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重点建设项目,共200个

工业:92个

1
能环 (青岛)国际新材料有限公司 NPR 钢专利产品项目 (二
期) 李沧区政府

2 青岛宏大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 崂山区政府

3 青岛杰生电气有限公司巨峰光学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 崂山区政府

4 宁波芯恩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集成电路研发生产一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5
青岛金能新材料有限公司90万吨/年丙烷脱氢与8×6万吨绿色

炭黑循环利用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6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7 青岛金能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聚丙烯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8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高端聚碳酸酯用双酚 A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9
上达电子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显示芯片用COF基板研

发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0 青岛港董家口液体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液体化工仓储工程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1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一期续建工程配套高速优特钢线材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2
青岛西海岸中泰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新型高技术纺织机械制造

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3
青岛伊克斯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废旧橡胶绿色生态循环利用智

能化工厂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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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14
山东中能融合海上风力发电机组有限公司 V型10MW 级双机对

转增效24MW 浮式海上风电设备制造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5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20万吨/年聚苯乙烯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6
青岛海西福龙集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金属表面精饰及环保工程

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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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8 青岛易触澳纳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智能售货机研发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9 青岛融发逸海科技产业有限公司青岛碧蓝智能装备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0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一期续建工程配套265㎡烧结工程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1
青岛世纪海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纺织机械智能制造工厂建设

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2
青岛康尼尔铁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西海岸新区城市矿产资源利

用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3
青岛普时工业有限公司以色列开普路高端精密测量仪器研发生

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4
青岛海西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中国船柴生产布局调整及补充设

施建设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5 青岛华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粮山萃树果深加工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6 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高端智能仪器产业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7 青岛中科方舟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8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生态白酒人工智能项目、海

洋生态白酒优化提升工程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9 青岛金耀包装有限公司食品罐智能化高速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0 青岛中科国晟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燃气轮机产业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1
德枫丹 (青 岛)机 械 有 限 公 司 多 兆 瓦 风 力 发 电 机 4500-
6200mm 精密轴承和回转支承研发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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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青岛市无人机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33 中兴通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34
青岛铁路客车卧铺制造厂有限公司客车 (地铁)车顶钢结构、
地铁司机室骨架等动车组、城轨地铁、客车内饰件等配套项目

城阳区政府

35
青岛泰泓轨道装备有限公司年产30万平方米焊接铝蜂窝板及

3500套铁路配件产品产业园新建项目
城阳区政府

36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000辆专用车建设项目 城阳区政府

37
青岛利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3000吨健康食品利和生物萃

取项目
城阳区政府

38
青岛捷森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年产22万套轨道交通配件及配套设

备项目
城阳区政府

39
青岛惠科微电子有限公司惠科6英寸晶圆半导体功率器件及第

三代半导体项目
即墨区政府

40 修正 (青岛)中国海洋科技谷项目 即墨区政府

41 青岛智秀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即墨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42
肽之谷生物科技 (山东)有限公司生物肽加工车间及配套设施

项目
即墨区政府

43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英派斯体育产业园1.1
期、1.2期项目

即墨区政府

44
青岛鑫诚田横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田横海洋生物及装备智能产业

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45
青莹智能科技 (青岛)有限公司青莹智能低温深冷环保技术工

程研究中心项目
即墨区政府

46 青岛地铁有限公司即墨城际轨道交通配套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47
青岛日日顺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尔净水智慧互联 (即墨)
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48 青岛佳盛方圆五金有限公司精密五金车间及科研配套项目 即墨区政府

49 青岛源嘉盛鼎控股有限公司盈凡电气亚太区总部项目 即墨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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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青岛齐民要术酱园食品有限公司巧媳妇酱油生产项目 即墨区政府

51 青岛顺美鞋业有限公司青岛顺美机械加工项目 即墨区政府

52 青岛科伦医药有限公司海乐当克健康产业项目 即墨区政府

53 青岛万信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万信高端装备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54
益海嘉里 (青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食品加工、风味油脂加工、
食用植物油加工项目

胶州市政府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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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州市政府

