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2021年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一、现代海洋产业 (12个)

1 海大生命科技中心项目 市南区政府

2 青岛百发海水淡化厂扩建工程项目 李沧区政府

3
海创九水东路以南、汉川路以西、建水路以北海洋经济板块

C区项目
李沧区政府

4 渤海粮油200万吨饲料蛋白及副产品深加工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5 中南高科·胶州智造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6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中远海运企业大学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7 华录山东总部基地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 海大生物新型海洋生物制品产业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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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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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小岛湾北岸海岸带综合整治工程及二期工程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12
海洋经济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项目 (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
项目)

青岛国信发展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二、高端化工及传统制造业产业 (4个)

13 惠城环保4万吨/年FCC催化新材料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4 海湾化学3×7.5万吨/年环氧氯丙烷绿色循环经济一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5 董家口聚烯烃成核剂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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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16 恒宁农用化学品原料药及中间体项目 平度市政府

三、高端装备产业 (44个)

★17 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18
中国轨道交通车辆及重要零部件出口服务基地及轨道交通车
辆检测认证中心项目

城阳区政府

19 胶州湾列车用传感器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20 丰田叉车 (台励福)项目 胶州市政府

21 普森医疗手术机器人设备研发制造二期项目 胶州市政府

22 邦和总部及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胶州市政府

23 青岛国际院士港产业核心区试验区智能制造项目 李沧区政府

24 青岛国际院士港研究院习水路项目 李沧区政府

25 即东商用车电子后视镜研发制造项目 即墨区政府

26 青岛高测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27 华盛荣轨道交通关键装备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28 赛捷航空设备制造项目 莱西市政府

29 万丰年产350架钻石飞机复合材料零部件建设项目 莱西市政府

30 北汽青岛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31 北汽年产70万套发动机项目 莱西市政府

32 海信山东智能制造产业园 (平度)项目 平度市政府

33 动投智创ICT工业楼宇 (生产厂房)项目 城阳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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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34 天安科创城项目 城阳区政府

★35 青岛美锦氢燃料电池商用车零部件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6 海容智能冷链设备及商用自动售货设备产业化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7 德盛利智能物流仓储成套设备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8 青岛融发高端制造和3D打印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39 安普特标准件研发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40 上海电气风电装备制造厂区建设项目 胶州市政府

41
贝特高端沥青混凝土搅拌站、稳定土拌合站、混凝土搅拌站
以及公路养护设备项目

胶州市政府

42 海之林航空、轨道交通、高端汽车精密部件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43 中车四方智汇港一期项目 市北区政府

★44 青岛国际院士研究院南延项目 李沧区政府

45 海尔净水智慧互联 (即墨)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46 四方所核心零部件生产项目 即墨区政府

47 田横海洋生物及装备智造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48 青岛永超机械汽车配件项目 即墨区政府

49 汉缆海洋工程产业链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50 益昕汽车零部件项目 即墨区政府

51 田横海洋生物及装备智造产业园二期项目 即墨区政府

52 盈凡电气亚太区总部项目 即墨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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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53
东橡年产15000万平方米高强力节能输送带新旧动能转换
项目

平度市政府

54
海纳光电环保仪器仪表产业园项目二期-国家人工智能与生
态环保产业园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55 联东 U谷·青岛高新国际企业港3号地一期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56 绿天使 (莱西)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57 中兴通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58 动投智云谷创新中心科研厂房项目 城阳区政府

59 天一集团年产2万台新型智能织机一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60 以色列开普路高端精密测量仪器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四、精品旅游产业 (8个)

★61 鲁商中心1C区项目 市南区政府

★62 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 胶州市政府

★63 青岛崂山沙港湾项目 崂山区政府

64 青岛国际啤酒城改造钓鱼台美高梅酒店项目 崂山区政府

65 历史文化记忆片区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市北区政府

66 威海路平战结合地下工程项目 市北区政府

67 融海国际酒店项目 李沧区政府

68 海天大酒店改造项目 (海天中心)一期工程项目 市南区政府

五、商贸产业 (4个)

69 绿地青岛风情商业街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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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70 绿地青岛城际空间站1号地块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71 众安综合体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72 胶东半岛全食材产业链项目 平度市政府

