

米）

９０ 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石化产

业智慧物流园项目

（输油管线３３公里，储罐

区６２万立方米）

９１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中

车平台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１万平方

米）

９２ 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０万平方

米）

９３ 威海区域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６万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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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济宁高新区北京大学环保产业

基地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７．２万平方

米）

９５ 海信全球研发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５万平方

米）

９６ 双星集团全球研发中心暨石墨

烯轮胎中心实验室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

９７ 青岛澳柯玛智能产业园 （东

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９．９万平方

米）

９８ 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 （正线３０７公里）

９９ 鲁南高速铁路日照至曲阜段 （正线２３０公里）

１００ 青岛新机场 （２条３６００米跑道）

１０１ 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改扩建项

目

（高速公路３０９公里）

１０２ 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临沂 （鲁

苏界）段改扩建项目

（高速公路２３２公里）

１０３ 日照 （岚山）至菏泽公路枣庄

至菏泽段

（高速公路１７８公里）

１０４ 济南至泰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５６公里）

１０５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东环

段工程

（主线全长２３．６公里）

１０６ 济南市济泺路穿黄隧道工程 （全长４．８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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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潍坊－临沂－枣庄－菏泽－石

家庄１０００千伏特高压交流输

变电工程

（新建１０００千伏线路５８５

公里，新建、扩建变电站

４座）

１０８ 山东省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５００千伏线路４４９

公里、变电站５座）

１０９ 海阳核电３、４号机组项目 （２×１２５万千瓦）

１１０ 烟台海上清洁能源综合供给平

台建设项目

（建设海上清洁能源平台

２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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