56
青岛贝特重工有限公司高端混凝土搅拌站、稳定土拌和站、混

凝土搅拌站以及公路养护设备项目
胶州市政府

57 源氏木语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58 青岛汇力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细钢材切割项目 胶州市政府

59 维勒智能包装有限公司Loften (Thailand)新型包装材料项目 胶州市政府

60 青岛汉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环保陶瓷新材料项目 胶州市政府

61 青岛雄虎新材料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新型鞋材研发项目 胶州市政府

62 海尔集团有限公司道恩高分子新材料项目 胶州市政府

63 飞拉利木制家居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64 青岛永益木业有限公司智能环保家具生产项目 胶州市政府

65
青岛海云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尔智能电子互联工厂电脑板研

发生产项目
胶州市政府

66
青岛海云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尔商用洗衣机互联工厂生产

项目
胶州市政府

67
青岛众意邦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众意邦电动车及电动配件制造与

研发项目
胶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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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青岛三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膜复合材料及制品智能化

生产项目
胶州市政府

69 青岛成进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500万件不锈钢制品项目 胶州市政府

70
青岛恒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万吨/年农用化学品原料药及中间

体项目
平度市政府

71
青岛新大陆胶带有限公司年产10000万平方米高强力节能输送

带项目
平度市政府

72 青岛三利智能动力有限公司年产20000台水泵电机项目 平度市政府

73
平度市安信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平度古岘200MW 光伏农业发

电项目
平度市政府

74 青岛南建绿色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石膏、水泥制品仓储项目 平度市政府

75 青岛普罗百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普罗百世生物科技项目 平度市政府

76 天际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年产2万辆新能源客车项目 平度市政府

77 青岛万汇遮阳用品有限公司青岛万汇产业园一期项目 平度市政府

78 青岛盛森铸造有限公司青岛盛森二期铸造、机加工项目 平度市政府

79
莱西市新希望六和食品有限公司智能一体化肉制品精深加工

项目
莱西市政府

80 莱西市现代智慧农业项目 莱西市政府

81
青岛博创筑工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立方米装配式 PC 构

件制造项目
莱西市政府

82 青岛特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品添加剂项目 莱西市政府

83
青岛市莱西博翰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平方米挤压轻

质墙板混凝土预制构件项目
莱西市政府

84 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6000T水性化制剂项目 莱西市政府

85
青岛奥普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塑胶制

品批发项目
莱西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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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86
今朝时代 (青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万支单体、20
万套模组超级电容器生产项目

莱西市政府

87
山东济丰包装有限公司年产12000万平米高档纸板纸箱等产品

生产项目
莱西市政府

88 海克斯康智慧产业园一期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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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高新区管委

90 青岛嘉星晶电半导体科技产业园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91 海尔生物医疗产业化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92 青岛蓝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航青岛国际科教新城一期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服务业:96个

1
青岛国信海天中心建设有限公司海天大酒店改造 (海天中心)
一期工程项目

市南区政府

2 鲁商中心1C区项目 市南区政府

3 浮山新区P26地块远洋国际中心项目 市北区政府

4 浪潮 (青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浪潮青岛大数据产业园项目 市北区政府

5 瑞海北路177号地块 (绿地海外滩)项目 市北区政府

6 青岛科技创新园项目 市北区政府

7 中国钢研 “一院一园”项目 市北区政府

8 青岛港 (安置楼)项目 市北区政府

9 欢乐滨海城C-5-06地块项目 市北区政府

10 地铁运营控制中心周边改造项目 (一期) 市北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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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项目 李沧区政府

