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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发改重点〔2022〕13 号

关于印发 2022 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

现将 2022 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下达给你们，各项目责任单

位要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攻坚姿态，狠抓项目

推进主体责任落实，建立有牵头领导、有责任单位、有作战图、

有服务小组“四有”工作机制，细化时间表、任务表、项目表，

专班推进、专人负责、专题督查，并围绕重点项目建设启动精准

施策，攻坚克难，确保项目前期手续在最短时限办理完毕，要素

需求优先给予保障，尽快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有效投资，

烟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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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夯实项目支撑。

附件：2022 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建设类）

烟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年 1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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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建设类）

1 潍烟高铁 正线长约 236 公里

2 莱荣高铁 正线长约 192 公里

3 烟台市城市快速路工程 总里程为 196.8 公里

4 栖霞至莱州高速公路项目 线路全长约 69公里

5 G18 荣乌高速烟台枢纽至蓬

莱枢纽段改扩建工程

线路全长 59.32 公里

6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

项目

新建 17.2 万平方米 T2 航站

楼，新建 33 个（29C4E）近

机位

7 G18 荣乌高速威海至烟海高

速段改扩建工程

项目全长约 49.5 公里

8 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0#-11#液化品及油品泊位

配套库区工程（一期）

占地 30.5 万平方米，库容

58.18 万立方米

9 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6#-7#液体化工泊位配套库

区工程（一期）

占地 25.5 万平方米，库容

42.5 万立方米

10 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3#通用泊位工程

10 万吨级通用泊位 1 个，4

万吨级通用泊位 2个

11 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0#-11#液化品及油品泊位

工程

5万吨级泊位 1 个，10 万吨

级液体化工和油品泊位 1个

12 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6#-7#液体化工泊位工程

5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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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烟台港西港区原油码头二期

工程

新建 30 万吨级原油泊位 1

个

14 蓬莱通用机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

15 烟台市 S304 烟招线烟台开

发区小谭家至蓬莱界段改建

工程

总建设用地面积 300 亩

16 夹河新城项目 规划面积约 28平方公里

17 智造芯城基础设施建设—央

企（中交）合作综合开发项

目

总规划面积约 70 平方公里

18 招远市北部废弃矿山宅科村

片区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总治理面积 1.16 平方公里

19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蓬莱）新材料低碳产

业园基础设施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160 万平方米

20 丁字湾“源网荷储”先进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建设道路交通及共同管沟长

度 25 公里

21 芝罘区城市综合能级提升项

目（一期）

璜山北片区更新、惠安美好

社区创建和幸福新城只楚片

区产业提档升级

22 留格庄镇山体生态修复项目 年产260万吨机制砂、40万

吨石粉

23 烟台国际招商产业园（牟平

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国际招商产业园及周边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24 招远市污水处理一体化工程

项目

建设规模 2078 平方米

25 山东金都自然资源综合开有

限公司招远市采石场山体生

态修复项目

综合治理区面积 276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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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画河文化旅游综合改造项目 实施画河河道及支流晒甲河

河道治理、市政配套、景观

绿化等工程

27 套子湾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 建设处理能力为 10 万吨/日

的二级及深度处理设施

28 栖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程

治理生活污水 599 个村

29 万华烟台工业园废水处理及

综合利用项目

年处理 3.5 万吨/年废水

30 莱阳市农村饮水城乡供水一

体化建设

新增规模化供水覆盖村庄

339 个

31 栖霞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 自来水入户 626 个村

32 裕龙石化滨海路、污水管网

及中水管线项目

总长度约 12.8 公里，宽度

80米

33 福山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

目二期

改造小区 154 个，建筑面积

约 252 万平方米

34 芝罘区 2022 年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

改造 8个区片约 2.5 万户

35 烟台八角湾海洋种业企业聚

集区及海岸带整治项目

新建道路 22.67 万平方米

36 保久 300 万吨/年矿山废弃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年处理废弃石渣 300 万吨,

年产机制砂 260 万吨,石粉

30万吨,10 万吨泥土

37 烟台长岛生态建设（二期）

项目

岸线修复 5.25 公里

38 龙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暨

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总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