六、商务服务产业 (3个)

73 邮轮港站南侧商务办公楼项目 市北区政府

74 莱西爱琴海城市购物广场项目 莱西市政府

75 青岛城阳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七、文化创意产业 (10个)

76
青岛科技职业学院一期工程项目 (莱西市职业教育学校新建
工程一期项目) 莱西市政府

77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教创新园区 (西海岸校区)一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78 青岛国际虚拟现实产业园主题体验区中区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79 青岛西海岸新区奥体中心 (体育馆)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8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岛国际校区一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81 新东方国际学校项目 平度市政府

82 如丰年产值10亿元钻石珠宝加工项目 莱西市政府

★83 亚洲杯足球比赛场地建设工程项目 城阳区政府

84 青岛科文教育发展服务保障基地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85 北航青岛国际科教新城一期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八、现代高效农业产业 (6个)

—9—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86 益海嘉里风味油脂加工项目 胶州市政府

87 益海嘉里食用植物油加工项目 胶州市政府

★88 金禾天润洋河数字农业示范区项目 胶州市政府

89
蔚蓝生物国家动保工程中心与动物用生物制品、保健品综合
生产基地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90 莱西市现代智慧农业项目二期EPC项目 莱西市政府

91 天一仁和·宸璟都会 (北区)商业综合楼项目 城阳区政府

九、现代金融服务产业 (15个)

★92 和达财富金融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93 金融科技城 A区项目 即墨区政府

★94 中铁十四局集团青岛总部项目 城阳区政府

95 赛伯乐基金谷一期项目 城阳区政府

96 青岛创新科技城商务金融综合体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97 浮山后商业综合体项目 市北区政府

98 青岛华润万象汇项目 崂山区政府

99 午山国际商务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100 青岛星港国际广场项目 崂山区政府

101 即墨万达广场项目 即墨区政府

102 青岛百联奥特莱斯项目 即墨区政府

103 青岛红岛汇科技金融中心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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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104 青岛 (姜山)基金小镇项目 莱西市政府

105 鑫江研发中心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06 海洋智慧小镇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十、现代物流产业 (9个)

107 青岛中储现代供应链物流项目 胶州市政府

108 德邦快递山东总部项目 胶州市政府

109 日日顺智慧物流园建设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10 中国供销北方国际智慧物流港二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11 苏宁 (上合)跨境电商智慧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112 利群智能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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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山东液化天然气 (LNG)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15 鑫亚盛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十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29个)

116 山东能源研究院一期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崂山区政府

117 中启铝合金型材建设项目 胶州市政府

118
李沧区东部惠水路以南,汉川路以西 (氢能国际研究院中
心)项目

李沧区政府

119
李沧区东部惠水路以南,汉川路以东 (新能源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

李沧区政府

120 中国北方环保产业基地项目 胶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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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121 道恩高分子新材料项目 胶州市政府

122 光谷电磁科技项目 即墨区政府

123 丰宝湿式离合器研发项目 即墨区政府

★124 国橡中心功能性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25 北京汽车整车 (迁移)项目 莱西市政府

126 晨阳液压密封项目 莱西市政府

127 青岛莱西循环经济产业园绿色新型建材厂区建设项目 莱西市政府

128 年加工400万吨氧化球团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29 韩国纳米高科产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130 青岛钢研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 平度市政府

131 新力道高温合金新材料项目 平度市政府

132 中国钢研 “一院一园”项目 市北区政府

133 普霖复合纤维新材料项目 胶州市政府

134 青岛科技创新园项目 市北区政府

135 一汽解放新能源轻卡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136 青岛怡发龙山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137 中安芯界石墨烯快充锂电池生产研发基地项目 莱西市政府

138 鼎红世纪年产5KW 氢能源动力系统设备二期项目 莱西市政府

139 华东地区药用中性硼硅玻璃包装材料项目一、二期工程项目 莱西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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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华能董家口2×35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41 海西福龙金属表面精饰及环保工程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42 海王纸业绿色柔性智能数字包装印刷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43 盛阳新材料生产项目 平度市政府

144 中冶新型有色金属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平度市政府

十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4个)

145 青岛阅优科技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146 源氏木语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 胶州市政府

