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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业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年产 20 万吨间苯二甲酸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河口蓝色经济产业园，主要建设一套年产 20

万吨/年 IPA 装置，同时配套间二甲苯生产，本项目拟采用中

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自行开发的间二甲苯空气氧化法，该

技术方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总投资 

总投资 24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约 20 亿，资金采取企业

自筹、拟引资、其他方式融资。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外公司进入国内不饱和树脂生产领域和

需求的提高，间苯型产品的生产量出现了快速增长。初步分

析，2015 年，国内间苯型树脂的产量已超过 30 万吨，约消

耗 9 万吨间苯二甲酸。根据国外间苯型树脂的发展历史和国

内的需求发展，预计 2020 年国内间苯型树脂的产量在 50 万

吨左右，需消耗间苯二甲酸 12 万吨。 

七、项目单位 

河口蓝色经济产业园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项目正处于论证阶段 

联系人：杨同祥         联系电话：0546-7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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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年产 10 万吨共聚聚酯（PETG）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河口蓝色经济产业园，主要建设年产 10 万吨

PETG 装置，本项目拟采用直接酯化法，是目前国内外 PTEG

生产的主流工艺。 

四、总投资 

总投资约 6.5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 5.7 亿元，资金采取

企业自筹、拟引资、其他方式融资。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预计，未来几年国内共聚聚酯需求年均增长率在 20%以

上，2025 年将达到 20 万吨。 

七、项目单位 

河口蓝色经济产业园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项目正处于论证阶段 

联系人：杨同祥          联系电话：0546-7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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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60 万吨/年加氢白油精制项目  

 二、建设性质 

其它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广饶县大王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异构脱蜡精

制装置：20 万吨/年加氢白油异构脱蜡装置、40000Nm3/h 制

氢装置；加氢处理装置：80 万吨/年蜡油加氢裂化装置、2 万

吨/年硫磺回收装置；重油分离处理装置：160 万吨/年加氢原

料预处理装置；油品储运厂区。 

四、总投资 

    计划投资总额为 25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7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一期项目（异构脱蜡精制装置）投产后可实现利税 6 亿，

后续装置投产可实现利税 35 亿。各项经济指标均好于行业

基准值，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七、项目单位 

江山联合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公司有雄厚的技术实力，项目立项、安评、环评等各方

面手续完备，前期已投入资金 1 亿元。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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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0 万吨/年丁二烯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落户滨海新区，占地 150 亩，主要建设催化剂制造

装置和丁二烯生产装置。将 MTBE 醚化后的炼厂催化 C4

组分，通过催化剂制造工艺、前乙腈与深度醚化工艺、氧化

脱氢与溶剂吸收工艺、后乙腈与产品精制工艺生产顺丁橡胶

上游产品—丁二烯。项目工艺路线先进，生产技术成熟，具

有投资少、安全系数高、操作简单等特点。利华益集团的 C4

项目可为其提供充足的原料。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0 亿元，资金筹措方式为企业自筹。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5 亿元，利税 2 亿元。

近几年，随着我国橡胶产业的发展，丁二烯的产量已无法满

足国内需求。未来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对丁二烯的需求将日

益增长，因此建设丁二烯项目有助于缓解我国丁二烯的供需

矛盾，为合成橡胶及合成树脂行业的原料来源提供保障。 

七、项目单位 

利津县商务局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正在与规划设计院进行对接。  

联系单位：利津县商务局   联系电话：0546-562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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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40 万吨/年苯酚、丙酮、22 万吨/年双酚 A、12 万吨/年

聚碳酸酯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拟建设规模为：苯酚、丙酮生产装置 40 万吨/年，双酚

A 生产装置 22 万吨/年，聚碳酸酯生产装置 12 万吨/年。 

四、总投资 

本项目投资估算为总投资 53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约 46.5 亿元，流动资金 6.5 亿元。资金来源多样，可为招商

企业自筹全部或部分，其余贷款。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也可采用股份制形式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开发区内原料丰富，可就近采购，管道运输。东营港是

环渤海地区最大的油品和液体化工品特色港口。本项目建成

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74.2 亿元/年，利税约 13 亿元/

年，投资利润率 17.6%，投资利税率 31.5%，投资回收期 7.7

年（含建设期 2 年）。 

七、项目单位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前期手续可以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一站式办理。    

联系人：刘琪        联系方式：0546-801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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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0 万吨/年 ABS 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为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拟建设规模为：ABS

生产装置 12 万吨/年。 

四、总投资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1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8.3 亿

元，流动资金 1.7 亿元。资金来源多样，可为招商企业自筹

全部或部分，其余贷款。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也可采用股份制形式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ABS 树脂是五大合成树脂之一，广泛应用于机械、汽车、

电子电器、仪器仪表、纺织和建筑等工业领域，是一种用途

极广的热塑性工程塑料。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内原料丰富，可

就地取材，大大降低了该项目的产品成本。本项目建成投产

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0 亿元/年，利税约 3 亿元/年，投资

利润率 15%，投资回收期 7 年（含建设期 2 年）。 

七、项目单位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前期手续可以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一站式办理。    

联系人：刘琪          联系方式：0546-80198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8%E6%88%90%E6%A0%91%E8%84%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BA%E6%A2%B0/6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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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50 万吨/年蜡油加氢裂化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河口区富海工业园，占地面积 120 亩，新增 150

万吨/年蜡油加氢裂化装置及配套设施。加氢裂化工艺采用气

体产率低的多产石脑油工艺。技术成熟可靠，工艺合理，处

于同行业领先水平。项目以进口的高酸值原料油，经常减压

预处理后，提取的蜡油作为主要原料。生产石脑油作为催化

重整原料，生产的柴油经本厂现有的柴油精制装置进一步精

制后，能达到国 V 标准。 

四、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7 亿元，其中：企业自筹 4.5 亿元，其余

拟引资 2.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预计项目投产后，每年可新增销售额 25 亿元、利润 4

亿元、税金 1.5 亿元。 

七、项目单位 

山东富宇化工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可研报告编制完成，项目图纸设计基本完成，正在准备

前期手续办理相关工作。 

联系人：李永军       联系电话：1318140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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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00 万吨/年重整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河口区富海工业园，占地面积 100 亩，新上

100 万吨/年重整装置及配套设施。主要原料为计划新上蜡油

加氢裂化项目与现有装置（如加氢精制）生产的石脑油，利

用催化重整技术生产高辛烷值的重整汽油，作为国 V 汽油重

要的调和组分。 

四、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5 亿元，其中：企业自筹 3 亿元，其余拟引

资 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国家放开原油进口权及使用权，大大缓解了地炼企业原

油供应紧张的局面，有利于石化产业优化升级，有利于发展

原油进口贸易。此外，随着汽车消费总量的不断上升，汽柴

油消费定增。且随着环保政策的收紧，国家对汽油的清洁性

要求越来越高，产品升级势在必行。预计项目投产后，每年

可新增销售额 15.08 亿元、利润 2 亿元、税金 0.9 亿元。 

七、项目单位 

山东富宇化工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可研报告编制完成，项目图纸设计基本完成，正在准备

前期手续办理相关工作。 

联系人：李永军       联系电话：1318140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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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80 万吨/年环保增塑剂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山东河口蓝色经济产业园，建设场地大致呈梯

形，占地面积 603 亩，新上 80 万吨/年环保增塑剂装置及配

套设施。 

四、总投资 

工程建设总投资 24383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16494

万元，建设期利息 1291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4428 万元。

其中：企业自筹 100000 万元，拟引资 143838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转让、融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预计项目投产后，年均可实现净利润 63519 万元，所

得税后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4.85%，静态投资回收

期为 6.36 年（含建设期），各项经济指标均高于行业基准值。 

七、项目单位 

山东中塑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前期准备中 

联系人：杨新玉       联系电话：1531836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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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50 万吨/年渣油轻质化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广饶县大王镇，主要建设 150 万吨/年渣油轻质

化装置、100 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2*5 万标方/小时煤制氢

装置、2*130 吨/小时蒸汽锅炉。2017 年预计新增制氢能力 5

万标方/小时。 

四、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18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5 亿元，铺

底流动资金 1.9 亿元。资金来源：拟申请银行贷款 12 亿元，

企业自筹 6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74.9 亿元，利润 2.9 亿元，

利税 15.5 亿元，投资回收期 3 年（含建设期），可新增就业

150 人。 

七、项目单位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立项、能评已完成，环评、安评报告已编制完成，分别

报东营市环保局、山东省安监局审批。 

联系人：李海峰         联系电话：188546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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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20 万吨/年成品油升级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广饶县经济开发区，包括 160 万吨/年加氢裂化

装置和 120万吨/年连续重整装置，总建筑面积 21339平方米。

项目辅助生产设施和公用工程依托厂区现有设施，不增加原

油一次加工能力。 

四、总投资 

2017 年计划投资 9.7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具有较好的财务盈利能力，运营期年均销售

收入 1670669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48034 万元，税后投资财

务内部收益率为 31.46%，税后全投资财务净现值为 154797

万元，税后投资静态投资回收期 4.63 年（含建设期 2 年）。 

七、项目单位 

山东齐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正在办理前期手续 

联系人：成浩        联系电话：1865464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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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产品结构转型提升及配套工程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广饶县经济开发区，包括 160 万吨/年渣油加氢

处理装置、16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55 万吨/年气分

离装置、8 万吨/年 MTBE 装置、20 万吨/年烷基化装置、50

万吨/年催化汽油加氢脱硫装置、20 万吨/年异构化装置、110

万吨/年石脑油加氢装置、100 万吨/年连续重整装置（含重整

氢 PSA）、40 万吨/年芳烃抽提装置、30000Nm3/h 干气制氢

装置、12 万吨/年硫酸装置（含溶剂再生及酸性水汽提）配

套罐区和公用工程及配套设施。 

四、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29115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43078 万

元，建设期利息 6556 万元，流动资金 41524 万元。本项目

建设投资由企业自筹 50%，银行贷款 50%，流动资金部分公

司自筹 50%，银行贷款 50%。2017 年投资额度为 1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具有较好的财务盈利能力 

七、项目单位 

广饶科力达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可研报告已编制完成 

联系人：刘国东        联系电话：1337153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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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油品质量升级联合装置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广饶县经济开发区，总占地约 460 亩，其中主

装置区占地面积 80000 平方米，罐区占地面积 67000 平方米。

本项目新上 160 万 t/a 加氢改质装置、120 万 t/a 连续重整装

置，同时配套 100t/h酸性水汽提装置、3万 t/a硫磺回收装置、

6 万 m3/h 甲醇制氢装置、罐区及其他配套设施，同时购置一

系列生产设备，配套建设辅助生产、附属生产相关设施及公

用工程。 

四、总投资 

项目报批总投资 300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284920 万

元（建筑工程费 60198.1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83903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3179.25万元，基本预备费用 13364.05

万元，建设期利息 427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08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具有较好的财务盈利能力。 

七、项目单位 

山东东方华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项目立项、环评、消防设计审核已完成，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已通过。 

联系人：田兆勇        联系电话：1835467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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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600 吨/年 SPB 系列产品（电子化学品基础性新材料）
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利津县刁口乡，占地 380 亩，分三期建设，一

期征地 100 亩，计划生产 17 个品种（其中部分产品生产，

部分产品做中试），建设三个生产车间，配套动力、仓储、

消防、办公等设施。 

四、总投资 

本项目需筹措资金 31049.51 万元，其中公司自筹 2.1 亿

元，银行贷款 1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据专家估计，这类新型材料的年需求量在 10 万吨以上，
销售额可达百亿级,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项目生产的产品

在生活中可以广泛应用，而且其原料在我国分布广泛，价格

低廉，所以该项目所涉及的产品不仅有良好的销售市场、低
廉的原辅料供应渠道，更有技术支持，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

能力。本项目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有：苯酚、氢氧化钠、氯苯、

氯化铵、甲苯、活性炭、甲醇、三氯化磷、氯气、双酚 S、
2-溴丙烷、碳酸钾、硝基苯、溴素、硫酸、甲醇钠、氢氧化

钾、四氢呋喃、镁屑、丙酸酐、对甲酚、苯胺、硫酸二甲酯、

亚硝酸钠、DMF 等。大部分原料在市内可供应，部分在省内
有供应。 

七、项目单位 

东营道一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立项、能评、规划设计条件已完成，环评正在二次公示

中。 

联系人：杨永春        联系方式：18663637579 



15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3 万吨/年医药中间体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 