12 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区先导区 (生物医药区)项目 李沧区政府

13 信息与金融产业示范区李沧区东李商圈改造二期9-2-2项目 李沧区政府

14 青岛国际院士港研究院习水路项目 李沧区政府

15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老虎山公园建设项目 李沧区政府

16 信息与金融产业示范区项目李沧区东李商圈改造10-2-2项目 李沧区政府

17 融海国际酒店项目 李沧区政府

18 青岛四维空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国际院士港大数据中心项目 李沧区政府

19 李沧区沧安路以北、安顺路以西项目 李沧区政府

20 青岛国际院士研究院南延项目 李沧区政府

21 青岛国信金融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22 翡翠天城项目 崂山区政府

23 青岛国际啤酒城改造 (上实·中心)三期 T1T2楼工程项目 崂山区政府

24 海尔物联网全球创新中心 (一期)智能家居定制研发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25 青岛软控精工有限公司智能绿谷项目 崂山区政府

26 午山国际商务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27 青岛宜家家居商场项目 崂山区政府

28 青岛华世通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星港国际广场项目 崂山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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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海尔大云谷LS0502-36地块项目 A座项目 崂山区政府

30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鑫海财富大厦项目 崂山区政府

31
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海尔物联网全球创新中心一期智慧洗

涤生态创新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32 青岛智扬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智扬科技产业园项目 崂山区政府

33 青岛巨峰科技产业园项目 崂山区政府

34
青岛鲁商数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国际体育文化中心

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5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区新动能产业基地科创

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6 青岛科技大学中德双元工程学院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7 青岛和达城市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国际虚拟现实产业园二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8 青岛德利重工有限公司鑫江研发中心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9 青岛太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幸福村生态科技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0
青岛中英创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中英生物药物研发平台建设

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1 青岛融创西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影视外景地项目一期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2 青岛日日顺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3 青岛光谷联合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海洋科技园一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4
青岛永顺宏达仓储物流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电商平台交易中心

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5 叶水福物流 (青岛)有限责任公司青岛物流园一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6
青岛西发藏马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藏马山智慧农业产业园

一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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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青岛天海物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物流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8 海尔 (青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海尔·城阳细胞谷项目 城阳区政府

49 青特医疗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50 青岛动车小镇投资集团国创中心双创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51 青岛动车小镇投资集团国创中心新材料技术研究院项目 城阳区政府

52 青岛城阳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53 青岛动车小镇投资集团青岛动投创智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54 深圳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天谷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55 危险化学品重大事故防控技术支撑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56 青岛工人温泉疗养院改扩建项目 即墨区政府

57 青岛传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智能骨干网即墨一期项目 即墨区政府

58 青岛星硕仓储有限公司星硕高科技创意产业园厂房项目 即墨区政府

59 青岛时尚创意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60 青岛中瑞通物流有限公司青岛中通物流中心项目 即墨区政府

61
紫云自治县鸿德盛中药材有限公司移风店沽河七彩田园中医药

康养小镇项目
即墨区政府

62 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 胶州市政府

63 胶州华润城项目 胶州市政府

64 青岛苏宁 (上合)跨境电商智慧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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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利群智能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66 中国外运 (上合)智慧物流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67 青岛厚德民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三里河文化旅游项目 胶州市政府

68 青岛桃李春风田园综合体一期项目 胶州市政府

69
青岛航空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综合保税区航空港供应链加工

项目
胶州市政府

70 成龙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成龙国际供应链管理项目 胶州市政府

71 青岛新港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合金控数码港项目 胶州市政府

72 上海美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美武软件及电商服务项目 胶州市政府

73 青岛汇通丰源供应链管理和冷链物流项目 胶州市政府

74 亿达未来 (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亿达未来智能动力谷项目 平度市政府

75 青岛慈航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平度通用机场建设项目 平度市政府

76 平度市金融商务中心项目二期 平度市政府

77 青岛金昱华文化投资有限公司青岛金昱华职业教育学院项目 莱西市政府

78
中合国泰 (青岛)市场有限公司中农超青岛 (莱西)国际农产

品智慧物流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79 青岛姜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南开学校建设项目 莱西市政府

80 绿天使 (莱西)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81
青岛中科山建科技产业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青岛中科育成 (莱
西)产业基地项目 (一期、二期) 莱西市政府

82 恩马·中央壹品项目 莱西市政府

—01—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83 金林四冶莱西 (青岛路东、黄海中路北)城市综合体项目 莱西市政府