147 沃尔芯半导体集成电路研发设计封装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148 青岛微电子产业园项目 崂山区政府

149 东华软件副中心产业园项目 崂山区政府

150 海尔云谷二期商业项目 崂山区政府

151 星硕高科技创意产业园厂房项目 即墨区政府

152 基石昌海企业建筑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集聚区启动区项目 莱西市政府

153 均和云谷·青岛未来创新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154 中关村 (青岛)生命科学产业园一期项目 城阳区政府

155 西发科创中心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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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数字恒华智慧园暨总部基地搬迁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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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青岛 (平度)万洋众创城项目 平度市政府

159 青岛市无人机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160 国际院士港大数据中心项目 李沧区政府

161
海尔物联网全球创新中心 (一期)智家定制超前研发中心
项目

崂山区政府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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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海尔大云谷综合商务楼项目 崂山区政府

164 智扬科技产业园项目 崂山区政府

165 华为 (青岛)科技城项目 即墨区政府

166 招商局青岛网谷同顺园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167 中国移动 (山东青岛)数据中心二期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168 浪潮青岛大数据产业园项目 市北区政府

★169 青岛国际职业教育科技产业城项目 即墨区政府

170 动车小镇创新中心科研用房项目 城阳区政府

171 联东 U谷·青岛城阳国际企业港项目 城阳区政府

172 佰才邦5G+工业互联网产业园一期产业项目 城阳区政府

173 天安数码城二期产业项目 城阳区政府

174 和达正阳路商务楼建设项目 城阳区政府

175 开发区新动能产业基地科创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76 中电信息港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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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青岛融合半导体有限公司高端封测厂房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78 青岛西海岸电商平台交易中心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十三、医养健康产业 (15个)

179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医疗中心项目 崂山区政府

180 山东大学青岛蓝谷健康产业园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181 中国纺织工人疗养院改造项目 市南区政府

182 宜品乳业年产2万吨羊奶粉生产加工项目 莱西市政府

183 天成中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184 领帆科技年产1900吨医药级、食品级免疫蛋白项目 莱西市政府

★185 康复大学项目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86 国家组织工程种子细胞库 (青岛库)及细胞制备中心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87 聚大洋海洋生物医药科技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188 青岛蓝谷药业海洋科技谷项目 即墨区政府

189 青岛英派斯体育产业园1.1期、1.2期项目 即墨区政府

190 海尔 (青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物细胞谷一期产业项目 城阳区政府

191 青特北大医疗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192 格恩医药产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193 青岛市市民健康中心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十四、基础设施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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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青岛市地铁1号线工程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95 青岛市地铁4号线工程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96 青岛市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97 青岛市地铁8号线工程项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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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项目
青岛国信发展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0 青岛即墨通用机场项目 即墨区政府

注:序号前带 “★”的为2021年市级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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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2021年重点准备项目名单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一、现代海洋产业 (7个)

1 即墨陆港国际枢纽产业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2 中国药科大学 (青岛)创新研究院项目 即墨区政府

3 青岛蓝谷海洋科技成果孵化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4 青岛海上综合试验场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5 青岛生物科研交流中心项目 市北区政府

6 青银高速东侧4362-01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 A1-3项目 李沧区政府

7 青银高速东侧4362-01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 A1-1项目 李沧区政府

二、高端化工及传统制造业产业 (1个)

8 再生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平度市政府

三、高端装备产业 (23个)

9 加元润恒海上风力发电机装备零部件制造项目 胶州市政府

10 科林年产6万套动车车窗及配件项目 城阳区政府

11
中国轨道交通车辆及重要零部件出口服务基地及轨道交通车
辆检测认证中心项目

城阳区政府

12 铁龙智融轨道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13 惠乐喜乐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14 青岛比克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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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九合重工机械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16 朗夫科技新建集装箱流体包装袋项目 即墨区政府

17 陆港临空云创中心项目 即墨区政府

18 容科机电项目 即墨区政府

19 中南空港新基建智造谷项目 胶州市政府

20 海邦恒科燃煤污染控制系统产业化生产项目 胶州市政府

21 青岛 (胶州)万洋众创城项目 胶州市政府

22 杨家群卫星应用服务研究院项目 市北区政府

23 中德博佩发动机零部件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24 绿色智能矿山装备产业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25 青岛市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港项目 即墨区政府