项目位于利津县刁口乡，一期投资 2.2 亿元建设 2 万吨/

年 2-硫醇基苯并噻唑（简称精制 M）;二期投资 1 亿元建设 1

万吨/年二硫化二苯并噻唑（简称精制 DM）、10 吨/年甲基戊

酸、10 吨/年二苯基异噁唑项目。 

四、总投资 

总投资 3.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十一五”期间以来，我国医药制造业发展较快，销售

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23.31%，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

提升。进入“十二五”期间后，医药制造业的增速逐渐放缓，

但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与之前销售收入、利润总额的高

速增长相比，医药制造业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但基于我国人

口结构老龄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医改政策继续深入、人

均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十三五”期间医药制造业

将长期维持在中高速平稳增长的新常态。该项目建成后，项

目所得税税率执行 25%，平均利润总额为 21261.15 万元，

年均所得税 5281.12 万元，年均税后利润 15843.36 万元。 

七、项目单位 

东营平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项目申请报告已通过市级专家联审。 

联系人：李学东        联系方式：1385336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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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重质能源轻质化示范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已于 2016 年开始开展了前期工作。由中船重工

集团下属企业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公司、北京金菲特公司和富

海集团合作，主要建设 30 万吨重质能源轻质化项目。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项目单位 

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公司、北京金菲特公司、富海集团合

作，企业名称待定。 

七、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富海集团项目建设用地正在办理，中船科投公司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已组建项目部，并开展项目前

期手续办理。 

联系人：马宇坤        联系电话： 1340192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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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产业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迁建工程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占地 970.4355 亩，总建筑面积 253700 ㎡。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训楼、图书办公楼、体育馆、创新创业服务中

心、学术交流中心、学生宿舍楼、综合生活楼、专家公寓及

运动场地；同时配备室内配套设施及校区给水、雨污排水、

采暖、路灯、广播电力、景观等其他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

可容纳学生 10000 人，教职工 800 人。 

四、总投资 

项目预计总投资 11 亿元，其中，工程费用 85357.28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8474.84 万元，预备费用 3841.08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2326.8 万元。 

五、合作方式 

BOT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教育结构体系，全面

加速教育强市创建进程的重大举措。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

东营市教育稳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加快为

国家和地区培养人才的步伐，从外部环境上实现对当地社会

发展的贡献。 

七、项目单位 

广饶县教育局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18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广饶县人民医院建设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预计总投资 10 亿元，广饶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至

广饶新区。新院区占地面积 240 亩，建筑面积 18.56 万平方

米，其中门急诊医技楼 4.1 万平方米，病房楼 9.5 万平方米，

行政后勤楼 1.2 万平方米，传染病房楼 0.76 万平方米，地下

车库 3 万平方米。 

四、总投资 

    预计总投资 1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PPP 

六、项目单位 

广饶县卫计局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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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利津县铁路物流园区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德大铁路、黄大铁路和东营港疏港铁路 3 条铁路在利津

县境内交汇，且均设有火车站，与利津县境内荣乌高速、济

东高速及多条国省道构建起了公铁联运的立体式交通格局。

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提升，依托利华益集团等化工企业、城

建项目及仓储物流企业，形成了一批需要铁路运输的油品、

煤炭、建材、农资等货物，存在大宗商品运输需求。借助德

大铁路、黄大铁路和东营港疏港铁路在我县交汇的有利条件，

规划建设一处占地 1200 亩的集油品、煤炭、建材和农资于

一体的大型铁路物流园区。 

四、总投资 

项目估算总投资 5.2 亿元，投资自筹比例为 30%，贷款

比例为 70%。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可有效解决我县大宗商品运输需求，实现

低碳环保的物资流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预计经济内部收

益率为 8.7%，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七、项目单位 

利津县铁路工作办公室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项目已完成布局规划，编制了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联 系 人：穆建波        联系电话：0546-562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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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位于利津县，主要建设充电站 5 座、充电桩 2500 个。 

四、总投资 

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1 亿元，其中项目企业自筹、拟引资、

其他方式融资。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的

快速发展以及生态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在国家各项政策措

施推动下，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县电动汽车应用将迎来快

速发展，替代量将逐年提升。 

七、项目单位 

利津县发展和改革局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正在与规划设计院进行对接，编制《利津县“十三

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联系人：李岩敏        联系电话：0546-562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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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创业大厦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山东利津经济开发区创业大厦项目位于开发区津八路

以东、利二路以北，占地面积 30 亩。计划集总部经济、研

发机构、企业研发、服务外包、金融、中介、办公服务等功

能于一体，总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四、总投资 

计划总投资 3 亿元，拟引资 3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山东利津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2002 年 6 月。目前，区内

共落户各类企业 150 余家，其中“四上”企业 84 家，逐步形成

了以有机化工、新材料、纺织、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为主

导的产业发展框架。开发区处于国道 220，省级干线 S316、

S315、滨港路、永莘路，济东高速，黄大铁路、德大铁路与

疏港铁路的交汇处，向东与城区融为一体，基础设施建设较

为完善，建设创业大厦将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七、项目单位 

山东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项目规划建设区域内场地平整、水、电、路、讯

等建设条件已具备。 

联系人：韩方祥        联系电话：135610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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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医养协作联合体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山东利津经济开发区医养协作联合体项目位于开发区

津八路以西、大桥路以北，占地面积 100 亩。主要规划建设

集医疗健康及养老服务于一体的医养协作联合体项目，总建

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四、总投资 

计划总投资 2 亿元，拟引资 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目前医养结合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推进。部分

医院、养老机构逐步开始了初步探索和尝试，医院内设养老

机构模式、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模式

等，这些模式的实践取得了阶段性的实践成果。但由于“养与

医”在管理机制上脱节，目前，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间仍然缺

乏有效衔接。医养协作联合体将有效促进医养资源整合，让

更多老年人实现“养中有医”，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七、项目单位 

山东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项目规划建设区域内场地平整、水、电、路、讯

等建设条件已具备。 

联系人：韩方祥       联系电话：135610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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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临港工业坊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广利港区疏港路以北，项目总用地面积 702

亩，以镇海路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块。 

四、总投资 

该项目东区块投资 7.2 亿元，西区块投资 6 亿元，总投

资 13.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由广利港及临港产业区负责投资建设厂房，企业

负责投资项目建设。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管委会制定出台了支持政策，在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企业入驻等方面给予鼓励引导和政策扶持。   

七、项目单位 

滨海临港产业区管理中心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通过招商推介，目前已有宇通集团、金鲁班集团、科达

集团等意向投资建设，其中宇通集团已明确投资东区块，胜

凯置业已拍下定海路以东 113 亩土地进行项目建设。目前正

在深化建筑设计，着手一期项目的土地出让，近期将全面开

工建设。 

联系人：生钦红        联系电话：1318186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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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港区二突堤通用码头一期工程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规模为 2 个 10 万吨级通用泊位，

岸线全长 570m，年设计吞吐量为散杂货 1100 万 t 码头采用

高桩梁板结构，通过 15m 宽栈桥与后方堆场进行连接，共布

置 3 座栈桥。 

四、总投资 

工程总投资额约 14 亿元，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15.26 年。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转让、融资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财务盈利能力，所得

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85%，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18%，均大于 8%的港口基准收益率。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15.26 年。从建设必要性、建设条件、建设方案、项目经济

分析、社会影响评价等多方面论证，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七、项目单位 

山东海诺港务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该项目符合 2017 年 3 月份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

东营港东营港区的总体规划，前期手续已上报，预计 17 年 8

月底完成立项。 

联系人：马可       联系方式：0546-801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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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港区二突堤多用途码头一期工程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所在地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东营港区二突堤上，

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规模为 2 个 10 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岸

线全长 570m，年设计吞吐量为杂货 185 万 t、集装箱 15 万

TEU。 

四、总投资 

总投资估算为 130726.87 万元。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15.18

年。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转让、融资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财务盈利能力，所得

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85%，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18%，均大于 8%的港口基准收益率。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15.26 年。从建设必要性、建设条件、建设方案、项目经济

分析、社会影响评价等多方面论证，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七、项目单位 

山东海诺港务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该项目符合 2017 年 3 月份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

东营港东营港区的总体规划，前期手续已上报，预计 17 年 8

月底完成立项。 

联系人：马可        联系方式：0546-801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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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港区二突堤#1、#2 液体散货泊位工程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所在地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东营港区二突堤上，

本工程新建 2 个 10 万吨级液体散货泊位及其配套设施；设

计年吞吐量为 1300 万 t，年通过能力为 1371 万 t。 

四、总投资 

工程投资约 20 亿元，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为 10.49％。 

五、工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转让、融资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随着国家对原油进口权、使用权及成品油出口权的放开，

东营石化企业原油加工量大幅提高，原油使用量也随之提高,

到港船舶大型化趋势明显，港口通过能力的严重不足和基础

设施的不适应已成为制约港口发展的瓶颈。本项目的建设，

将显著提高东营港液体散货泊位等级，适应东营港区液体散

货运输发展需要。 

七、项目单位 

山东海诺港务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该项目符合 2017 年 3 月份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

东营港东营港区的总体规划，前期手续已上报，预计 17 年 8

月底完成立项。 

联系人：马可        联系方式：0546-801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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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港区二突堤#3、#4 液体散货泊位工程 

二、建设性质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所在地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东营港区二突堤上，

本工程新建 2 个 10 万吨级液体散货泊位及其配套设施；设

计年吞吐量为 1320 万 t，年通过能力为 1385 万 t。 

四、总投资 

工程投资约 20 亿元，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为 11.57%。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转让、融资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随着国家对原油进口权、使用权及成品油出口权的放开，

东营石化企业原油加工量大幅提高，原油使用量也随之提高,

到港船舶大型化趋势明显，港口通过能力的严重不足和基础

设施的不适应已成为制约港口发展的瓶颈。本项目的建设，

将显著提高东营港液体散货泊位等级，适应东营港区液体散

货运输发展需要。 

七、项目单位 

山东海诺港务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该项目符合 2017 年 3 月份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

东营港东营港区的总体规划，前期手续已上报，预计 17 年 8

月底完成立项。 

联系人：马可        联系方式：0546-801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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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港区二突堤 LNG 泊位工程 

二、建设性质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新建 1 个 10 万吨级 LNG（液化天然气）泊位及其配套

设施；设计年吞吐量为 200 万 t10 万吨级 LNG 码头一个。一

期罐区 2160000m3 低温 LNG 储罐及工艺厂。二期罐区

2160000m3 低温 LNG 储罐及工艺厂。 

四、总投资 

一期投资 45 亿元，二期投资 30 亿元 

五、工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转让、融资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财务盈利能力，所得

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85%，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18%，均大于 8%的港口基准收益率。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15.26 年。依据山东省石油天然气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30

年），到 2020 年，全省天然气需求量为 250 亿立方米，占

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 8%；2030 年，全省天然气需求量为 470

亿立方米，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 13%。本项目的建设是可

行的。 

七、项目单位 

山东海诺港务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该项目符合 2017 年 3 月份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

东营港东营港区的总体规划，目前工可正在编制阶段，17 年

12 月底完成立项。 

联系人： 马可        联系方式：0546-801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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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港 25 万吨级原油进口泊位及配套工程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规模和内容 

东营港 25 万吨级原油进口泊位及配套工程年设计吞吐

量为 3493 万吨。本项目拟建设 25 万吨级原油泊位 2 座、配

套的增压平台 1 座、两单点至增压平台海底输油管道各 1 条、

增压平台至岸上中转原油库区海底输油管道 1 条。 

四、总投资 

总投资 281974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东营及周边炼化企业一次加工能力约 1.5 亿吨，占全省

地炼 90%以上。随着国家对原油进口资质的放开，原油进口

需求日益增加，但无大吨位级原油进口泊位，成为制约原油

进口量增长的瓶颈。本项目的建设，将使东营港拥有 25 万

吨级原油进口泊位，提升对腹地炼化企业的原油供应能力。 

    本项目生产期 30 年。投资回收期 8.24 年，内部收益率

18.44%，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1.46，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突出。 

七、项目单位 

山东民达物流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展 

本项目前期已取得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山东省交通厅、

山东省港航局等政府部门的批复，预计六月初取得项目立项

核准。 

联系人：投资部经理 王传波  联系方式：18131647889 



30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白鹭湿地建设工程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西城北部，西至西二路、