39 栖霞市老城区城市更新道路

工程

改造道路 5 条，全长 9150

米，总面积 33.5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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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龙泉水厂及配套管道工程 3万立方米/日净水厂，0.71

千米 DN1000 的输水管道，配

套供水主干管 50 千米

41 烟台市蓬莱区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一期）建设项目

对 7 个镇（街区）、71 个行

政村进行生活污水处理

42 烟台市金山湾片区配套供水

管道工程

给水管道总长度 52 公里

43 莱州市建制镇驻地生活污水

处理厂和配套管网整治项目

一期污水管网长度 34 公里，

二期污水管网长度 62 公里

44 龙口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程

铺设污水管网 942.5 公里

45 烟台市蓬莱区西部污水处理

厂建设项目

日处理污水处理 4万立方米

46 2022 年龙口市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

建筑面积 38.77 万平方米

47 烟台市蓬莱区小门家镇于庄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

日处理工业污水 5000 吨

48 龙口南山 LNG 接收站一期工

程

22 万方 LNG 储罐 6 座，码头

泊位及相关配套设施 1座

49 中兴电力蓬莱超临界燃煤电

厂示范项目

建设 2台 100 万千瓦机组

50 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

（LNG）项目

26.6 万立方米 LNG 泊位 1

座，22 万立方米 LNG 储罐 4

座

51 烟台港西港区液化天然气项

目

项目一期占地面积 41.22 公

顷

52 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一

期）配套岛外罐区项目

300 万立方米原油、25 万立

方米成品油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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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山东港源管道物流有限公司

烟台港原油管道复线项目

管道年设计输量 2000 万吨

54 山东中兴蓬莱电厂 500 千伏

送出工程

新建烟台 500 千伏开关站，

新建 500 千伏线路 331km

55 烟台港西港区原油码头二期

配套罐区工程

总库容 102 万立方米

56 烟台港西港区原油码头外接

管线工程

管廊总长约 7585 米

57 春帆环境 年危废总处理规模可达

77000t/a

58 辰丰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一体

化项目

购置主要设备 308 台套

59 山东烟台雁岭（口子）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

年售电量 3.4 亿度

60 山东烟台官庄 110 千伏输变

电工程

线路长度 16.85 公里

61 老岚水库工程 总库容 1.58 亿立方米，兴利

库容 8491 万立方米

62 裕龙石化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及排污口项目

日处理能力 8 万立方米，管

道长度约 3千米

63 栖霞市"三河"综合治理工程 3条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64 芝罘区勤河两岸综合整治工

程

河道总长约 13公里

65 龙口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 新建水厂 3 座，管道 106.61

公里

66 福山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 日供水能力 20 万立方米，管

道总长 450.1 公里

67 海阳市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

项目

总供水规模约每天 1.78 万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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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内夹河综合整治提升项目 改造河道 16 公里

69 牟平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 敷设供水管网 206 千米

70 龙口市王屋水库增容工程 总面积 1693.53 亩

71 龙口市兰高泵站工程 调水管线 11.12 公里

72 龙口市东城区中水利用工程 项目共敷设中水管线 43.91

公里，提升泵站 5座

73 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一

期）

年炼油 2000 万吨,年产乙烯

300 万吨、混二甲苯 300 万

吨

74 万华年产 4.8 万吨柠檬醛项

目

年产 12.4 万吨/年异异戊烯

醇、8.8 万吨/年异戊烯醇及

4.3 万吨/年异戊烯醛、4.8

万吨/年柠檬醛、3.5 万吨/

年柠檬醛衍生物

75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蓬莱工业园高性能新材

料一体化项目（一期）

年产丙烯 90 万吨，聚丙烯

30万吨

76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48万吨双酚A一体化项

目

年产 53 万吨/年异丙苯、65

万吨/年苯酚丙酮和 48（24

×2）万吨/年双酚 A

77 同邦聚乳酸项目 年产 30 万吨乳酸、20 万吨

聚乳酸、10 万吨聚乳酸纤维

78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中

节能万润工业园二期项目

年产 1200 吨高端液晶材料

及年产 5000 吨模板剂等专

项化学品

79 万华化学集团 40 万吨/年环

氧丙烷（POCHP）项目

年 产 40 万 吨 环 氧 丙 烷

（POC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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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嘉信年产 17.2 万吨染料及