84 莱西利群购物中心二期项目 莱西市政府

85 青岛樱尚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蓝树谷假日项目 莱西市政府

86 海尔国际广场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87 首创青岛奥特莱斯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88 青岛红岛汇科技金融中心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89 腾讯双创小镇 (青岛)项目72#地块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90 联东 U谷·青岛高新国际企业港3号地项目一期 青岛高新区管委

91 招商局青岛网谷同顺园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92 远创国际蓝湾创意园二期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93 青岛碧桂园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碧桂园海洋医药科技园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94 青岛实录海洋大数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华录山东总部基地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95
青岛鲁商蓝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山东大学青岛蓝谷健康产业园

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96
青岛海洋科技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央美术学院青岛大学生

创业基地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基础设施:8个

1
青岛市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历史文化记忆片区园区基础设

施项目
市北区政府

2
莱西市沃尔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山东莱西唐家庄100MW 风电

项目
莱西市政府

3
青岛海洋科技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小岛湾北岸海岸带综合整

治工程及二期工程
青岛蓝谷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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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岛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5 青岛市地铁1号线工程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6 青岛市地铁4号线工程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7 青岛市地铁8号线工程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8 青岛市地铁2号线西延 (轮渡站—泰山路站)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民生:4个

1 中国海洋大学生命科技中心项目 市南区政府

2 康复大学项目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3 青岛五十八中高新校区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4 青岛眼科医院红岛扩建工程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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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2020年重点前期项目名单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重点前期项目:共157个

工业:63个

1 青岛百发海水淡化厂扩建工程项目 李沧区政府

2 集成式智能传感器项目一期 崂山区政府

3
中国石化青岛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液化天然气 (LNG)
二期工程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4 青岛聚大洋藻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藻多糖空心胶囊研发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5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售货冷链终端及商用自动

售货设备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6
青岛宇洲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现代渔业水产品精深加工及生物高

值化综合利用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7
青岛海西印务有限公司绿色柔性智能数字印刷技术研发与应用

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8
艾派斯工业科技 (青岛)有限公司艾派斯海洋钻采设备、燃气

轮机部件研发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9
青岛普华重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年产300台 (套)智能特种装

备研发和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0
四砂泰益超硬研磨股份有限公司施华洛世奇刚玉研发中试基地

建设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1 沈阳中钛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青岛中钛轻量化装备研究院项目 城阳区政府

12 青岛港乐新能源有限公司港乐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13
蓝分子 (青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瑞利国际医药生物产业园

项目
即墨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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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岛海洋科技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洋高新技术 (蓝谷

项目)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15 青岛怡发龙山新型建筑材料项目 即墨区政府

16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17 青岛福顺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全降解高分子材料项目 即墨区政府

18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号信号系统

维保中心项目
即墨区政府

19 青岛永超机械有限公司永超机械汽车配件项目 即墨区政府

20
青岛即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即东商用车电子后视镜研发制造

项目
即墨区政府

21 青岛智慧融通奥旭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22
青岛嘉堃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30万 m3 装配式建筑 ALC板

项目
即墨区政府

23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000吨复合调味品生产及技

术中心建设项目
即墨区政府

24 青岛 (胶州)万洋众创城项目 胶州市政府

25 上海电气风电装备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26 青岛海邦恒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燃煤污染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胶州市政府

27 昊宇重工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研发设计与应用项目 胶州市政府

28 青岛豪迈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特种电缆智能化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29 至爱丽拓智能整体家居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30 胶州铺集小微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31 克萨 (青岛)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木质品智能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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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青岛海士豪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部件智能生产项目 胶州市政府

33 青岛晟嘉琪工贸有限公司纺织机械制造二期项目 胶州市政府

34 青岛海景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环保新型包装材料加工项目 胶州市政府

35 青岛宝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德建筑新材料项目 胶州市政府

36
德斯腾 (青岛)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年产23.2GWh快充电

锂离子电池自动生产线及电动汽车生产基地项目
平度市政府

37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温合金精铸件项目 平度市政府

38 青岛泰达华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泰达新能源材料增资项目 平度市政府

39 山东格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格恩医药产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40 青岛立博汽车零部件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汽车涡轮增压器壳项目 平度市政府