东到东三路、南至潍坊路、北至北外环。规划面积 82.5 平方

公里，功能分区为核心区、缓冲区和生态区，核心区域以封

闭式保护为主，以白鹭栖息繁殖地为中心向外辐射，面积在

20 平方公里。主要为向白鹭提供栖息的林带和生态湿地为主。

缓冲区结合外围的林带、生态湿地（稻田、藕池、鱼池）进

行定量保存，以道路交互相通，形成白鹭的觅食地，生产性

的湿地面积在 25 平方公里左右，生态保护区主要针对西部

和北部，湿地面积比例较少的地方，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

进行生态林的恢复，营造生态林带环抱湿地公园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形成绿色生态屏障。 

四、总投资 

估算总投资 292000 万元，拟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合

作的模式投资建设。 

五、合作方式 

PPP 

六、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项目在前期规划方案编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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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老产业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湖滨新区养老疗养中心项目 

二、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规划面积约 60 亩，重点建设生态养生公寓、疗养

中心、老年护理院、康复保健中心、生态养生会馆等项目。 

四、总投资 

总投资约 2 亿元，资金来源为招商引资。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该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收入 4000 万元，该项目实施

后将有效提升区域形象，同时带动服务业发展，对于区域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项目单位 

东营市河口区湖滨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截至目前，湖滨新区基础配套基本完成，“三纵四横”

路网框架基本贯通，市民广场、音乐喷泉等沿湖景观建成开

放，鸣翠湖核心景观初步形成，被评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 

联系人：刘芳   联系电话：0546-608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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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 

东营市养老服务中心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市养老服务中心位于金湖银河片区，占地 50 亩，建筑

面积 20000 平方米，设计养老床位 500 张，功能设置为办公

培训区、综合护理区、交流活动区和生活休闲区，主要为失

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服务，重点开展生活照料、康复护理、

紧急救援，同时兼具示范、辐射、带动、培训功能。 

四、总投资 

1.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PPP 模式，由中选社会资本负责投资、建设、运营及维

护，设定项目合作期限，在合作期限内政府以“使用者付费

+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的支付方式进行回购，保证社会资

本收回投资并获取合理报酬。合作期满后，社会资本将项目

资产无偿移交给政府。 

六、项目单位 

东营市人民政府  

七、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正在进行总体规划设计 

联系人：黄东玲      联系方式：1856209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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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用机器人微创治疗（骨科及交

叉学科）临床医学转化实验室建设项目” 

二、项目内容及规模 

建立骨科交叉学科微创治疗中心和研究平台，主要针对

以智能医疗机器人技术为基础的临床治疗方法、可操作性、

临床安全性、相应的操作规范等方面展开研究工作；建立智

能手术应用研究；聚焦临床适用性和安全性评价和提升策略

研究、相关医疗器械研究；探索建立医疗机器人联合实验室

可行性。 

三、总投资 

概算资金 2500 万元 

四、合作方式 

合作 

五、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通过对现有临床基础分析和医院的发展定位，分析国内

目前其他医院，尤其是山东地区的骨科学及相关学科发展现

状，选择从智能骨科及交叉学科领域切入，较容易形成医院

特色，较为容易和其他医院形成差异化，构建医院和相关学

科的影响力，该市场上的外部竞争压力较小。获取相关领域

知识产权并进行转化，获得经济收益。 

六、项目单位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七、项目建设条件及前期工作进度 

本项目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善，在已经建成的东营市第

二人民医院手术室内进行改造，成为专用的数字化微创手术

中心，具备开展骨科及交叉学科的临床实验研究的基本条件，

可以满足本项目的初步需要。 

联系人：王凯        联系方式：0546-688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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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市中医医院、垦利康复医院、垦利区幸福老年养护

中心三位一体改扩建（或新建）项目 

二、建设性质 

充分利用东营市广阔的土地、水面及绿地资源，打造国

内一流的中高档中医医疗、现代化康复及健康养老于一体的

中西医结合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医养中心。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东营区、垦利区范围之内，交通方便有湿地水面，绿化

好无污染，方便群众就医及子女探望老人。占地面积：待定

（1000-2000 亩），建设床位 1500-2000 张。 

四、总投资 

拟投资 2-5亿（如果有大的投资商参与可增加至 10亿），

项目企业自筹资金 10%。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转让、融资、BOT、TOT 等均可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国家积极鼓励倡导的中医、康复及健康养老产业，市场

需求大可享受政府补贴及政府购买服务，为利国利民的社会

公益事业。 

七、项目单位 

1.东营市中医医院（二级甲等中医医院，床位 160 张） 

2.垦利康复医院（二级康复医院，床位 100 张）     

3.垦利区幸福老年养护中心（床位 200 张） 

八、项目前期进度 

已完成前期调研，尚未立项。 

联系人：单东明        联系方式：1370636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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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胜利中医院康复、护理、养老等项目 

二、建设性质 

改建、扩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东营市西三路中段，建筑面积 12000 ㎡（其

中中医院康复、护理院、养老公寓项目 10000 ㎡，中医院口

腔医院 2000 ㎡），设置床位 310 张（其中康复、护理院、养

老公寓 280 张，中医院口腔医院 30 张）。包含康复区、护理

区，养老区、口腔保健区、口腔修复诊疗区。 

四、总投资 

总投资 55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根据市场经济发展与现有医疗环境，结合我院前期发展

情况，收入分析如下：康复区：120 人*180 元/天*365 天

=7884000 元；护理区：162 人*320 元/天*365 天=18921600

元（180 张床位，按入住率 90%计算）； 

养老区：90 人*160 元/天*365 天=5256000 元（100 张床

位，按入住率 90%计算）；口腔保健区：45 人*160 元/天*365

天=2628000 元；口腔修复诊疗区：12 人*1800 元/天*365 天

=7884000 元。合计年收入为：42573600 元，预计年化利润

按 15%计算，则年利润为 6386040 元，并每年增长 10%以上。 

七、项目单位 

东营胜利中医医院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中医院康复、护理院、养老公寓、中医院口腔医院项目

中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报告、土地预审、规划选址意见

书、环评报告、策划书、专利书等手续正在审批办理中。 

联系人：苏国金        联系方式：135610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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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合德医院分院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地址位于东营市东一路景观大道与北一路交界处，占地

面积 11822.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3335 平方米，最高点

建筑高度 46 米，建筑组合形式为 11 层高层与 5 层组合，建

成后可设置床位 360 张。  

四、总投资 

投资估算约 1.2 亿元，自有资金加股权融资。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该项目建成将集养老医疗，教学培训和诊疗业务于一体，

根据东营合德医院近三年业务量和营业收入，仅诊疗业务年

最低保守收入分析如下：针灸推拿科：300 元/人*350 天*100

人=1050 万元；中医肿瘤科：700 人/年*10 万元=7000 万元；

查体中心：500 元/人*12000=600 万元；肾透析：400 元/次*50

次*350 天=700 万元；口腔科：预计产值 500 万元；家庭病

房：60 元/人*200 人*350 天=420 万元；住院费（药费、治疗

费）：250 元/天*350 天*350 床=3000 万元；床位费：50 元/

天*350 天*350 床*70%=420 万；膏方（中药制剂）：300 元/

天*100 人*350 天=1000 万元。以上合计年收入：14000 多万

元，中医院利润率按照 50%计算，年纯利润约为 7000 万元

左右。 

七、项目单位 

东营合德医院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东营合德医院分院项目目前进展情况：可行性研究报告、

立项报告、土地预审、规划选址意见书、环评报告、策划书、

专利书等手续均已办理完成，项目已经进入建设阶段。 

联系人：赵金亮        联系电话：1332503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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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及配件产业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专用汽车制造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山东省垦利经济开发区，分三期建设；其中一

期投资 10 亿元，建设期限 16 个月，主要建设厂房及配套设

施，购置先进的冷链物流专用车、普通厢式运输车、半挂车

及新型油罐车组装线。可年产冷链物流专用车 5000 辆、普

通厢式运输专用车及半挂车 5000 辆、新型油罐车 5000 辆，

达产后可生产汽车 1-3 万辆。最终三期生产线规模将达到 10

万辆，生产装备及技术具有国内领先水平，与国际接轨。 

四、总投资 

预计总投资约为 50 亿元人民币，分三期进行投资建设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30 亿元，利税 3 亿元，新

增劳动力就业约 500 人，可带动的相关配套产业（轮胎行业、

汽配行业、物流行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七、项目单位 

山东明珠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一期已投产运营，二期正在基础施工。 

联系人：王  禄         联系电话：1526602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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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广饶国际汽车文化产业园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计划占地 25 万平方米，是山东省第一家、唯一一

家汽车主题式城市综合体，项目设有汽车博览、汽车文化、

休闲娱乐、配套商业等功能区，并配套服务中心、特色景观

轴、产业发展带、产业衍生功能区，涵盖汽车 4S 店、车辆

年审、二手车交易、汽车配件、汽车物流、汽车及配件信息

平台、汽车用品、美容装饰、汽车维修等经营业态。 

四、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8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BOT 或 BT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营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档次最

高、运营模式最先进的汽车文化产业园。预计全部投产后，

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7 亿元，利税 5000 万元，极大丰富汽

车生产、销售、服务产业链，提供 4000 余个就业岗位及 1000

余个创业机会。 

七、项目单位 

广饶县汇通机车市场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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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年产 200 万套无内胎轮胎车轮项目 

 二、建设性质 

其它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共建设 7 条生产线，包括

轮辋车间、轮辐车间、开平车间、组装车间、喷漆车间、包

装车间、仓库等，以及燃气锅炉一套，每年可生产钢制汽车

车轮 200 万套。 

四、总投资 

该项目总投资 21.39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8.28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公司产品定位为国内外中高端市场，目前约 35%出口国

际市场。国内市场已代理销售为主，在全国十几个省会城市

及沿海发达地区初步建立了市场代理销售体系，同时，开发

主机配套厂家。 

七、项目单位 

山东奥戈瑞车轮集团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该项目已于 2006 年 12 月建成并投产，但开工率不高。

公司现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车轮委员会理事单位，拥有自主

进出口贸易经营权，取得了进入国际汽车行业市场的通行证。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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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年产 500 万套制动片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计划新增投资 8 亿元，建设制动片生产车间、仓库及配

套设施等。 

四、总投资 

项目计划投资 8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6 亿元，铺底

流动资金 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预计未来 5 到 10 年，中国汽车年生产量将达到 1500 万

辆左右（包括出口车辆），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刹车盘

片市场将进一步加大。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新增销售收入

20 亿元，利税 2 亿元。 

七、项目单位 

东营金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一期已投产运营，二期正在基础施工。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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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年产 50000 台齿轮减速器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计划总投资 5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5 亿元，

铺底流动资金 1.5 亿元。建设 27800 平方米厂房，用于设备

生产及物料存放，配套建设 16000 平方米左右料场，用于成

品存放和装车。同时配套消防、安全等基础设施。 

四、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5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5 亿元，

铺底流动资金 1.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BOT 或 BT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4 亿元，实现利

润约 1 亿元。 

七、项目单位 

山东神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一期已投产运营，二期正在基础施工。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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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年产 1 万台多缸柴油机及 1 万台船用柴油发电机项目 

二、建设性质 

在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计划总投资 1.15 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 7600 万元

（基建投资 3110 万元、生产设备投资 4490 万元），需流动

资金 3900 万元。 

四、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1.1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公司生产的柴油机系列产品采用英国里卡多技术，具有

结构紧凑、使用可靠、经济技术指标先进、启动迅速、操作

简单维修方便等特点。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 亿元，利税 3200 万元。 

七、项目单位 

山东江岳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正在建设中。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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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低速载货汽车转型升级轻型载货汽车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公司近期开发的年产 5 万台低速载货汽车转型升级轻型

载货汽车项目，建设生产车间、相应公用工程配套和服务型

设施，购置轻型载货汽车生产检测设备，建设年产 5 万台轻

型载货汽车生产线。 

四、总投资 

总投资 3.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项目单位 

东营俊通汽车有限公司 

七、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使用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建立了新产品研

发及产品先期策划流程，预计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 215000 万元，利润 21500 万元，企业所得税为 8500 万元。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正在进行中，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报告、环评报告、

策划书和专利书等前期手续基本完成，厂房、设备、人员都

已到位，待轻型载货汽车生产资质批复下来后即可投入生产。 

联系人：朱福磊           联系电话：1595460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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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流通金融产业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利津县交通运输场站综合体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利津县交通运输场站综合体项目位于利津县大桥路以

北，津十路（省道 316）以西。项目总占地约 137 亩，总建

筑面积约 157000 平方米，总投资约 4.83 亿元，主要包括五

金机电城、小商品批发市场、酒店、其他商业项目等。 

四、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4.83 亿元，拟采用引资或其他方式融资。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融资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开发单位利用本地块的区域优势，以高水准的规划设计、

