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０年省重大建设项目名单

１ 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一

期)

(年炼油２０００万吨)

２ 临沂高端不锈钢和先进特钢

产业基地

(年产优特钢材５６０万吨、生

铁５３１万吨)

３ 天辰齐翔新材料有限公司尼

龙新材料项目

(年产尼龙新材料２０万吨)

４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氢燃

料电池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

项目

(年产氢燃料电池及关键零

部件２万台)

５ 利华益利津炼化有限公司高

性能 ABS树脂一体化项目

(年产高性能 ABS树脂４０

万吨、丙烯腈１７．１万吨)

６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新旧

动能转换特种建筑用钢项目

(年产特种建筑用钢４６５万

吨)

７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新一代别克运动型多功能车

及变型车项目

(年产运动型多功能车１１．１

万辆)

８ 日照威奕汽车有限公司整车

生产项目

(年产整车１０万辆)

—４—



９ 松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年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２３

万套)

１０ 捷普电子(威海)有限公司高

端装备制造一期项目

(年产惠普打印机１０００万台

﹝套﹞)

１１ 中铝齐鲁工业园铝基新材料

产业二期项目

(年产铝基新材料８５万吨)

１２ 山东豪驰智能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商用车建设项目

(年产新能源商用车５万辆)

１３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乘用车建设项目

(年产新能源乘用车６万辆)

１４ 济宁山重新能源混合动力挖

掘机生产项目

(年产机液混合动力挖掘机

１０００台)

１５ 山东潍坊鲁中拖拉机有限公

司大马力拖拉机及配套农机

具产业化项目

(年产大马力拖拉机１．５万

台、配套农机具８０００台﹝套

﹞)

１６ 山东华首重工有限公司工程

机械及关键零部件生产项目

(年产挖掘机和多功能联合

收获机２０００台、工程机械关

键零部件１５万台)

１７ 山重集团研究院及智能化生

产项目

(年产推土机、挖掘机、装载

机、道路机械７万台﹝套﹞)

１８ 山东艾泰克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高端非道路机械装备

产业化项目

(年产高端非道路机械装备

２２３万台﹝套﹞)

—５—



１９ 滨州市金毅设备有限公司智

能装备工程机械＋鲁班工匠

产业化项目

(年 产 智 能 特 种 工 程 机 械

５００台(套)、再制造机械１

万台﹝套﹞)

２０ 青州耐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大型无人机保障条件建设项

目

(年产大型无人机２０架、中

小型无人机１０００架)

２１ 青岛中科方舟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无人机项目

(年产无人机１００架)

２２ 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国家人工智能与生

态环保智慧监测仪器项目

(年 产 环 境 监 测 仪 器 仪 表

４０００台﹝套﹞)

２３ 山东中能加速器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济南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

２４ 山东亿达奔克电梯有限公司

快装式钢结构电梯项目

(年 产 快 装 式 钢 结 构 电 梯

３０００台﹝套﹞)

２５ 山东骏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锻造铝合金车轮项目

(年产锻造铝合金车轮２００

万件)

２６ 山东润龙风电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大功率风电高端装备制

造项目

(年 产 风 电 整 机 装 备 ２０００

套)

—６—



２７ 菏泽住友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高档电梯项目

(年产高档电梯５０００套)

２８ 智创未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端轴承制造项目

(年生产、检测专用高端轴承

２．２亿套)

２９ 济钢防务技术有限公司卫星

总装基地项目

(年总装对地观测卫星 １０

颗)

３０ 潍坊浩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林德液压精密智驱动系列产

品项目

(年产林德液压精密智驱动

系列产品５０万套)

３１ 山东华科半导体研究院有限

公司高精度数字智能传感器

项目

(年产温度传感器３６亿只)

３２ 西铁城(中国)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精密数控机床项目

(年 产 精 密 数 控 机 床 ４０００

台)

３３ 青岛汉普森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医疗手术机器人设备研发

制造项目

(年产医疗手术机器人 ６５

套)

３４ 日照岚山焊接产业园项目 (年产焊接机器人５０００台﹝

套﹞、自动化焊丝４５万吨)

３５ 核芯光电科技(山东)有限公

司高性能硅基辐射探测器及

核心部件项目

(年 产 空 间 探 测 用 探 测 器

８００个、部件４．５万套)