26 德浩汽车零部件厂房建设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27 东盛泰和电气设备智造与研发产业综合体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28 倍世海尔饮水设备智能工厂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29 智慧应用产业研发基地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30 联东 U谷·青岛生命健康产业城项目 即墨区政府

31 海士豪精密模具研发生产项目 胶州市政府

四、精品旅游产业 (5个)

32 东方时尚中心三期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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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瑞诚文旅总部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34 东方伊甸园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35 青岛阳光温泉酒店项目 即墨区政府

36 华侨城欢乐莲泉项目 即墨区政府

五、商贸产业 (4个)

37 中英商贸基地建设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38 城阳区爱琴海购物公园城市综合体项目 城阳区政府

39 龙王河商业中心项目 即墨区政府

40 银丰商业项目 崂山区政府

六、商务服务产业 (4个)

41 即建创科城项目 即墨区政府

42 青岛斯坦德检测认证产业园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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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龙湖胶州天街项目三期项目 胶州市政府

七、文化创意产业 (8个)

45 正威集团青深众创智谷项目 即墨区政府

46 青岛国际院士论坛 (技术)永久会址项目 李沧区政府

47 平度市美丽在线新经济产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48 平度市爱琴海商业综合体项目 平度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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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扬帆职业学院项目 平度市政府

50 本依凡时尚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51 电影云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52 即墨城投职业教育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八、现代高效农业产业 (3个)

53 青岛现代化育苗中心项目 即墨区政府

54 年产玫瑰精油1吨、保鲜果蔬食品500万吨项目 莱西市政府

55 智慧化香菇菌棒培育基地项目 平度市政府

九、现代金融服务产业 (3个)

56 北方汽车交易市场改造项目 李沧区政府

57 环球金融广场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58 方亚新能源投资发展总部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十、现代物流产业 (2个)

59 腾慧仓储物流项目 胶州市政府

60 百利智慧电商产业园二期项目 胶州市政府

十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16个)

61 英中古建节能、绿色仿古建筑新材料研发生产项目 胶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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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青岛高端铜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城阳区政府

63 海卓新能源电池动力系统研发及应用制造项目 李沧区政府

64 锦江新能源全国总部研发基地项目 城阳区政府

65 鑫诚恒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66 皓杰智能科技项目 即墨区政府

67 生态功能化 TPU薄膜项目 即墨区政府

68 德顺昕新建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即墨区政府

69 双星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 (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86号项目) 市北区政府

70
新泰和年产10000吨高端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及1000吨新型
硅碳负极材料项目

莱西市政府

71 山水集团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莱西市政府

72 盛鼎装配式建筑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73 亿和顺产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74 青岛西海岸绿色环保材料再生产业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75 荣泰丰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76 青岛平度绿色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十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5个)

77 红岛科技中心项目 城阳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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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青岛人工智能创智谷项目 城阳区政府

79 青岛智能物联网产业园一期项目 城阳区政府

80 夏庄智慧产业生态城二期项目 城阳区政府

81 中版集团青岛数字产业园一期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82 宇东科技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83 北通5G射频研发和封装项目 即墨区政府

84 阿里巴巴丝路项目 即墨区政府

85 奥旭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86 威刚逢时工控科技产业园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7 深信服全球网络信息安全人才与创新总部基地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88 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拓展区项目 李沧区政府

89 青岛泰科达数据中心产业园项目 崂山区政府

90 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生产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91 数印通商供应链金融监管贸易中心项目 胶州市政府

十三、医养健康产业 (9个)

92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胶州创新基地项目 胶州市政府

93 青岛中房星光谷项目 即墨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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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青岛工人温泉疗养院疗休养建设项目 即墨区政府

95 瑞利国际医药生物产业园项目 即墨区政府

96 国药器械区域总部项目 青岛高新区管委

97 青岛浩大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与产业孵化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青岛蓝谷管理局

98 李沧区世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李沧区政府

99 青岛姜山生物医药产业中心项目 莱西市政府

100 安美瑞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 平度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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