强劲可靠的施工质量、优良的管理，构筑本项目最大的价值

品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城

市服务功能，满足居民出行候车需要，促进消费，切实促进

利津县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综合效益。项目建成运营后，将

大大改善利津县公路客运条件，改善旅客出行条件和出行环

境，对所在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影响也是有利的。 

七、项目单位 

承办单位为利津县国土资源局、利津县交通运输局。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该项目现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土地预审、规划选址

及土地征收储备，可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及时开展土地供应。 

联系人：田同明  联系电话：0546-568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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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前滩物流港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东营港广利港区，分为综合服务区和仓储交易

区。其中：综合服务区总占地面积 678.52 亩，将规划建设综

合商贸中心、集中餐饮一条街、准四星级的配套酒店、综合

性医疗服务中心等办公生活配套服务项目，以及加油、加气、

充电站和车辆维修中心、专业停车场等物流服务设施项目以

及绿色封闭式仓储项目。仓储交易区将打造成国际大宗商品

散货交易中心，以电子交易和供应链服务业务相结合的业务

模式构建有色金属、石油装备及配件、新能源设备及配件、

矿石、棉花、橡胶及农产品等特色散货类商品的交易平台，

总占地面积 460 亩，包括 200 亩的国际散货交易市场和 260

亩的散货配套全程实时监控和自动调度的大型标准仓库。 

四、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17.6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融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作为东营港四大港区之一，随着广利港区的不断开发建

设，其经济腹地将逐步延伸，港区货流、车流、人流将出现

快速增长，预计 2020 年港区货物集运量将达到 1900 万吨，

对服务设施、物流设施及综合配套设施的大量需求将成为制

约港区发展的关键问题。 

七、项目单位 

东营方圆有色国际物流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已完成项目立项、土地规划。 

联系人：崔荣利        联系方式：1317336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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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易瑞国际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主要内容为建设国际电商大厦、联检大厅、保税仓库及

出口海关监管仓库、公共海外仓等设施；铺设海外仓储物流

网络及跨境电商服务网络，提供仓储、物流、通关、结汇等

服务；搭建网络交易平台，以实现在线展示及交易服务、国

际和行业调研咨询服务及大数据服务等服务。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融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该项目主要定位是充分发挥产业优势，依托母公司科瑞

集团强大的采购和营销网络，以“产业+互联网”思维，借

助互联网平台技术优势，搭建以“石油工业+互联网”为主

题的大型国际工业品垂直领域跨境交易与价值服务平台—

易瑞国际石油装备工业品跨境电商平台。预计 2017 年，平

台服务企业数量将超过 3000 家，全年交易额将达到 30 亿元。

建设年限 2015-2019 年。 

七、项目单位 

易瑞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完成项目立项、土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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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山东广丰橡胶轮胎交易中心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主要内容为轮胎原辅材料及轮胎产成品线上交易、线上

供应链融资、仓储物流服务等。该项目主要定位是依靠强大

的产业综合实力，探索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

试点工作，建立从事橡胶轮胎产业链的专业交易中心，为广

大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现代化的采购与配售服务。项目建成

后将依托海关进出口监管仓库、生产贸易企业仓储设施和交

易资金专存机构，建设交易平台和交收园区，积极促进现货

交易，最终逐步扩大完善交易中心的交易交收品种和规模，

形成在全国甚至东北亚地区有较强影响力的天然橡胶等商

品信息、定价、金融、物流中心，努力打造成国际化的橡胶

轮胎交易平台和采购基地。 

四、总投资 

总投资 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融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将为上百家企业客户提供服务，预计年交易

量达 30 万吨以上，交易额超 100 亿元，收入过亿元。 

七、项目单位 

山东广丰橡胶轮胎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完成项目立项、土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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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万方绿营广场项目 

二、建设性质 

其它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东营区，占地 87.5 亩，建设集大型购物、餐

饮商业和文体娱乐等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总建筑面积

14.7 万㎡，容积率 2.2，建筑密度为 18%，绿化率 30%，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12.5 万 ㎡（科研楼 26 层，建筑面积 2.8 万

㎡；酒店 24 层、酒店裙房 5 层，建筑面积 4.6 万 ㎡；写字

楼 21 层，建筑面积 2.1 万㎡；商业 4 层，建筑面积 3 万㎡），

地下建筑面积 2.2 万㎡，地上和地下两个停车场，停车位约

1500 个。 

四、总投资 

 1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规划力求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准，体现人文化、

现代化、信息化、生态化的要求，并结合经济性和适用性，

明确服务消费群的生活特性，满足不同消费群的日常生活和

休闲的要求。预计投产后年产值 16 亿元，实现利税 3 亿元。 

七、项目单位 

东营市万方置业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广场主体已建设完成 

联系人：陈建栋          联系电话：1867866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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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新世纪综合服务楼项目 

二、建设性质 

改造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大厦主体为框架结构，层高 4.6 米，地上 7 层，地下一

层（设计地下停车位 71 个），占地面积 9.7 亩，总建筑面积

32840.74 平方米（地下 3882.48 平方米），项目主体建成并简

单外装。 

四、总投资 

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大厦位于东营区西城商业圈中心位置，地理位置优越。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的快速发展和周边商业环境的综合提升，

使得该综合楼开发利用市场广阔。该项目事宜发展高端医疗、

养老等现代服务业。 

七、项目单位 

东营区人民政府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楼宇主体建设完成 

联系人：陈建栋          联系电话：1867866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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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汽配物流园区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按照产业集聚、集约高效的原则进行分区规划，

建设一站式物流配套服务中心，总占地面积 340 亩，总建筑

面积 8 万 m²。其中储运物流中心 7 万 m²，综合配套服务中

心 1 万 m²。项目分三期开发，一期项目规划建设 12 栋单体

建筑，经营车辆维修、汽配、改装、美容以及农用机械交易

等；二期项目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为核心，带动汽车后市场服

务交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三期项目以汽配贸易和物流仓储

为核心，建设电子商务信息平台、整车制造等综合型汽车业

态。 

四、总投资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8 亿元，一期投资 1 亿元，二期、三

期项目投资 7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6 亿元，铺底流动资

金 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鲁北地区最完善的大型汽服产业基

地。全部投产后，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3.5 亿元，利税 5417

万元。 

七、项目单位 

东营市亚坤旺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立项、规划、土地证、能评、水评、环评、安评、雷评、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消防验收、房

产证、土地证等证件全部完备。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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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综合保税区冷链物流园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东营综合保税区（一期）东南角，占地面积 113.5 亩，

规划建设 6 栋现代化冷库，总建筑面积 60000m
2，总库容量

7.5 万吨。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8 亿元 

五、合作方式 

东营综合保税区投资建设，企业租赁使用或企业自建。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在东营综合保税区发展冷链产业，不仅可以填补东营冷

链产业空白，而且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食品农产品加工、流

通和贸易发展，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七、项目单位 

东营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冷链物流园规划设计方案已完成，目前正在办理项目施

工前期手续。 

联系人：许华军         联系电话：1380546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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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综合保税区珠宝产业园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东营综合保税区内，占地面积 140 亩，设立彩色宝石交

易中心，开展彩色宝石进出口交易，包括彩色宝石、半宝石

的毛坯、半成品和成品等。 

四、总投资 

计划总投资 300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珠宝行业占用资源少，产品附加值高，该项目通过整合、

规范整个产业发展模式，综合配置资源，可为我区乃至全市

带来一个全新的、成熟的珠宝产业链。 

七、项目单位 

东营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同多家生产加工厂家进行沟通洽谈，项目前景好，目前

对项目区进行规划进行编制设计。 

联系人：刘其国             联系电话：18654612369   

 



53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西郊现代服务区汽车小镇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规划面积 5 平方公里，建设内容由“一心二带五区”组

成，一心”即小镇客厅，包括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商贸信

息、文化展示、产品交易和信息管理等六个平台；“二带”

即汽贸产业带、生态产业带；“五区”即商务服务区、游乐

休闲区、生活配套区、智力产业区、竞技体验区。  

四、总投资 

至 2020 年，小镇初步规划总投资 43.4 亿元 

五、合作方式 

PPP、独资、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小镇规划范围内已建成汽车 4S 店 37 家，涉及各类汽车

品牌 48 个，年均销量达 15000 辆以上，超过全市总量的 60%，

是东营规模最大的汽车贸易集聚区。在东营西郊现代服务区

建设汽车小镇将具备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七、项目单位 

东营西郊现代服务区管委会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汽车小镇的规划将坚持“国际标准、全国眼光、本地特

色、高点定位、分步实施”的原则，已委托国内外知名规划

机构对小镇建设进行整体规划，下半年即可开始建设。 

联系人：张伟海     联系电话：0546-208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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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产业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湖滨新区鸣翠湖水上乐园项目 

二、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鸣翠湖水上乐园规划面积约 300 亩，重点打造集休闲、

娱乐、运动为一体的水世界游乐园，重点开发儿童娱乐区、

水上运动区和岸线休闲区，为游客提供水上游玩、湖边休闲

的场所。 

四、总投资 

总投资约 1 亿元，资金来源为招商引资。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将辐射周边地区，年销售收入将达 2500

万元，并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七、项目单位 

东营市河口区湖滨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截至目前，湖滨新区基础配套基本完成，“三纵四横”

路网框架基本贯通，市民广场、音乐喷泉等沿湖景观建成开

放，鸣翠湖核心景观初步形成，被评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 

联系人：刘芳   联系电话：0546－608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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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孙子文化园资本合作项目 

二、建设性质 

其它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孙子文化园是孙子文化旅游区的核心项目，是我县重点

打造的旅游项目，是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孙子兵法与孙子文

化品牌为核心依托的文化旅游产业新区。项目总占地 1300

亩，总建筑面积 80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兵圣宫、水上交战

区（春秋小镇）、儿童游乐区、攻城演绎区、兵器展示区、

速度体验区等六大分区。 

四、总投资 

计划总投资约 2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股份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自 2014 年 7 月开园以来，孙子文化园运营情况良好，

累计接待游客 105 万余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4000 余万元。

通过有效资本运作注入该优质资产，将进一步提高项目产品

质量，完善园区旅游服务功能，丰富经营业态布局，聚集旅

游发展人气，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夯实发展基础，有

效实现合作双方互利共赢。 

    七、项目单位 

    山东兵圣孙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项目已建设完成，并开放运营。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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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凤凰城文化旅游区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改造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区位于利津县城津一路以东古城区，总占地 2 平方

公里。规划建设“一心一轴四区一带”。“一心”：既附件西城

门作为游客接待中心；“一轴”：既建设凤凰古街景观轴。“四

区”：一是建设以大隅首为核心的文化旅游区，附件李家大院

（包括李神仙洞）、文庙、关帝庙等古建筑；二是建设凤凰

古街古建筑群，打造会就风情旅游、体验和购物区；三是在

东北部建设“盐文化”观光体验购物区；四是依托黄河生态公

园打造黄河文化风情体验娱乐区。“一带”既沿凤鸣湖建设旅

游地产开发带。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30 亿元，政府投资进行

规划编制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外商进行项目开发。 

四、总投资 

估算总投资 3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将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让游客

充分领略到黄河口历史文化的繁荣景象。预计每年将接待游

客 60 万人次以上，可实现年收入 2.4 亿元左右，将产生较好

的经济效益，市场前景广阔。 

七、项目单位 

利津县文广新局   利津县旅游局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正在积极协调争取。 

联系人：纪双庆  联系电话：1379205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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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北宋镇乡村旅游项目 

二、建设性质 

改造 

三、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 

项目区主要包括佟家、坊子、南贾家等古村落，高家、

三岔、董王特色林果、蔬菜种植基地，主要是古村落房屋修

缮；村内路、环村路的拓宽和修建；娱乐设施的建设；农家

乐和民俗文化馆建设。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2 亿元，农业园区建设由财政、民间投资，旅

游等以招商为主。 

五、合作方式 

合作、合资 

六、项目进展情况 

前期财政和民间资金投入 2000 万元，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基本完成，果树采摘园、蔬菜大棚区已初具规模；古村落

主干道修葺一新。 

七、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刘静   联系方式：0546-562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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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海上新城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海上新城主要构建以特色景观游赏中心、娱乐休闲度假

中心、海上科技展示中心、乐活养生体验中心四大主题工程，

建设成为集生态、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未来海上新城。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0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融资 

六、市场预测暨效益分析 

  东营属于临海城市，有着更为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同时

东营的海产资源较为富足，东营地区古老，具有独特的文化

底蕴，能够具有东营式的海上新城，具有黄河文化，海洋文

化，石油文化。 

    七、项目单位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珠海滨海新城置业公司 

  联系人：张添         联系电话：830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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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天宁寺文化旅游区提升项目 