—７—



３６ 山东高速科瑞石油装备有限

公司高端智能系列油气能源

装备项目

(年产高端智能系列油气能

源装备８００台﹝套﹞)

３７ 延锋安道拓(烟台)座椅有限

公司汽车智能座舱项目

(年产汽车智能座舱５３万台

﹝套﹞)

３８ 硬创(济宁)控股有限公司智

能制造高端装备生产项目

(年产电代煤装备６万套、智

能家电２０万台、智慧筑居装

备５万套)

３９ 中节能(威海)节能环保设备

产业化项目(一期)

(年产异质结太阳能镀膜设

备２０套、高纯度拉晶设备组

件１０套、大型地热能源箱

１０套)

４０ 绿天使(临沂)产业园有限公

司智能环保设备定制产业化

项目

(年产智能环保设备４．７万

台)

４１ 中创联投智能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智能机器人项目

(年产智能机器人５０００台﹝

套﹞)

４２ 荣成歌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硬件产品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年产智能硬件产品１０００万

台﹝套﹞)

—８—



４３ 山东新恒汇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高精度蚀刻引线框架生产

项目

(年产高精度蚀刻引线框架

１亿条)

４４ 尚品本色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家居工业４．０智能制造项目

(一期)

(年产生态门３５０万套、全屋

智能橱柜６００万平方米)

４５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高比能锂氟化碳电池生

产线建设项目

(年产多系列锂氟化碳电池

１亿只)

４６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动力电池添加剂项

目

(年产动力电池添加剂５０００

吨)

４７ 凯盛光伏材料(威海)有限公

司铜铟镓硒薄膜电池组件生

产线项目

(年产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

电池组件３００兆瓦)

４８ 葛洲坝(肥城)压缩空气储能

调峰电站项目

(５０兆瓦/３００兆瓦时)

４９ 中广核(阳信)生物能源有限

公司农村可再生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项目

(年产沼气４０００万立方米、

有机肥２０万吨)

—９—



５０ 山东鲁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功

能性面料智慧生产项目(一

期)

(年产高档功能性面料３５００

万米)

５１ 威海新元新材料有限公司高

端新材料生产项目

(年产高端新材料２万吨)

５２ 中天正源(山东)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ZT 系列环保型无

机复合材料项目

(年产 ZT 系列环保型无机

复合材料４．５万吨)

５３ 山东七维新材料有限公司高

性能水性高端装备涂层材料

科技创新及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高性能水性高端装备

涂层材料２０万吨)

５４ 山东金宝诚管业有限公司精

密特种合金钢管生产项目

(年产精密特种合金钢管５０

万吨)

５５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贵金

属智能提纯工艺产业化应用

项目

(年精炼提纯白银１２００吨、

黄金３００吨)

５６ 日照金属表面处理中心生态

产业园项目

(年热镀锌１００万吨)

５７ 山东赛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新材料及装配式建筑智造

产业化项目

(年产新型轻质复合保温板

材６０万平方米、钢结构构件

３万吨)

—０１—



５８ 山东宝元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高端硬质合金新材料制品智

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年 产 硬 质 合 金 棒 材 １０００

吨、整体刀具１０００万支、数

控刀片２０００万片)

５９ 正威华能新材料有限公司金

属新材料产业项目

(年产防鼠防蚁电缆１６万千

米、精密线缆２５６万千米、铜

材３５万吨)

６０ 山东恒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绿色环保高端医卫用弹性非

织造布项目

(年产绿色环保高端医卫用

弹性非织造布４．８万吨)

６１ 东营俊富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液体微孔过滤材料项目

(年产 液 体 微 孔 过 滤 材 料

１．５万吨)

６２ 烟台爱博诺德医用材料有限

公司医用材料生产项目

(年产人工晶状体３８０万片、

角膜接触镜１６５万片)

６３ 威海中玻镀膜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功能玻璃智慧生产项目

(年产功能玻璃３９２０万平方

米、药用玻璃管７２００吨)

６４ 山东得尔欣建材有限公司真

空石项目

(年产真空石３６０万平方米)

６５ 威海益宝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轻质新材料项目

(年产 EPP 半成品及成品

２．２万吨)