41
青岛中冶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冶新型有色金属材料研发生产

基地项目
平度市政府

42 青岛新力通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高温合金新材料项目 平度市政府

43
青岛圣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6亿平方米纸箱、2000吨

彩印包装物项目
平度市政府

44
青岛艾镨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再生锌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
平度市政府

45 青岛海永盛发展有限公司盛阳新材料生产项目 平度市政府

46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中建科技青岛绿色建筑产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47 青岛天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食用植物油加工项目 平度市政府

48
北京鼎红世纪投资有限公司氢能源产品生产及氢能源技术中国

本地化研究中心项目
莱西市政府

49
中安芯界 (青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石墨烯快充锂电池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
莱西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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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北大新世纪言鼎 (青岛)医疗产业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51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5.0中性硼硅药玻产业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52 福建省英良投资有限公司莱西英良石材产业园二期项目 莱西市政府

53 清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筑材料生产项目 莱西市政府

54 莱西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航天设备制造一期项目 莱西市政府

55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雨虹高端防水材料研

发中心项目
莱西市政府

56 青岛意联汇智畜牧设备有限公司年产40万套畜牧设备项目 莱西市政府

57
青岛泰林丰汽配有限公司、青岛康顺汽车配件制造销售有限公

司青岛恒青电器项目
莱西市政府

58
青岛金冠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300套自动化机械设备 (不
含铸造)项目

莱西市政府

59 青岛德淏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德淏智能装备制造项目 莱西市政府

60 动物疫苗国家产业创新基地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61 青岛华高国际石墨烯产业研究院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62 青岛高测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63 青岛蔚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服务业:89个

1 青岛世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世奥大厦项目 市南区政府

2 新华锦国际健康综合体项目 市南区政府

3 青岛绿色发展创新智库综合体项目 市南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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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纺织工人疗养院改造项目 市南区政府

5 中车四方智汇港项目 市北区政府

6 宜昌路31号健康产业集群项目 市北区政府

7 国际科创总部基地启动区一期项目 市北区政府

8 浮山后商业综合体 (浮山新区P25-1、P21地块)项目 市北区政府

9
青岛啤酒文化休闲商务区核心区 (大悦城二期商业综合体)
项目

市北区政府

10 地铁长沙路站城市综合体项目 市北区政府

11 威海路平战结合地下工程项目 市北区政府

12 杨家群卫星应用服务研究院项目 市北区政府

13 青岛大健康产业园健康管理中心项目 市北区政府

14 浮山新区SF0603-308地块航空机上互联网研发中心项目 市北区政府

15
青岛国际院士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拓展区

项目
李沧区政府

16
青岛四维空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院士港研究院南延扩展项目 A
地块、B地块项目

李沧区政府

17
青岛中创盈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枣山路以南、金液泉路以东

项目
李沧区政府

18 青岛海辉通李沧区大崂路1001号地块东山府项目 李沧区政府

19 海尔云谷 (东园区)二期项目 崂山区政府

20 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青岛)暨山东能源研究院项目

市科技局、中科院青

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

究所、崂山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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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天地2号地块 (06-31-2-2号)项目 崂山区政府

22 朱家洼安置区配套公建项目 崂山区政府

23 和达财富金融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24 沙子口四姜片区5367-16地块项目 崂山区政府

25
海尔物联网全球创新中心 (一期)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创新

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26 青岛深蓝旋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西海岸音乐小镇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7
青岛鲁海丰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北方 (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

心和冷链物流基地冷库三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8 青岛金瑞天德 MAX创新科技产业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29
青岛元亨大有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艺术学院电影艺术产

学研基地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0
青岛天基景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青

岛创新示范中心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1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深远海人因工程实验室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2 青岛天美创智地产有限公司天美艺创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3
青岛地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地铁井冈山路地下开发项目 (东、
西地块)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4 城阳区爱琴海购物公园城市综合体项目 城阳区政府