二、建设性质 

扩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建设内容：一是配套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游客中心、

供暖、供水等配套，约 30 亩的餐饮服务区等；二是建设庙

会一条街（黄河口印象），主要建设商业文化街和文化园区。

总占地面积约 310 亩。 

四、总投资 

总投资：14000 万元，拟全部招商引资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天宁寺文化旅游区是是东营旅游“双五双十双百工程”

发展框架中“五龙”之一，于 2014 年被评为国家 AAAA 级

旅游景区。该项目的建设，一是能够营造更加舒适的旅游环

境，进一步达到 AAAA 级旅游景区标准；二是能延伸旅游产

业链条，有效留住游客；三是与周边伟浩庄园、和利时水岛

庄园等景区优势互补，有效促进我市沿黄旅游产业带发展。 

七、项目单位 

垦利区胜坨镇人民政府与山东东辰佳日置业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已完成天宁寺前广场铺装绿化工程的招标手续 ,完成

2000 平方米铺装，公园内部监控设备安装完成；溢洪河内种

植了莲藕，放生池内养殖锦鲤；公园内安装了标识牌；移动

厕所已安装完成；完成公园内绿化补植，对公园内景观小品

及溢洪河护栏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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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润松农业胜利小镇森林旅游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建设内容：设计规划以彩色林场建设为主，配合渔湖水

面、湿地景观、林下经济开发、体验式农家乐、森林木屋、

森林思考亭、农林科普教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旅游项目。 

建设面积：5200 亩 

四、总投资 

总投资15000万元，拟招商引资6000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我国的森林旅游市场正迅速崛起，2015 年林业旅游与休

闲人数达 23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00 亿元。2016 年国务

院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完善森林

旅游产品和设施，推出一批具备森林游憩、疗养、教育等功

能的森林体验基地和森林养生基地。鼓励发展“森林人家”、

“森林小镇”。加强森林旅游公益宣传，鼓励举办具有特色

的森林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七、项目单位 

东营润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截止 2017 年 5 月项目已完成一期苗木种植，林下经济

开发计划 6 月初开始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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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口汽车露营营地开发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1.土建工程。土建工程 17000 平方米 

    2.道路及场地。道路修建 44.4 万平方米，场地硬化 4.5

万平方米 

    3.小水利。沟渠开挖 233.1 万立方米，桥涵 65 座，船坞

式营地 5 座。 

    4.水电油污系统。小型加油站一座，箱式变电设备 7 套，

小型自来水泵站 3 座，垃圾回收站（含垃圾运输车 2 部）3

座， 输水管线 8 万米（含卡式水表 500 块），低压输电线路

20 万米（含卡式电表箱 500 套），野外防护隔离栅栏 6.7 万

米。 

    5.设备购置。集装箱式房车（太阳能）加工 100 套，自

动免冲洗厕所 200 套， 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机组 120 套， 运

输保障消防救援车辆 12 部， 电子监控和无线通讯系统 1 套， 

汽车影院设备 3 套。  

四、总投资 

投资总合计 33491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项目建设单位 

通过招商引资确定 

    七、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1、休闲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 

     2、汽车消费意识日益浓厚 

     3、汽车露营项目发展时机已经成熟 

     4、黄河三角州地旅游资源开发的有益补充。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尚处在项目建议和可行性论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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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口湿地休闲度假区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自然保护区南部入口区域。占地面积约 8.76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指标 2000 亩。该项目立足优越的区位

交通优势，以“悦活黄河口·生活之境”为发展定位，建设黄河

口生态旅游区门户服务小镇。积聚旅游服务、休闲商业、文

化体验、温泉度假等多元业态，营造最具黄河口气息的悦活

体验。主要策划项目有游客咨询中心、房车（帐篷）营地、

水上高尔夫、温泉度假酒店、黄河口国际会议酒店、红毯水

屋、滨湖街区、欢乐水岸、创意集市、风情渔乡、行政中心

等。 

四、总投资 

估算总投资 57.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融资、BOT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该项目定位为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门户小镇，承载着旅游

集散、餐饮住宿、休闲游览、商务会议等功能，面向黄河口

生态旅游区所有游客，初步预计其旅游接待量为黄河口旅游

区总量的 90%，到 2025 年，项目基地游客接待规模将达 108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 9 亿元。 

七、项目单位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现已完成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 

联系人：王忠敏              联系电话：83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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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口集装箱度假小镇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自然保护区内黄河南岸，北临黄河，东至远

望楼停车场，西侧、南侧紧邻景区主路，西北角为黄河浮桥。

预计占地面积 50 亩左右。包括汽车营地房、商业街、美食

街，度假酒店、商业开发温泉度假单体酒店、生态园地六项

建设内容。 

四、总投资 

估算总投资 45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融资、BOT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该项目是在保护景区旅游资源、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解决景区服务配套难题的积极探索，对山东省湿地

保护、旅游开发有重大启示意义。 

七、项目单位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现已完成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 

联系人：王忠敏              联系电话：83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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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口生态部落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自然保护区内，东临远望楼及泥滩捉蟹景点，

南部为天然柳林及鸟类放飞区，西侧为鸟岛，用地面积约

222.4 公顷。借势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的契机，挖掘保护区深厚的文化及自然资源的潜力，主要建

设水上娱乐、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科普教育、文化体验、

观光休闲等旅游项目。 

四、总投资 

估算总投资 476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融资、BOT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有利于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增加旅游经济收

入，对于活跃地方经济、改善当地投资环境也有积极的意义。

因此，项目建成后，对于推动东营市的经济建设，提升旅游

产业发展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作用。 

七、项目单位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现已完成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 

联系人：王忠敏              联系电话：83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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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广饶国际生态慢城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建设规模 

主要包括驳岸改造，慢行道路系统改造，旅游厕所、停

车场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建设慢行交通系统，以桥头王、

东马、封庙、东庄子、西朱营、赵庄等为重点，推进村庄改

造。 

四、总投资 

预计约 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建设年限 

2017 年—2019 年 

七、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先进性和可行性 

慢城是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一是通过创建国际慢

城，推进宜居宜游城市建设；二是通过创建国际慢城，促进

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三是通过创建国际慢城，提升广饶旅游

品牌形象。通过大力发展“慢旅游”，进一步丰富广饶旅游

发展业态，打造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格局，提升广饶旅游的品

牌形象。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正在进行项目设计相关工作，《生态国际慢城旅游

配套设施规划设计费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已发布，

计划 7 月底前全部完成项目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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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三角洲生态旅游文化及温泉乐养健康城 

二、建设性质 

续建、扩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8000 余亩，计划投资 30 亿元，将旅

游文化和医疗养老综合为一体，即打造旅游—养老及产业融

合的综合体项目。主要分三期建设完成，项目一期主要为游

客集散中心项目，二期为温泉度假区以及儿童水上乐园项目，

三期为胜利利丰老年颐养院项目。 

四、总投资 

计划总投资 30 亿元，需引进投资 2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可有效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

的晚年乐养的平台。从整体社会效益上讲，利丰集团实施项

目的两大主体内容，体现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其回

报社会，感恩社会的反哺情怀。 

七、项目单位 

胜利油田利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已累计投资约 1.6 亿元，建成了游客接待中心、拓展中

心、生态种植园、利丰垂钓园、苗圃基地和 16 栋休闲景观

房等一期工程，部分设施已对外营业。二期工程温泉中心项

目相关土地手续正在办理中。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报告、

土地预审、规划选址意见书、环评报告、策划书、专利书等

一期工程手续完备，二期工程手续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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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口滨海旅游小镇项目 

二、建设性质 

扩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新汇东海岸温泉度假区、游艇社区、生态养老乐园、黄

河口极地海洋世界、水上乐园、滨海大道、中心渔港等项目。

建设面积：15000 亩 

四、总投资 

总投资 30 亿元，拟招商引资 2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丰富的旅游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巨大的市场潜力，

必将成为黄河入海口旅游发展的龙头项目，成为促进服务业

发展的新引擎，且拥有以黄河文化为背景的独特优势，必将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良好的业态和市场生命力。 

七、项目单位 

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正在与泛华集团商谈特色小镇规划活动，同时与光

合文旅、皖江基业等社会资本进行初步对接。 

 



68 

 

现代农业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健康食品生态产业融合加工园区

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依托山东乐安府食品有限公司，建设规模为 300

亩的健康食品中央厨房加工园区核心区，主要建设产品加工

基地、产品研发孵化基地、展览交易基地、电商平台及大数

据中心、农民合作社培训中心、冷链仓储中心、物流配送中

心、供应链服务中心等，建立相对完善的品控和供应商准入

体系，通过食材标准化、烹饪技术标准化，打造标准化工厂；

建设黄河三角洲地区中央厨房销售和物流配送中心，形成团

膳供应链生态链。 

四、总投资 

计划总投资 8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 亿元，铺底流

动资金 4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按照每天供应 200 余万人次的餐饮需求，年可实现产值

10 亿元，利润 1.5 亿元；三年内形成每天供应 500 余万人次

的餐饮需求，可实现产值近 30 亿元，利润 4.5 亿元。 

七、项目单位 

山东乐安府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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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工厂化养虾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分别建设种虾繁育基地，占地面积 50 亩；虾苗

培育基地占地面积 400 亩；益生菌及藻类培育基地，占地面

积 100 亩；成虾养殖基地，占地面积 4800 亩，；循环水处理

系统，占地面积 500 亩，；办公生活区、质检、实验室、仓

库占地面积 150 亩。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3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使用先进的标准化节能材料，采用循环水养殖方

式，实现零排放，零污染，符合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可

持续循环发展的要求。 

目前，市场成虾的单位销售价格 4.5 万元/吨，年营业额

可达 27.54 亿元人民币，年利润 5.508 亿元人民币（利润率

20%）。项目共投资 13 亿元人民币，建设期一年，以年利润

5.508 亿元计算，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3 年 5 个月。     

七、项目单位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汇洋集团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通过多次对接，畜牧区与项目投资方已就合作条件达成

一致意见，并起草了框架协议，正在修订完善。 

联系人：刘向冶             联系电话：1379208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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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三角洲莲藕高效生态创新示范区建设项目 

二、建设性质 

扩建 

三、项目内容和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垦利区，占地面积 3000 亩。建设莲

藕科技研发区、生态种养区、加工产业区和观光农业休闲区

四大主体功能区。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02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合资或融资 

六、项目单位 

东营市盛元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七、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该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选址等手续，已建设

藕池 2000 亩、莲藕-水生动物共养池 450 亩、标准化生产路

10000 平方米，标准化水渠 2 公里；建设花莲种质资源基地

40 亩，引进品种 252 个。 

 联系人：李燕子  联系方式：1860646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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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10 万吨出口蔬菜深加工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 

    项目位于利津县盐窝镇，占地 100 亩，建设年加工贮藏

蔬菜能力达到 10 万吨加工厂 1 处，同步配套建设标准化出

口蔬菜基地 6000 亩。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6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合资、融资 

六、市场预测和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可年新增加工速冻蔬菜 10 万吨，新增销

售收入 40000 万元，利税 7500 万元，出口创汇 6000 万美元。 

七、项目单位 

利津县盐窝镇政府  

利津县农业局 

联系人：赵建海  联系电话：0546-562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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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对虾养殖工业园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以 2000 亩为一个养殖单元进行开发建设，建设

净水设施、地热设施苗种车间 50 座、产下养殖车间 300 座

（每座有效养殖空间 650 平方米），可以实现每天上市商品

虾 12 万斤。 

  四、总投资 

总投资 6 亿元 

五、合作方式 

融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从市场行情来看，每斤商品虾市场均价 45 元，净利润

30 元以上。每平方米年产量 80 斤，净利润 2400 元，每个养

殖车间年收入 156 万元。整个 200 亩养殖单元，300 座成虾

养殖车间年收入 4.68 亿元，当年即可收回建设成本。  

七、项目单位 

珠海滨海新城置业公司 

    联系人：张添           联系电话：0546-830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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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口大闸蟹养殖示范基地 

二、建设性质 

扩建、改造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 2000-3000 亩，依托基地建设为农

服务中心 4000 平方米，主要是化验室、实验室、培训室、

电商平台等。 

四、总投资 

32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黄河口大闸蟹荣获中国十大名蟹、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山东省十大渔业品牌等称号，品牌价值达 16.3 亿元。项目完