６６ 山东旭美尚诺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OSB研发生产项目

(年产 OSB结构板３０万立

方米、植物纤维条板１２万立

方米)

—１１—



６７ 航天智讯新能源(山东)有限

公司航天科工新能源产业化

项目

(年产锂电池７Gwh)

６８ 枣庄振兴炭材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功率电极材料项目

(年产电极材料１９万吨)

６９ 如鲲(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锂电池化学品和电子化

学品项目

(年 产 锂 电 池 化 学 品 ３０１０

吨、电子化学品１０４０吨)

７０ 氢普(德州)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国产燃料电池电堆产业

化项目

(年产燃料电池电堆１．２万

套)

７１ 青岛蓝科途膜材料有限公司

新型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项

目(二期)

(年产锂电池隔膜４１４００万

平方米)

７２ 华能德州风光储一体发电项

目

(年发电４１．７万兆瓦时)

７３ 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电子

产品用高纯新材料扩建项目

(年产电子级三氟化氮４０００

吨、六氟化硫１５００吨)

７４ 山东晶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超强细旦高分子纺粘复合

新材料项目

(年产超强聚丙烯细旦高分

子纺粘复合材料５万吨)

—２１—



７５ 山东金英利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新溶剂法纤维素纤

维项目

(年产莱赛尔短纤维５．５万

吨)

７６ 山东中冶经典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智能绿色建筑新材料研

发生产项目

(年产装配式钢结构件３０万

吨、围护系统材料及楼层板

材料３００万平方米)

７７ 枣庄睿诺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柔性电子元器件项目

(年产柔性电子元器件２４０

万平方米)

７８ 山东智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光纤预制棒及光纤光缆生产

项目

(年 产 高 品 质 光 纤 预 制 棒

５００吨、光〔电〕缆２０００万公

里)

７９ 济宁辰星碳素有限公司特炭

产业化及综合利用项目

(年产浸渍剂沥青５万吨、纺

丝沥青２０００吨)

８０ 瑞城宇航高导热碳纤维及复

合材料产业化建设一期项目

(年产高导热碳纤维１０吨)

８１ 山东滨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海上重要密保防御系

统及新材料研发生产项目

(年 产 水 下 综 合 防 御 系 统

１１００万平方米、轻量化导弹

壳１００万套)

８２ 山东药石药业有限公司药物

制剂生产项目

(年产片剂２０亿片、胶囊剂

１０亿粒、针剂１０００万支)

８３ 甘李药业临沂生产基地项目 (年产德谷胰岛素原料８吨、

制剂２亿支,胰岛素注射笔

２５亿支)

—３１—



８４ 东阿县东润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生物制药项目

(年产度拉糖肽２００万支、瑞

通立２５万支、百杰依３００万

支、佳林豪２０００万支)

８５ 山东若尧特医食品有限公司

特医食品建设项目

(年产特医食品２５００万袋﹝

盒﹞)

８６ 山东了未元制药有限公司大

健康产业智慧化项目

(年产大健康产品５０亿粒)

８７ 山东药玻一级耐水药用玻璃

瓶及低硼硅药用玻璃管制系

列瓶项目

(年产药用玻璃瓶及管制系

列瓶６０亿只)

８８ 聊城高新区量子生物医药科

技产业化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４万平方米)

８９ 齐河前沿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高端多肽生物药产业项目

(年产艾博韦泰原料及制剂

１０００千克)

９０ 山东安舜制药有限公司普药

类及抗肿瘤类高端医用原料

药项目

(年产抗肿瘤原药５０５吨、普

药２３６２吨)

９１ 山东康森药业有限公司医药

生产项目

(年产片剂５亿片、胶囊４．５

亿粒、注射剂２．３亿支)

９２ 济宁华能制药厂有限公司鲁

华龙心中药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胶囊剂１０亿粒、片剂

２亿片、颗粒剂１亿袋、凝胶

２０００万支、口服液２亿支)

—４１—



９３ 山东艾兰药业有限公司新型

原料药及中间体项目

(年产原料药及中间体１７２８

吨)

９４ 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食品

添加剂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

(年产食品添加剂５０万吨)