35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中铁建工山东区域总部项目 城阳区政府

36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阅优科技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37
苏试广博检测技术 (青岛)有限公司苏试试验北方检测中心

项目
城阳区政府

38
青岛国际职业教育科技城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国际职业教育科技

产业城项目
即墨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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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青岛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华侨城莲花山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
(启动区) 即墨区政府

40 山东鑫诚恒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云影视文化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41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百联奥特莱斯广场项目 即墨区政府

42 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笔架山项目 即墨区政府

43
青岛联东金祐实业有限公司联东 U 谷·青岛生命健康产业城

项目
即墨区政府

44 中南高科·青岛即墨4.0科技创新产业园1#地块项目 即墨区政府

45
青岛华航通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即墨综合保税区项目 (综合产

业园配套项目) 即墨区政府

46 青岛美利达绣品有限公司青岛华美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47
青岛宇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中科宇图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

项目
即墨区政府

48 青岛中冶名华发展有限公司中冶德贤公馆商业步行街项目 即墨区政府

49 青岛润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润安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即墨区政府

50 青岛信旭高科技产业园b地块项目 即墨区政府

51
北京世农种苗有限公司—移风店沽河七彩田园—韩国农友 (北
京世农)蔬菜育种研究所项目

即墨区政府

52 长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康养艺术综合体项目 胶州市政府

53 北大国杰健康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54 青岛金禾天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洋河数字农业示范区项目 胶州市政府

55 青岛奥展科技公司及联合体华为 (青岛)智谷项目 胶州市政府

56 青岛永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合电商冷链项目 胶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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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57 南洋新农业跨境电商供应链 (胶州)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58 青岛盛凯邦工贸有限公司辣椒研产及市场供应链项目 胶州市政府

59 青岛斯坦德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斯坦德检验检测项目 胶州市政府

60 德邦快递山东总部项目 胶州市政府

61
青岛宝林达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物流仓储电子商务发展平台

项目
胶州市政府

62 青岛金禾恒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半岛田园综合体”项目 胶州市政府

63 青岛海森特颐养之家项目 胶州市政府

64
青岛宇航仓储有限公司山东省电商冷链产业园及区域分拨结算

中心项目
胶州市政府

65 邦达芯跨境供应链综合服务基地建设项目 胶州市政府

66 青岛嘉树冷链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冷链仓储物流项目 胶州市政府

67 佳海产业新城项目 平度市政府

68 青岛鑫源山东财经大学平度创新创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69 中国阳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阳光鲜花产业园区项目 莱西市政府

70 上海爱琴海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琴海城市购物广场项目 莱西市政府

71 青岛莱西市钻石小镇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钻石小镇项目 莱西市政府

72 青岛乐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乐好国际城商务综合体项目 莱西市政府

73 青岛中四冶华美立家建材家居广场项目 莱西市政府

74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智汇动能科创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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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东莱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青岛 (姜山)基金小镇项目 莱西市政府

76 青岛瑞高诚瑞高祥苑项目 (天津路特色商业街项目) 莱西市政府

77 山东红四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格力电器物流园区项目 莱西市政府

78
普基控股 (成都)有限公司普基 NEMall(莱西)新能源综合体

项目
莱西市政府

79 青岛乐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乐好工业园及物流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80 谱尼测试集团山东总部大厦暨检测研发中心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81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方区域检测认证基地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82 智能航运 (青岛)先行示范区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3 蓝谷海洋科技产业园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4 青岛国信蓝谷综合体项目 (一期) 青岛蓝谷管理局

85 山东乐化集团蓝谷总部基地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6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西区四期智库大厦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7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东区二期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8
青岛威展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威展海峡两岸海洋新能源研究

院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9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发基地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基础设施:1个

1 华润新能源胶州三期风电场工程项目 胶州市政府

社会民生: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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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岛泰和金秋医养有限公司泰和医养中心项目 城阳区政府

2 青岛宏通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扬帆职业学院建设项目 平度市政府

3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第二教学组团项目 莱西市政府

4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莱西广州路校区项目 莱西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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