成后可年产黄河口大闸蟹 63 吨，实现销售批发收入 567 万

元，获毛利 189 万元；按自销 50%，可实现零售差价毛利 252

万元；大闸蟹生产资料展销、黄河口系列农产品展销和休闲

餐饮住宿等，可实现销售毛利 120 万元。每年可实现直接毛

利 561 万元，预计资本回收期六年。 

七、 项目单位 

黄河口大闸蟹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现已发展标准化基地 500 亩，水、渠、路、电已配套。 

    联系人：高吉存    联系电话：1865461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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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黄河方舟食品科技园项目 

二、建设性质 

扩建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车间 51448 平方米，新上鸡、鸭屠宰线各 2 条，食

品加工线 2 条；建设年存储能力 10000 吨的冷库；科研中心

办公楼 6646 平方米等。年屠宰商品鸡、鸭 1.2 亿只，加工成

品鸡、鸭 7200 万只，年流通冷冻禽肉 150 万吨。 

四、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5.6 亿元，其中项目承担单位自筹 4.1 亿元，

拟引资 1.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入股、融资 

六、市场预测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可年屠宰商品鸡、鸭 1.2 亿只，加工商品

鸡鸭 7200 万只，实现销售收入 41.3 亿元，利税 2.78 亿元。 

七、项目进展情况 

已建成肉鸭屠宰线 1 条；办公楼、宿舍楼、职工餐厅已

投入使用；车间、冷库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八、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王高国  13656475999 

联系人：    张延光  158546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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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利津肉羊屠宰及深加工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肉羊屠宰及深加工生产线。 

四、总投资 

总投资 2 亿元，拟招商引资 

五、合作方式 

 融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利津县盐窝镇有发展肉羊产

业的基础和潜力，通过项目建设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

动全县肉羊产业化快速发展，有利于改变传统粗放的生产经

营模式，实现标准化生产，打造肉羊品牌，进一步促进肉羊

产业化发展，优化农业结构，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增加

农民收入。 

七、项目单位   

利津县畜牧局 

联系人： 孟宪雨 李清  

联系电话： 18605468156 1886546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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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年产 1 万吨高端有机花生油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利津县经济开发区，占

地面积 20 亩。计划建设面积 4000 平方米生产车间及配套设

施，引进日产 30 吨花生油低温压榨流水线，100 吨/日脱蜡

分提全套生产线。 

四、总投资 

总投资 1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5100 万元，流动资

金 4000 万元。申请省级现代农业发展引导基金 1500 万元，

融资 4500 万元，企业自筹 40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投产后，日产有机花生油 30 吨、年产 1 万吨生产

能力。可年增加销售收入 1.5 亿元，实现利润 2600 万元。投

资利润率 26%，投资回收期 3.8 年。 

七、项目单位 

东营三和油脂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完成规划设计和可行性论证。 

联系人 巴占文    联系电话 0546-770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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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山东双福 2000 亩现代花卉示范园区建设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建设内容与规模  

  一期工程重点建设高档自动化温室 50000 平方米、蔬

菜花卉组培室 1000 平方米和青少年农业科普、智慧体验、

绿色婚礼、电子商务、现代农业观光温室 5000 平方米；二

期工程建设示范园区 1370 亩。 

四、总投资 

总投资 4.2 亿元。采取企业自筹和招商引资、融资等方

式进行，其中企业自筹资金 50%以上。 

五、合作方式 

合资、入股、融资、合作、BOT、TOT 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年产高档蔬菜、花卉组培苗 1500 万株，

高档盆花 1000 万盆，扩繁荷兰、以色列引进优质种苗 600

万株，年可实现产值 2.6 亿元。 

七、项目单位 

东营双福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立项手续正在办理，整体规划设计正在进行中。 

  联系人：赵大勇 、王唯      

  联系电话：18554616850、1332503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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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国家现代农业庄园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根据园区空间布局结构，规划建设“八区”、“两廊”、“一

屏”。八处各具特色生态观光的重点旅游景区，即传统农耕

游览区、稻作农业认知区、水产养殖参与区、养殖循环经济

区、渔业养殖观赏区、林业休闲养生区、农产品加工体验区、

综合服务中心区，两廊：环渤海高等级公路生态体验廊、新

博（东八）路生态发展廊；一屏：沿黄河农场北侧外围、东

侧外围规划生态防护林带。将新兴旅游业和现代化农业充分

融合，以体验式农业旅游和知青文化旅游为亮点，打造独具

特色的黄河口生态农业庄园。   

四、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5.86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筹和争取上级

财政资金。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庄园，是农业和旅游业结合新型经营

模式，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构筑生态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七、项目单位 

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项目已通过国家旅游局和农业部初审，提报了项目申报

补充材料，并组织专家研讨会进行了自我评审。目前正在完

善基础设施配套，为项目最终评审做准备。 

联系人：刘向冶        联系电话：1379208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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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广利港现代渔业产业化项目 

二、建设性质 

改造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一是成立大型远洋捕捞公司。引进大型远洋拖网捕捞船

20 艘，运力船只 30 艘，成立规模为 50 艘的大型远洋捕捞公

司。二是建设水产品综合性平台。配套完善公益性设施、经

营性设施、辅助性设施，建设 5 万平米水产品综合性交易平

台等。三是建设浅海生态养殖示范区。结合广利港浅海养殖

现状，建设 10 万亩贝类滩涂养殖示范区和 10 万亩南美对虾、

鸡尾虾、梭子蟹、鲅鱼、鲈鱼等网箱养殖示范区。四是加强

产、学、研合作。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在广利港设立

科学研究站点，促进相关科技成果在广利港实施转化。五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集假日休闲、餐饮、垂钓、温泉、

汽车露营等于一体的休闲度假区。 

四、总投资 

53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或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依据国家与山东省发展“海上粮仓”的战略指引，结合

了东营产业发展布局与广利港现状，依靠产、学、研相结合

方式来促进渔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可打造可持续循环经济休

闲渔业。 

七、项目单位 

东营区广利渔港管理局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正在编制项目可研报告 

联系人：陈建栋          联系电话：1867866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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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东营鑫大地观光阁海洋经济融合示范园项目 

二、项目建设性质 

扩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北，占地面积 370158 公

亩。主要建设内容：1 号车间采用 MVR 技术海水淡化 50 万

方淡水用于发展海洋中草药及碱性蔬菜种植业；2、3 号车间

为物流储存仓库，后期为海产品加工车间；4 号车间一楼是

盐文化展馆，二楼电子商务和物流管理区，三楼接待室餐厅，

四楼观光区配套设施。 

四、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其中企业自筹 1 亿元、拟引资 2 亿

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或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投产后，能实现年销售收入 6000 万元、创造利税

2000 万元。同时能够解决 500 个就业岗位。 

七、项目单位 

东营鑫大地化工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企业前期已有基础设施，立项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联系人：张久明 联系电话：0546-3187888 1500688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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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 1830 亩，是东营高新区发展新材

料新能源产业的专业性园区。该园区以高佳新能源有限公司

的动力锂离子电池项目为动力，推进高新区新材料新能源产

业的发展，后期将新增光伏、锂电池改性材料等相关产业，

完善园区产业体系，建设成东营市乃至省内知名的新材料新

能源产业园。 

四、总投资 

8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利税 30 亿元。新

材料新能源行业是东营高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着力点，

也将成为高新区经济的增长点。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园的建设

将补充完善高新区产业体系，进一步加大产业集聚，降低相

关行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经济快速发展。 

七、项目单位 

东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已完成规划编制 

联系人：陈建栋          联系电话：18678668588 



82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合作方计划利用五年时间建成占地规模 1500-2000 亩，

总建筑面积 150-200 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园区，

吸纳进驻产业龙头企业 15-20 家，以及一批集群化的教育培

训、规划设计、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进出口、部品部件规

模化优势生产企业，形成“技术研发、规划设计、产业孵化、

培训教育、展览展示、材料创新、施工订单、标杆示范”等

完整产业链条的装配式建筑总部基地。 

四、总投资 

8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等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利税 30 亿元。打

造“国家级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装配式建筑科技创新

基地”、“新型装配式建筑产业工人教育培训基地”，并努力

推动东营市建设成为国家级的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七、项目单位 

东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正在编制产业规划，已完成土地整理 

联系人：陈建栋          联系电话：1867866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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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精工集成化石油装备制造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地址位于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道办事处德

州路以北、华山路以西；总用地 60665 万平方米（约 91 亩），

总建筑面积 40749 平方米包含 1#-3#车间分别为 7100 平方米，

3 层厂房生活间 9900 平方米，5 层科研楼 4889 平方米，3 层

产品检验中心 2460 平方米，3 层特种实验楼 2130 平方米，

门卫 70 平方米；本项目生产精工、集成化石油装备产品。 

四、总投资 

本项目投资 28684.39 万元，建设期拟申请银行贷款 6000

万元，其余为企业自筹。 

五、合作方式 

入股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实施后，年销售收入 23000 万元，年利润总额

11704.3 万元，净利润 8778.22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 4.8%，

税后内部收益率 25.99%，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5.06 年。 

七、项目单位 

山东盛中油气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项目前期的立项报告、土地预审、规划选址意向书、环

评报告等已办理完成。 

联系人：李佃波         联系电话：1356228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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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工业化住宅 PC 预制构件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总占地 100 余亩，建设年产 15 万立方住宅工业化 

PC 预制构件项目，并配套建设研发中心、检测中心、生产

车间等。 

四、总投资 

计划总投资约 1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预计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6 亿元，利税 13500

万元。 

七、项目单位 

山东鸿坤住工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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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含油污泥热解碳化处理装置的研发生产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由山东拓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产学研用”合作项目，通过采

用“预处理—热解—碳化”组合生产工艺，使含油污泥在绝

氧条件下，通过中温加热，使有机物热解碳化，最终生成活

性炭（焦），达到固废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目的。在目

前日处理 50 吨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设计、优化操作指标，

降低处理能耗和成本，研发单套日处理能力 100 吨装置。 

四、总投资 

30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入股 

六、项目建设单位 

山东拓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七、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我国污泥年产量高达约 7000 万吨，包括约 3500 万吨的

市政污泥和 3500 万吨的工业污泥，并在逐年递增，市场前

景广阔。项目实施后，可年生产含油污泥处理装置（50 吨/

天）6 台套，可实现年产值 1.2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 150 余

人。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前期调研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项目已立项；

已申请发明专利（专利号为：201610000094.1）进入实审阶

段。已办理环评备案（备案号：2017370502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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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普瑞希环保产业园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山东省垦利经济开发区，规划占地面积 160 亩，

主要建设生产车间、研发及会展中心、专家公寓、职工宿舍、

国家级实验中心等，同时购置卷板机、剪板机、折弯机、车

床、机床等主要生产设备。 

四、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4.5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3909.3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11090.7 万元。拟公司自筹资金 2.7 亿万

元，银行贷款或招商融资 1.8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时，年营业收入 79350 万元，年利润总额

16791.9 万元，年净利润 12600 万元（所得税后），项目总投

资收益率 37.32％，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28.0％，所得税后

项目投资回收期 5.36 年（含建设期）。 

七、项目单位 

东营普瑞希科技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新注册成立东营普瑞希科技有限公司，立项、能评、营

业执照已办理完成，环评、安评手续正在办理。 

联系人：庄庆辉         联系电话：1335683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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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才引智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广饶长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长城创新港项目 

二、建设性质 

扩建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为集约利用土地，广饶长城投资建设公司新上“长城·创

新港”项目，建设了标准化厂房、仓库、办公及其它配套设施，

以出售或出租等形式为入驻企业服务。项目占地 10.3 万㎡，

总建筑面积 15.6 万㎡。其中厂房区 13.3 万㎡，中心服务区

2.3 万㎡，容积率 1.505，建筑密度 41.37%，绿化率 9.1%，

停车位 372 个。项目以多层标准化厂房为主，建筑层数为三

至四层。 

四、总投资 

计划总投资约 4.5 亿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项目全部投产后，可进一步发挥经济开发区的集聚效应，

强化新型工业化园区的孵化作用。预计可以孵化中小企业 50

余家，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10 亿元，利润 2 亿元。 

七、项目单位 

广饶长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目前项目一期 5 万㎡厂房已投入使用，二期土地手续已

办理完成。 

联系人：吴波   联系电话：0546-6457966  139546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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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科研基地建设项目 

二、建设性质 

新建 

三、项目内容及规模 

黄河三角洲科研基地建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黄河三

角洲研究中心、国际三角洲会议论坛      

四、总投资 

黄河三角洲科研基地建设计划总投资 8500 万元，其中

基础设施 7000 万元、科研样地及设施 1500 万元。资金来源

为自筹和争取上级财政资金。 

五、合作方式 

合作 

六、市场预测及效益分析 

建成在世界上具有鲜明特色的河流三角洲开放研究平

台，吸引和汇聚国际上多学科的专家学者。通过科研基地的

建设，将为科学研究创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战略实

施等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七、项目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 