９５ 焦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医药

级透明质酸钠项目

(年 产 医 药 级 透 明 质 酸 钠

５２０吨)

９６ 山东劲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血清、培养基和微生物菌

剂生产科研项目

(年产牛血清２亿毫升、培养

基１亿毫升、各类微生物菌

剂８５００吨)

９７ 海尔(青岛)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海尔城阳细胞谷

(总建筑面积１４万平方米)

９８ 无棣弘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高端渔业装备智能化生产工

业互联网升级项目

(年产高端渔网９．５万吨)

９９ 修正(青岛)中国海洋科技谷

项目

(年 产 海 藻 植 物 空 心 胶 囊

１００亿粒、软胶囊１００吨)

１００ 乳山省级农业科技园现代海

洋经济示范区

(年繁育鱼苗１０００万尾、牡

蛎６亿粒)

１０１ 威飞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海洋水下生产系统项目

(年产海洋井口采油树系列

产品３００套)

１０２ 无棣正海海洋牧场“渤海贝

仓”项目

(年产贝苗１５０亿粒、成品贝

类４亿公斤、深加工产品２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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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青岛金能新材料有限公司高

性能聚丙烯项目

(年产高性能聚丙烯９０万

吨)

１０４ 山东齐旺达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苯乙烯产业链一体化技术

改造提升项目

(年产５０万吨苯乙烯装置技

术改造)

１０５ 山东世纪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颜料及中间体项目

(年产有机颜料３万吨、中间

体５万吨)

１０６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精己二酸品质提升和酰

胺及尼龙新材料项目

(年产精己二酸１６．６万吨、

己内酰胺２５万吨、尼龙６切

片５０万吨)

１０７ 山东恒信新材料有限公司新

型炭材料及高温煤焦油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

(年产煤系针状焦１０万吨)

１０８ 山东衡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添加剂和环保型溶剂项目

(年产环保型溶剂及各类添

加剂２７万吨)

１０９ 山东联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UFC(脲醛预缩液)项

目

(年产 UFC２００万吨)

１１０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精

细化工生产项目

(年产 OCBN现代医药中间

体、高效低毒农药及中间体

４．７万吨)

—６１—



１１１ 山东劲海化工有限公司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

(年产高密度聚乙烯４０万

吨)

１１２ 山东恒舜新材料有限公司高

性能不溶性硫磺项目

(年产高性能不溶性硫磺６

万吨)

１１３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

公司农业秸秆综合利用生物

机械法制浆技术产业化项目

(年产生物机械浆５０万吨、

高级瓦楞原纸８０万吨)

１１４ 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新泰分公司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纤维产业化项目

(年产聚乙烯纤维４０６０吨、

UD无纬布５００吨)

１１５ 益海嘉里(青岛)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食品加工项目

(年产面粉５４万吨、花生制

品２．７万吨、芝麻制品２．４６

万吨)

１１６ 莱西市现代智慧农业项目(二

期)

(年产国际标准农产品１万

吨)

１１７ 山东益农乳品加工及全产业

链配套项目

(年产乳制品１８万吨)

１１８ 山东新天地黑牛集团有限公

司高档肉牛产业化示范工程

一期项目

(年产高档牛肉３万吨 )

１１９ 临朐县中建莲花湾荷塘里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７．５万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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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威海昆嵛山天然矿泉水有限

公司绿色天然工业４．０智能

化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

(年产软饮料及西洋参功能

饮品８０万吨)

１２１ 山东金正新科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绿色循环秸秆产业化项

目

(年产木糖４．２万吨、羧甲基

纤维素１．１万吨、人造板材

１０．２万吨、可降解器具２．８

万吨)

１２２ 山东益客食品产业有限公司

肉鸭屠宰线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７．９万平方

米)

１２３ 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智能

高效养殖加工一体化工程

(年产饲料４０万吨、有机肥

１１万吨,年孵化鸡苗 ５０００

万羽、出栏肉鸡６９３６万只)

１２４ 山东永明粮油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曹县智慧粮食产业融合

示范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３万平方米)

１２５ 山东国新视点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梨花水镇项目(一

期)

(总建筑面积２０．２万平方

米)

１２６ 诸城竹山生态谷乡村旅游综

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６７万平方米)