中间体新建项目

年产间苯二胺 3 万吨，二硝

基苯 6 万吨，间苯二酚 2 万

吨，2-氰基-4-硝基苯胺 0.5

万吨，还原物 1 万吨，分散

蓝 60 染料 0.2 万吨，对硝基

苯胺 1万吨，2、4-二硝基-6-

氯苯胺 0.5 万吨，MF3 万吨

81 烟台九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OLED 显示材料及其他功能

性材料项目

年产 420 吨新型显示用有机

光电材料

82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蓬莱）新材料一期建设项

目

年产高端聚酰亚胺及环保涂

料单体 5000 吨，特种工程材

料 2000 吨，锂电材料 2000

吨

83 万华化学 20 万吨/年顺酐项

目

年产 20 万吨顺酐

84 烟台富利新型新材料项目 年产15万吨改性聚丙烯BOPP

功能膜、5 万吨改性聚丙烯

PETG 功能膜、3 万吨改性聚

丙烯 BOPS 功能膜

85 友谊胶粘双向拉伸聚丙烯薄

膜及特种胶带项目

年产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

11万吨和BOPP胶带22万吨

86 烟台东化新材料有限公司顺

酐及特种树脂工程项目

年产 10 万吨/年顺酐、5000

吨/年多功能特种环氧树脂、

8680 吨/年脂环族系列环氧

树脂

87 山东道恩斯维特科技有限公

司道恩斯维特（龙口）高端

非织造生产基地项目

年可生产 10.2 万吨并列双

组份非织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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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万华年产14万吨PC项目 年产 14 万吨聚碳酸酯（PC）

89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泰和新材新材料产业园项

目

年产易染纤维及其织物 2 万

吨

90 万华化学年产 5 万吨三羟甲

基丙烷项目

年产 5万吨三羟甲基丙烷

91 中瑞氟化氢产业链延伸 年产能 F113a 年 3.1 万吨、

三氟乙酸 1 万吨、三氟乙酸

乙酯 5000 吨、二氟甲烷 5

万吨

92 元基年产 5 万吨工业功能膜

和年产 2 万吨食品药品复合

膜的项目

年产 5 万吨工业功能膜，2

万吨食品药品复合膜

93 山东道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12 万吨/年全生物降解塑料

PBAT 项目

年产 12 万吨 PBAT

94 泰和新材高伸长低模量对位

芳纶产业化项目

年产 5000 吨差别化对位芳

纶纤维产品

95 烟台明炬新能源有限公司工

业气体、高纯气体、标准气

体项目

年产工业气体 1.5 亿立方米

96 烟台万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硅烷类产品生产项目

年产 140 吨硅烷类产品

97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高效差别化粗旦氨纶项目

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差别化

粗旦氨纶纤维生产能力

98 万华年产 10 万吨甲基胺项

目

年产 10 万吨甲基胺

99 万华聚氨酯固化剂 年产 3万吨/年 ADI 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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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烟台万华成达化学有限公司