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近日，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第 4 次所长办公会议研究，正

式决定在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成立地理资源所黄河三

角洲研究中心。畜牧区与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也进行了工作对

接，就黄河三角洲研究中心、科研基地建设和二级法人单位

登记工作等情况进行了沟通。 

联系人：王立兴         联系电话：1867868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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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高性能油田深采封隔器研究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东营百华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卫；职务：经理； 

联系电话：18366966693；电子邮箱：dybhsy@163.com。 

单位简介 

东营百华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注册资金

6000 万元，是胜利油田指定生产厂家之一。公司主要提供完井、防

砂等过程解决方案，并支持相关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研发。 

公司位于东营区，占地 42000 平方米，拥有各类先进数控车床、

机床设备 65 台、辅助生产设备 20 台，配备了完善的产品检测系统。

公司已拥有 36 项国家专利，其中 5 项发明专利，高强度复合滤砂管、

高性能油田深采封隔器成为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

2016 年通过了 API 认证、安全标准化认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2013 年公司通过了 ISO9001 ： 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2004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公司建有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市级工程实

验室等。需要从事油田井下工具研发，能够带领研发队伍开展关键

技术开发及新产品研制的专业性技术人才。 

需具备条件 
1、专业：石油工程、高分子、材料等专业博士学位；2、履历要求：

具有相关从事工作研发、应用的经验。 

可提供待遇 年薪面议，缴纳五险，提供住房。 

备注 东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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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精工集成化石油装备制造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东营鑫华莲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佃波；职务：总经理； 

联系电话：135622863156；电子邮箱：info@xhloil.com 

单位简介 

东营鑫华莲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资金 7508 万元，

现有员工 50 余人，公司主要产品钻完井工具、井口装置采油树，精

密滤砂管、泥浆不落地系统、自动换杆器等，2016 年销售收入 1.13

亿元，利润 2000 万，利税 1900 万元。2017 年计划投资 1.3 亿元开

发新型疏浚船舶制造项目、钻井用猫道机和新型泥浆不落地系统系

列产品。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2017 年在石油装备制造，油区环境治理等领域引进人才，加快企业

产品的提升。 

需具备条件 石油装备研发方面的硕士、博士 2-3 人 

可提供待遇 薪资面谈、缴纳五险 

备注 东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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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油套管新型材料项目、石油装备智能化生产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东营市永利精工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涛；职务：副总； 

联系电话：18661382727；电子邮箱：liangtao@yongli-octg.com。 

单位简介 

东营市永利精工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09 月，注册资金

人民币 6200 万元。公司的主要产品油套管接箍、短节、安全接头等

广泛应用于全球石油钻井、煤层气钻井行业，部分高端系列产品被

国外客户指定应用于深海石油钻井。现公司产品主要生产附加值高

的新型材料、特殊扣型产品，以出口为主，直接销往美国、加拿大

以及南美的终端用户，内销客户有胜利油田、长庆油田和国外油田

在亚洲及中国的大采购商。内销客户多数也是直接出口或者配套油

套管出口至他们的国外客户。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公司主营业务为石油油套管接箍的生产、销售，抽油杆修复业

务，石油机械配件等加工、销售，石油技术服务以及标准的理化性

能试验室。公司现有员工 116 人，本科及硕士以上学历占 23%，专

科学历占 55%。有着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和生产能力，形成了科研

开发、定型生产、综合销售的一体化经营。 

 

需具备条件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硕士、博士 1-2 人 。 

可提供待遇 
本公司待遇优厚，缴纳五险、享受住房补贴、工龄补贴、免费体检、

公费旅游，带薪休假、生日及节假日福利等。 

备注 东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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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新型胶黏剂研发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山东常青树胶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管林 

联系电话： 0546-7716618；电子邮箱：sdcqs@163.com。 

单位简介 

山东常青树胶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万能胶、白乳胶、发泡胶、

硅酮胶、鞋胶等胶粘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负责起草 GB/T27561-2011《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SBS）胶粘剂》国家标准，该标准现已实施；高固含、低 VOC SBS

万能胶项目研究开发通过科技成果鉴定专家评审会并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水性万能胶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

公司共有专利 16 项，先后获得科技型企业、省级“一企一技术”研

发中心、省级“标准化良好行为 AAAA”级企业、中国专利山东明

星企业、最具发展潜力科技企业、优秀科技企业等荣誉。作为行业

内首批通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十环）、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和 ISO14001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常青树一如既往地

坚持“诚信、务实、创新、共赢”的企业宗旨，立足高起点，坚持

高要求，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公司年产 3.5 万吨胶粘剂，产销量在

全国雄居首位，产品远销东南亚、东欧、非洲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新型环保型胶黏剂生产工艺：目前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百种胶黏

剂产品，产品质量稳定、品质超群。为丰富产品系列，欲开发用低

碳、绿色、可再生循环等环境友好性原料，生产性能可靠、质量稳

定性、安全环保型系列产品。目前已建立联系人选：吉林大学珠海

学院化学与药学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孟凡欣教授 

需具备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的创新人才或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创新团队。 

可提供待遇 企业提供资金、实验室、设备及相关人员配合。 

备注 河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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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高档纺织颜料研发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东营安诺其纺织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汤耘田 

联系电话：13774902977；电子邮箱：tyt_yt@anoky.com.cn 

单位简介 

东营安诺其纺织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档分散染料研发、生

产、销售的科技型公司，隶属于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占地面积 126 亩，投资 1.8 亿元，用于建设年生产 1.2 万

吨分散染料及滤饼项目。公司积极研发生产节能环保型新型分散染料

产品。公司聚酯超细纤维分散染料和高水洗牢度分散染料等主导产品

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10%。公司拥有行业一流、专业知识涉及多领域

且年龄结构合理的具有扎实理论知识和丰富纺织化工实践生产经验

的专业技术研发团队。公司有十多项新开发科技成果开发并进入产业

化阶段，取得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部分科技成果技术水平属国际先

进、国内领先，成果产品的应用性能优于相关国家或国际通用标准，

项目产品获得客户的认可。 

人才团队及

技术需求 

1、重氮化投料工艺优化：现在工艺流程：仓库送料→吊装至三楼→

三楼重氮人员人工投料，期望通过工艺优化，实现自动化投料及安全

连锁系统，全自动化均匀放料，实现自动控制加料速度：仓库配料至

料箱→吊装至四楼放料口→三楼重氮人员通过关风器按工艺要求均

匀放料。2、生产环境改善：改善操作环境，降低工人劳动强度。目

前已建立联系人选：东华大学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志平教授 

需具备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的创新人才或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创新团队。 

可提供待遇 
企业可提供实验场地，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可提供部分设备用于实

验，有专业的科技人员。 

备注 河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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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石油化工类产品综合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秀伟，副总工程师    联系电话：0546-2566277 

单位简介 

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是一家以石油化工为主业，集石油加工、纺织、热

电、酿酒、供热、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10339.18 万元，总资产 157 亿元，占地 5000 多亩，员工 3000 余名，

目前石化主业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到 400 万吨/年，综合加工能力达

到 1000 万吨/年。拥有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延迟焦化、蜡油汽柴

油加氢、催化重整、干气制氢、气体分离、醚化、MTBE、甲醇、硫

氢化钠、二甲醚、丁二烯、异戊二烯、催化剂、热电联产等装置。先

后被授予中国制造业 500 强、中国化工 100 强、山东省企业 100 强、

全国化工环境保护先进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先进企业、山东省节能

先进企业、东营市功勋企业、东营市市长质量奖等荣誉称号。 

人才团队及

技术需求 

1、以丁二烯为原料，引进国际先进（或领先）关键绿色节能环保新

技术，采用直接氰化法生产己二腈产品； 

2、引进目前国际领先技术，以苯为原料，采用环己烯水合-氨肟化-

气相重排路线，生产高品质己内酰胺产品，项目不产生低值硫铵副产

品，具有流程短、三废少、节能、安全、产品质量高端等特点。 

3、突破异丁烯一步氧化法工艺技术及其催化剂研究开发，以异丁烯

为原料，生产甲基丙烯酸甲酯产品，具有成本低、污染小、经济效益

等特点，进一步提高异丁烯附加值。 

4、引进相关高科技研发专家，突破加氢催化剂再生关键技术，使再

生催化剂在活性、选择性、强度等方面达到新鲜催化剂的 99%以上，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设相应工业化应用项目。 

5、节能环保创新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如丁烯氧化流化床工艺制丁

二烯生产大量污水的有效处理，铁铝锌等混合絮凝物废水的回收综合

利用、氮氧化物废气高效综合处理新技术等。 

6、炼厂油品结构优化、产业链延伸及精细化工生产方面的专家。 

需具备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的创新人才或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创新团队。 

可提供待遇 
公司为创新人才或创新团队提供科研场所、科研设备等必要的科研条

件，配备启动资金；双方根据完成成果分配利润或待遇面议。 

备注 垦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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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石油化工工艺提升及深加工产品创新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惠贤秋，战略发展部部长 

联系电话：0546-2065178，18554639033 

单位简介 

东辰集团现拥有资产 167 亿元，控股子公司 22 个。在东营市率先创

建“产学研结合”发展模式，拥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技

术中心和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打造了完善的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成

果转化体系。集团拥有 5 件马德里国际商标，1 件中国驰名商标，4

件山东省著名商标，5 个山东省名牌产品，透明质酸、电力变压器

等高新技术产品畅销海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荣获全国重合同

守信用企业、国家标准化良好行为 AAAA 级企业等荣誉称号，连续

9 年入选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全国化工

企业 500 强、中国电器工业 100 强。 

人才团队及

技术需求 

1、变压器节能技术研究：变压器产品结构优化及新材料应用； 

2、绿色化工,低 C 烷烃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烷基化

脱硫技术工艺改进，设计新型催化脱硫体系； 

3、丁二烯直接氰化法生产己二腈工艺技术：丁二烯直接氰化法生产

己二腈工艺设计及催化剂体系开发 

4、医药级透明质酸工艺研究：发酵工艺控制、菌种培养、后提取分

离工艺控制； 

5、乙丙橡胶应用产品开发与研究：研究开发新的产品种类，拓展乙

丙橡胶产品的应用领域。 

需具备条件 

35-55 岁之间，具有博士学历，与公司能签订 5 年以上合同，每年在

公司时间一般不少于 9 个月。相关专业领域，如化工、高分子、橡

胶材料、机电等，或者具有从事相关领域研发工作经验。 

可提供待遇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房或租

房补贴。 

备注 垦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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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功能纸开发及造纸固废处理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华泰集团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于春晓，技术中心副主任； 

联系电话：13954693456，0546-7798857；电子邮箱：jszx@huatai.com。 

单位简介 

华泰集团是以造纸、化工为主导产业，集印刷、热电、物流、林业、

信息科技、商贸服务九大门类于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化中国 500 强企

业。现有总资产 300 亿元，员工 15000 余人，年造纸生产能力 400

万吨，化工及造纸助剂 200 万吨，年承接印刷能力 80 万色令，是全

球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盐化工生产基地。先后被评

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质量管理

先进企业、全国就业先进企业、全国工人先锋号等多项荣誉称号。 

人才团队及

技术需求 

1、功能纸开发：结合国家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思想，公司陆续将新

闻纸、普通文化纸传统产品向农业、工业、印染行业、医用行业等

特种纸转型，急需此领域的专家或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2、造纸固废处理：废纸制浆、造纸废水处理等生产过程产生了大量

的造纸固废，公司在此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攻关，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但是离我们的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此领域的专家或

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已取得联系的人选：1、杨仁党，华南

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张春辉，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需具备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的创新人才或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创新团队。 

可提供待遇 

公司为创新人才或创新团队提供科研场所、科研设备、助手等必要

的科研条件，配备启动资金；双方根据完成成果分配利润或待遇面

议。 

备注 广饶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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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太阳能硅片制造相关技术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张鹏飞，项目主任；联系电话：15205462363； 