１２７ 郓城县东溪湿地旅游度假区

(PPP)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３．４万平方

米)

—８１—



１２８ 国家产业创新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９．２万平方

米)

１２９ 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先导

区(生物医药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１万平方米)

１３０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

公司中电建创智谷

(总建筑面积５３．６万平方

米)

１３１ 青岛国际院士研究院南延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５３万平方米)

１３２ 淄博市淄川区财金控股有限

公司镭泽激光共享产业园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２０．５万平方

米)

１３３ 山东美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家科技项目

(年产智能家居、集成模块、

机器人等７２０万套)

１３４ 山东新泰青云国际冷链智慧

物流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

１３５ 威海恒嘉辉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半导体产业园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

１３６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产业创新中心

(总建筑面积２７．２万平方

米)

１３７ 中机寰宇(山东)车辆认证检

测有限公司认证检测公共服

务平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８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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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 聊城东昌府区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０２．５万平米)

１３９ 聊城天工创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孵化

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８．８万平方

米)

１４０ 山东睿鹰生物医药全产业链

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原料药２０００吨、医药

制剂８亿支)

１４１ 中鲁盛源集团有限公司生物

医药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６０万平方米)

１４２ 山东菏泽国际金融商务区金

融科创产业集群综合运营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５．４万平方

米)

１４３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中白

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４万平方

米)

１４４ 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技术创

新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３万平方米)

１４５ 山东滨达实业有限公司渤海

先进技术研究院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４０．４万平方

米)

１４６ 魏桥国科(滨州)科技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１．２万平方

米)

１４７ 中国(山东)商用二手车出口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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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青岛城阳军民融合产业园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９．５万平方米)

１４９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平台型油田服务企

业新模式建设项目

(年增产权益油５００万吨、恢

复油井１２００口)

１５０ 新松(潍坊)智慧园人工智能

产业创新示范区一期项目

(年产智能机器人系统５００

台﹝套﹞)

１５１ 潍坊市峡山区产城融合创新

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６９．６万平方

米)

１５２ 金科临沂智能制造科技城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４２万平方米)

１５３ 山东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５５万平方米)

１５４ 宝能烟台国际物流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

１５５ 青岛苏宁(上合)跨境电商智

慧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５．６万平方

米)

１５６ 山东汇泉农产品有限公司济

南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０万平方米)

１５７ 北京新发地日照农副产品冷

链物流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０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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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 菏泽港巨野港区万丰作业区

一期工程

(堆场２１．４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１万平方米)

１５９ 中国供销滨州农产品电商物

流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０万平方米)

１６０ 济郑高铁山东段 (主线１７０公里)

１６１ 鲁南高铁曲阜至菏泽段 (主线１６０公里)

１６２ 鲁南高铁菏泽至兰考段(山东

段)

(主线４４公里)

１６３ 潍坊至莱西铁路 (主线１２２公里)

１６４ 济南至莱芜高速铁路项目 (线路全长１１７公里)

１６５ 黄台联络线 (新建铁路１１公里)

１６６ 潍烟高铁 (主线２７３公里)

１６７ 京沪高铁二通道天津至潍坊

段(山东段)

(主线２２６公里)

１６８ 莱西至荣成铁路 (主线１９４公里)

１６９ 济南至滨州铁路 (主线１４６公里)

１７０ 济南至枣庄铁路(旅游高铁) (主线２４８公里)

１７１ 济南至高青高速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９５公里)

１７２ 沾化至临淄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１０７公里)

１７３ 济南至微山公路济宁新机场

至枣菏高速段项目

(高速公路６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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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 濮阳至阳新高速公路菏泽段

项目

(高速公路６７公里)

１７５ 新泰至台儿庄(鲁苏界)公路

新泰至台儿庄马兰屯段

(高速公路１５８公里)

１７６ 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庄(鲁

苏界)段改扩建项目

(高速公路１８９公里)

１７７ 京台高速公路德州(鲁冀界)

至齐河段改扩建项目

(高速公路９３公里)

１７８ 日照(岚山)至菏泽公路枣庄

至菏泽段

(高速公路１７８公里)

１７９ 青兰高速公路莱芜至泰安段

改扩建项目

(高速公路６４公里)

１８０ 文登至莱阳高速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１３３公里)