4.2 万吨/年多乙烯多胺项

目

年产乙烯多胺产品 4.2 万吨

101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 20 万吨弹性体一体化项

目

年产热塑性弹性体产能 10

万吨、发泡弹性体 5万吨、

热塑性聚酰胺弹性体 5万吨

102 50000 吨中间体项目 及年产 5 万吨连续硝化中间

体

103 盛华新材料 年生产 1572 吨显示材料和

中间体

104 钧程物流 总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

105 万华年产6万吨NPG三期 年产 6万吨新戊二醇（NPG）

106 万华催化剂三期 年产 3万吨催化剂

107 烟台市中科化工新材料成果

转化示范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 2.4 万平方米

108 山东丽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2万吨/年无碳热敏纸、复

印纸加工项目

年加工无碳热敏纸 1.2 万

吨，复印纸 0.8 万吨

109 南山年产 600 吨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新材料建设项目

年产 600 吨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

110 浩普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产能升级和节能改造项目

年产丁二烯 8-10 万吨/年

111 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项目 采选规模 12000 吨/日

112 纱岭金矿建设工程 处理规模 12000 吨/日

113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复杂金精矿多元素综合回收

项目

年产黄金 27.8t/a、白银

461.2t/a、高纯阴极铜 20

万 t/a、硫酸 124 万 t/a

114 鸿裕实业孵化基地项目 年产铝罐 4亿支



— 12 —

115 金盛矿业朱郭李家金矿

5000 吨/日采选工程

采选生产规模 5000 吨/日

116 招金 1500t/a 贵金属智能提

纯工艺产业化应用项目

年精炼提纯黄金 300t，白银

1200t

117 中矿黄金精炼整体搬迁升级

改造项目

年处理金精矿 33 万吨（干

矿），年产金锭 16.05 吨，银

锭 11.42 吨，铜精矿 4152

吨（干矿），铅精矿 3960 吨

（干矿）

118 大尹格庄金矿尾矿综合利用

及充填站建设项目

年产装配式板材 85.8 万吨，

充填胶固粉 66 万吨，特种砂

浆 88 万吨

119 裕铭环保科技 年生产 8.5 万吨危固废协同

处置

120 南山高品质再生铝保级综合

利用项目

年产高品质再生铝 10 万吨

121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烟台

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项目

年产 6万辆新能源乘用车

122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新一代E2QL入门级豪华CUV

多功能车及其变型车项目

年产6万辆新一代E2QL入门

级豪华 SUV 多功能车及其变

型车

123 延锋智能座舱项目 年产汽车智能座舱 53 万台

套

124 蓬翔汽车桥壳及总装生产提

升项目

对高端重卡车桥智能化生产

线进行改造

125 坤泰汽车内饰件产业园项目 年产高档汽车地毯 1500 万

平方米，长纤 10000 吨

126 众安汽车零部件扩建项目 年产 900 万件汽车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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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东北特钢齿轮智能化生产项

目

年产端面齿轮 10 万套、液和

变矩器齿轮 3万套

128 昌誉密封科技 年可生产各类密封制品 3.5

亿套

129 AGV 无人驾驶转运系统产线

项目

年产 800 辆 AGV 无人驾驶转

运系统

130 山东融发戍海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融发戍海（蓬莱）智能

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年产压力容器筒节及结构件

23.3 万吨

131 大金重工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全产业链项目

年产海上风力发电机整机

150 万千瓦、叶片 800 套、

法兰 100000 吨，轴承 100

套

132 中南高科智能制造项目 建设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11万平方米

133 融发戍海薄壁大直径耐压筒

体制造项目

年产大型环轧件 2万吨

134 护理机器人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 4.1 万平方米

135 中铁建大型预制构件生产基

地项目

年产 2 万吨海上风电塔筒结

构、2万吨以上钢桩

136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工业机器人建设项目

年产高负载工业机器人共 2

万台

137 格林堡绿色建设科技有限公

司格林堡绿色建筑产业园

年产新型墙体和屋面免拆模

板 400 万平方米

138 上海电气风电主机项目 年产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200

台套

139 山东云储数字储能装备制造

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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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控

制阀建设项目

年产 2.5 万台液压控制阀

141 源鑫洁环保设备制造产业园 产成套脱硫、脱硝等环保装

备 15000 套

142 联东 U 谷·芝罘智能制造产

业园

总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

143 鑫矿服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 年产矿山用机械产品 5000

台

144 金正环保水环境产业园 年产碟管式膜柱 43 万支

145 联东 U 谷·福山健康科技谷

项目

建筑面积 7.9 万平方米

146 联东 U 谷创新科技产业园项

目

建筑面积 8.9 万平方米

147 华伟智能机械制造项目 年产机械设备 600 台

148 中石化新能源安全装备生产

基地项目

年产安全装备 20 套

149 长江精工智能装配 年配套生产50万平方米PSC

装配式建筑及相关部件

150 高档数控机床功能部件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

年产各类机床功能部件 30

万台

151 烟台宇光机械产业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年产 350 台空压机和 6 万件