电子邮箱：dhjtxmb@163.com。 

单位简介 

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太阳能硅片的生产和销

售；自营、代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电池片、光伏组件及系统集成

研发、销售等。公司位于山东省广饶县经济开发区，是一家技术领

先、规模较大、装备先进、产品市场认可度较高的公司，同时集生

产制造、技术研发、产品分销和安装使用于一体的大型太阳能材料

生产及应用公司。公司现有太阳能硅片产能 1500MW，占地面积

500 亩，是山东省内最大的硅片生产商，是国内单纯生产硅片规模

最大的企业之一，在全国排名前四位。 

人才团队及

技术需求 

1、金刚线切割技术：实现金刚线切割多晶硅块量产化，解决金刚

线切割多晶硅片主要面临断线风险和制绒困难两大问题；实现金刚

线切割后的硅粉回收技术，并与现有技术实现配套量产。2、通过

黑硅技术实现多晶硅片的转化效率大幅提升：使用干法黑硅技术配

套我公司现有的组件生产工艺，实现量产化，极大地优化陷光效果

及降低反射率，解决金刚线切割的多晶硅片反射率高、制绒困难的

问题。目前已取得联系人选：洪瑞江，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需具备条件 

从事太阳能级多晶硅片、单晶硅片高效制造技术研发的博士 1 名，

年龄 35-55 周岁，材料学、无机材料、材料物理或相关专业，具有

从事晶体材料制造或相关领域工作经验；从事高效太阳能级多晶硅

块、单晶硅棒金刚线切割技术研发博士 1 名，年龄 35-55 周岁，机

械工程、自动化或相关专业，具有从事机械切割或相关领域工作经

验。 

可提供待遇 

签订 5 年以上合同，每年在公司时间一般不少于 10 个月，参照公

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40 万，缴纳五险一金，提供福利房或租

房补贴。 

备注 广饶县  



98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柔性石材研发及营销相关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东营瑞源特种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杨小光，副总经理；联系电话：18766738333； 

电子邮箱：18766738333@126.com。 

单位简介 

东营瑞源特种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位于东营广饶经济开发区，从业

人数 48 人，企业主要产品有瑞源牌混凝土外加剂、柔性石材饰面

砖、新型地暖模块三大系列产品，公司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5 项，

实用新型专利 32 项。公司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拥有省级“一企一技术中心”、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和工业设计中心，先后承担多项省级技术创新项目和市级科

技发展计划。瑞源牌混凝土外加剂被评为山东名牌产品。生产的

抗蚀增强剂、地暖模块、柔性石材，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绿色建

材产品”和“工程建设推荐产品”称号。公司在同行业首创了“柔性

石材”这一超前理念，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引领行业发展，与哈工

大合作研发了国内首条全自动化柔性石材生产线，年产能达 200

万平方。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1、具备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能力的团队或技术总监。 

2、具备市场资源整合、新产品规划、品牌规划及传播、销售队伍

管理及渠道管控的高素质营销总监。 

需具备条件 

具有相关从业经验，具备柔性石材相关技术研发能力，能够更好

提高产品各方面性能的人才或团队。比如提高产品的耐久性、耐

候性，解决色褪、黄变问题，增强外观逼真性（哑光、增亮），增

强耐污自洁性，提高防水、防火等级，增强产品的多元化（软瓷

洞石、板岩）等等。 

可提供待遇 

公司为创新人才或创新团队提供科研场所、科研设备、助手等必

要的科研条件，配备启动资金；双方根据完成成果分配利润或待

遇面议。 

备注 广饶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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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创业孵化平台运营管理团队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长城·创新港广饶县大学生创业园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黄蓬蓬，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外国专家局副局

长； 

联系电话：15550535997；电子邮箱：dysgrxkgb@163.com。 

单位简介 

长城·创新港广饶县大学生创业园由广饶长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并全程参与运营管理。项目占地 155 亩，总建筑面积

155000 平方米。项目以多层标准化厂房为主，建筑层数为三至

四层。长城·创新港项目可为高速成长的企业提供快速增长空间

和专业化的配套服务，加速科技成果孵化，助推高成长型科技企

业加速发展，快速实现高成长型企业做大做强。项目全部建成后

可容纳中小企业 200 余家，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0 亿元，利税 1

亿元，吸纳就业 2000 余人。截止目前，已有 40 余家中小微企业

入驻。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引进一支具有服务理念超前、运营经验丰富、经营机制科学、人

才队伍一流和执行力高效的平台运营管理团队。 

需具备条件 

一是全面负责孵化基地的运营管理工作，统筹规划和落实孵化基

地的相关工作，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专业讲师、创业成功人士等

为创业项目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政策扶持；二是团队到位后需引进

部分全国以及国外的新兴业态企业，并对现已入驻的企业进行升

级改造，提升孵化基地企业整体水平；三是负责创业孵化基地、

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宣传、推广等工作，对创业者实施创业培训，

包括心态、知识、经验、资金管理等方面内容；四是积极发挥孵

化基地资源集聚和辐射引领作用，带动全县经济转型升级。 

可提供待遇 由个人或团队提出薪资条件，根据个人或团队实力给予匹配。 

备注 广饶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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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有机锡合成三氯蔗糖酯及氯化尾气分离提纯工艺技改人才引进

项目 

单位名称 山东康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张玉龙，总经理助理； 

联 系 电 话 ： 18706662245 ， 0546-6085675 ； 电 子 邮 箱 ：

kanbo2013@163.com。 

单位简介 

山东康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黄河入海口利津经济开发区，

占地 200 亩，拥有职工 500 人，成立于 2012 年 4 月，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三氯蔗糖生产企业。公司总投资

6 亿元，年产三氯蔗糖 2700 吨，是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二大的

专业三氯蔗糖生产企业。依托在美国芝加哥成立的康宝国际销售

公司，产品 70%出口，主要销往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实现年产值 8 亿元，出口创汇 1.2 亿美元。曾被评为中国食品添

加剂和配料协会会员单位、最具发展潜力科技企业。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1、有机锡工艺技改：结合国际先进的有机锡合成三氯蔗糖酯的

创新工艺，研发确定适用于公司大试规模化生产的稳定工艺。急

需此领域的专家或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2、尾气分离工艺技改：三氯蔗糖合成的氯化工艺中产生含有二

氧化硫、氯化氢的混合气体。希望通过混合尾气的精馏分离及提

纯工艺的研发，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提升企业环保水平。需要此

领域的专家或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需具备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的创新人才或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创新团队。 

可提供待遇 

公司为创新人才或创新团队提供科研场所、科研设备、助手等必

要的科研条件，配备启动资金；双方签订技术委托合同或协议，

根据完成成果分配利润或待遇面议。 

备注 利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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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低温装备产业示范园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山东龙翔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盖超，人力资源部经理； 

联 系 电 话 ： 18954666806 ， 0546-6085666 ； 电 子 邮 箱 ：

lonsun@lonsun.com。 

单位简介 

山东龙翔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化和低温装备研发、设计、制

造、安装、维护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具备各类非标、低温容器的设计、制造、安装的总承包资质，

在大型、重型、低温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在同行业内处于领先地

位。公司拥有低温储罐、低温气瓶、加气站和气化站等多类产品。

公司的车载气瓶、工业气瓶通过国家认证的产品系列达到 20 多

个，产品各项指标高于国内同类产品。公司具备各类固定式、撬

装式加气站、气化站的总承包能力，销售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公

司建设的低温装备产业示范园被列为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目前

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低温装备制造基地。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1、低温设备研发：按国家能源利用方向和市场需求，公司将研

发 LNG 罐式集装箱和液氢专用超低温气瓶。 

2、改进现有产品的技术工艺：目前公司现有的低温气瓶、低温

储罐、加气站、气化站技术工艺更新较快，新技术、新工艺不断

出现，公司在此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攻关，但是离预期目标

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此领域的专家或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需具备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的创新人才或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创新团队。 

可提供待遇 

公司为创新人才或创新团队提供科研场所、科研设备、助手等必

要的科研条件，配备启动资金；双方签订技术委托合同或协议，

根据完成成果分配利润或待遇面议。 

备注 利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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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众创空间运营管理团队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利津生产力众创空间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韩方祥，山东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联系电话：13561001876；电子邮箱：ljjjkfq@163.com。 

单位简介 

利津生产力众创空间由山东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投资建设并

全程参与运营管理。项目占地 60 亩，总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

其中，办公面积 5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面积 15000 平方米。项

目全部建成后可容纳至少 10 家服务机构入驻，30 家相关产业创

新创业者入驻。众创空间拟通过技术转移孵化与创业实训基地建

设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创业与投资相结合，为创新创业

者提供全配套、低成本、便利化的综合性服务，有效提升当地对

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的承载水平。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引进一支具有服务理念超前、运营经验丰富、经营机制科学、人

才队伍一流和执行力高效的运营管理团队。 

需具备条件 

一是全面负责众创空间的运营管理工作，统筹规划和落实众创空

间的相关工作，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专业讲师、创业成功人士等

为创业项目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政策扶持；二是团队到位后需引进

部分全国以及国外的新兴业态企业，提升众创空间企业整体水

平；三是负责众创空间的宣传、推广等工作，定期举办创业论坛、

创业训练营、项目路演、管理培训等活动；四是积极发挥众创空

间资源集聚和辐射引领作用，带动开发区乃至全县经济转型升

级。 

可提供待遇 由个人或团队提出薪资条件，根据个人或团队实力给予匹配。 

备注 利津县 

 



103 

 

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半滑舌鳎性别控制和全雌育种技术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东营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陈涛，技术中心副主任； 

联系电话：18354698888；电子邮箱：sxh0101@163.com。 

单位简介 

东营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水生动物科技开发，

海水育苗和项目研发，海珍品、鱼、虾、蟹、贝、参品种改良，

提纯改良复壮等。公司占地 710 亩，固定资产投资 6750 万元，

总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工厂化养殖车间 2.4 万平方米，海珍

品池塘养殖面积 500 亩。2016 主营业务收入 3760 万元、净利润

644 万元。公司通过大力实施科研项目开发，大幅度提高了公司

生产技术水平。先后实施了“渤海湾西部滩涂地区海参人工育苗

及养殖技术研究”、“大菱鲆优质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推广”、“黄

河口半滑舌鳎亲鱼驯化及人工繁殖技术研究”、“黄河口半滑舌鳎

工厂化养殖技术研究”等多个项目，生产技术位于全省先进。 

公司的主导产品为半滑舌鳎苗种和养成，成鱼主要供应天

津，北京上海等地。 

南美白对虾苗种、海刺参苗种，主要供应东营利津、河口、

垦利以及滨州博兴、淄博高青、潍坊、日照、青岛、河北等地。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1、具备研发半滑舌鳎人工雌核发育和分子标记辅助性别控制技

术攻关能力的团队。 

2、具备市场资源整合、产品规划、品牌规划及传播、销售队伍

管理及渠道管控的高素质营销总监。 

需具备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的创新人才或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创新团队。 

可提供待遇 

公司为创新人才或创新团队提供科研场所、科研设备、助手等必

要的科研条件，配备启动资金；双方根据完成成果分配利润或待

遇面议。 

备注 利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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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催化材料人才引进项目 

单位名称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职务：张翠花 

联系电话:13356608979 

电子邮箱：zhangcuihua@sinocera.com.cn 

单位简介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4 月，注

册资本 25447.6 万元，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特种陶瓷

粉体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营产品有多层陶瓷电容器

（MLCC）用电子陶瓷材料、纳米级氧化锆材料、喷墨打印用

陶瓷墨水材料、高纯超细氧化铝材料、锂电池正极材料等，广

泛应用在电子信息、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现代高科技领域。公

司是中国大陆首家、全球第二家能够生产高档纳米级钛酸钡的

厂家，也是国内最大的高纯纳米级电子陶瓷材料钛酸钡系列产

品和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用系列功能陶瓷材料的生产商。

公司 2012 年上市，上市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特种陶瓷粉体

材料的新领域,公司为搭建产业整合平台、提高市场竞争力，以

“强强联手，优势互补，高度融合”为合作基础，展开陶瓷墨

水、新型电池材料、医药生物、催化剂载体、电子浆料等行业

的整体布局，通过并购、投资形成了 8 个分子公司和 3 个事业

部，分布在东营、广东、上海、江苏、美国波士顿等地。 

人才团队及技

术需求 

    公司目前现有员工 1026 人，其中专职研发人员 378 人，

研究生学历 103 人，本科 255 人，同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14

人，形成了一支专业齐全、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的高效专业

研发团队。 

    随着公司催化剂体系相关产业的布局，现需求催化、分子

筛方面、有经验的高端人才 3 名。 

需具备条件 
催化剂、分子筛相关专业，研究生以上学历,高级工程师，有专

业经验 5 年以上。 

可提供待遇 
年薪 15 万元起，年度末视研发创造价值进行股权激励和项目

成果奖励，另提供专家公寓一套。 

备注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