１８１ 董家口至梁山(鲁豫界)公路

宁阳至梁山项目

(高速公路１１０公里)

１８２ 秦滨高速埕口至沾化段项目 (高速公路６１公里)

１８３ 高唐至东阿高速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７７公里)

１８４ 岚山至罗庄高速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１０４公里)

１８５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 (新建航站楼１６．７万平方

米、机位３３个、滑道２条)

１８６ 小清河干流分洪道信息化建

设工程

(干流治理１９８．４公里、分洪

道治理８２．８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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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 山东省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

地沿运片邳苍郯新片区治理

工程

(复堤３３９公里,治理水闸

９９座、泵站１３座、涵闸４３９

座)

１８８ 龙口南山 LNG 接收站项目

(一期)

(年处理LNG５００万吨)

１８９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 (总装机容量１８０万千瓦)

１９０ 沂蒙抽水蓄能电站 (总装机容量１２０万千瓦)

１９１ 山东省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

地南四湖片治理工程

(治理河道６６３公里,治理涵

洞１３９座、泵站３９０座、桥梁

１８５座)

１９２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

董家口至东营原油管道工程

项目

(管道全长３７３公里)

１９３ 滨州黄河大桥PPP项目 (全长１７．３公里)

１９４ 大唐智创(山东)科技有限公

司５G 产业山东总部基地项

目

(年产５G微基站３０万台﹝

套﹞)

１９５ 临沂沂蒙云谷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０．３万平方

米)

１９６ 康复大学 (总建筑面积５３万平方米)

１９７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新校

区建设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１３．５万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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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山东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新校

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３．９万平方

米)

１９９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项目(淄博

大学城)

(总建筑面积４４．７万平方

米)

２００ 中国海洋大学生命科技中心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８万平方米)

２０１ 青岛科技大学中德双元工程

学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１．６万平方

米)

２０２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教学科

研病房综合楼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９７万平方

米)

２０３ 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拓展教

学生活区(西北区域)

(总建筑面积９．８万平方米)

２０４ 曲阜师范大学曲阜校区扩建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３．７万平方

米)

２０５ 聊城大学工程技术与现代农

业产教融合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万平方米)

２０６ 鲁中职业学院新校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９万平方

米)

２０７ 山东健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国医职业学院

(总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

２０８ 枣庄科教创新示范园一期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７９．６万平方

米)

—５２—



２０９ 日照奎山体育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３．６万平方

米)

２１０ 日照国际足球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６万平方米)

２１１ 威海宝亲益养生物医养产业

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１万平方米)

２１２ 聊城九州康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３．６万平方

米)

２１３ 济宁任城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创新示范项目

(综合治理沉陷区土地４０００

亩)

２１４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技术

创新与临床转化平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８万平方米)

２１５ 淄博五仙胜境养老养生基地

(三水源)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６．５万平方

米)

２１６ 博山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

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４．４万平方

米)

２１７ 日照国医坛医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６万平方米)

２１８ 山东金秋阳光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养老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２万平方

米)

２１９ 山东齐悦科技有限公司医养

联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７．３万平方

米)

２２０ 国昌怡心园医养健康产业(山

东)有限公司高端医养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４万平方

米)

—６２—



２２１ 寿光蔬菜小镇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

产示范园

(年产优质蔬菜６．１万吨)

２２２ 泰山百合谷田园综合体建设

项目

(建筑面积２．８万平方米,智

能温室大棚３万平方米)

２２３ 齐河中国驿泉城中华饮食

文化小镇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８８万平方米)

２２４ 济南明水古城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６５万平方米)

２２５ 日照莒国古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６万平方米)

２２６ 高唐县书画艺术教育培训中

心

(总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２２７ 滨州北海水城文化旅游综合

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９．２万平方

米)

２２８ 威海那香海文旅度假特色小

镇文化旅游设施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８万平方米)

２２９ 日照凤凰湾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

２３０ 临沂茶芽山文康旅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７万平方米)

２３１ 单县浮龙湖生态文化旅游度

假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９万平方

米)

２３２ 菏泽花舞世界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７．８万平方

米)

—７２—



２３３ 菏泽玉皇水城现代乡村田园

综合体

(总建筑面积４１万平方米)

—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