重型机械部品

15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产业

园区项目

年产 20-30 台高能辐照加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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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液化空气烟台制造基地项目 年产空气分离精馏塔 5 套、

空气分离设备冷箱 5-10 套、

标准成套空分设备 20-30 套

154 东鑫智能制造一体化配套项

目

总建筑面积 7万平方米

155 烟台华新不锈钢有限公司新

材料智能化深加工项目-冷

精线

年产 6万吨冷精钢

156 烟台卡贝欧换热器有限公司

换热器项目

年产换热器产品 22000 台

157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马

达建设项目

年产 8万台液压马达

158 新浩阳高端研发总装中心 年产风电轴承产品 800 台套

159 晟森轮胎活络模加工项目 年产轮胎半钢活络模具 600

套，轮胎全钢活络模具 300

套

160 锡海科技项目 年产商用冰箱等产品 10 万

台以上

161 天津大学烟台精馏工程产业

园项目

年产精馏设备 560 台（套）

162 烟台环保节能项目 年产各类环保节能设备

2000 台（套）及相关产品 2

万件

163 烟台东源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4.9 万平方米

164 恒辉高端分离技术研发及设

备智能化制造项目

年产高端化工分离设备

2000 台套

165 智路联测烟台半导体项目 年产 QFN 等封测类型产品

14.58亿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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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招远市智佳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智能手机 200 万部，平

板电脑 150 万台，智能穿戴

（手表）200 万只，AI 机器

人 150 万个,蓝牙耳机 300

万个

167 海发电子半导体产业园项目 年产 330 万个智能穿戴液晶

屏

168 烟台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大功率半导体项目

年产 IGBT 模块 200 万块

169 中电长城圣非凡山东烟台基

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

170 米田精密制造产业园项目 年产 5000 万件塑胶制品、

300 万件五金制品、300 套模

具

171 东方智能科技园三期 总建筑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

172 烟台欣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欣和企业百万吨智能生

物发酵项目

年生产酱油与调味料产品100

万吨

173 中宠产业园项目 年产 6万吨宠物干粮

174 双塔食品万吨白蛋白提取综

合加工项目

年产 10500 吨豌豆白蛋白

175 春雪健康智慧工厂 年可宰杀肉鸡5000万只，生

产鸡肉产品 11 万吨、鸡肉调

理品 4万吨

176 润蚨祥油封智能化改造 年产油封 3.5 亿只

177 啤酒厂扩建项目 进行年产能50万千升啤酒工

程建设

178 富润高功能性豌豆蛋白浓缩

提取项目

年加工豌豆 20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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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海洋生物制品生产项目 年产食品营养强化 19700

吨，海洋功能性食品 930 万

瓶

180 烟台瑞东食品有限公司智能

化禽类加工项目

年屠宰生鸡 4500 万只

181 荣昌生物新药产业化项目 年产药品泰它西普 400 万

支、艾地希 300 万支

182 石药集团烟台生物医药产业

化项目

总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

183 烟台国际医用同位素创新应

用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 60万平方米

184 泰海脑机交互智能康复机器

人系列产品产业化项目

总建筑面积 26万平方米

185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产业

园

总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

186 东诚药业创新药研发及产业

化基地项目

新上生产线 3 条，新上设备

464台套

187 丰金生物制药项目 年产长效 EPO96 万支，固体

片剂 30 亿粒

188 10亿剂新冠VLP颗粒疫苗生

产线建设项目

年产新冠 VLP 颗粒疫苗 10

亿剂

189 生物创新药产业化生产线建

设项目

年产药物制剂约 400 万支

190 丰金医美项目 年产医美产品 2000 万支、化

妆品 2 亿支、聚谷氨酸 50

万吨、药用级透明质酸 20

吨

191 山东海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期 1＃-4＃厂房项目

年产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因检

测试剂盒等 10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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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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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

护理产品 900 万瓶，透明质

酸钠凝胶 450 万瓶

193 丰金化学原料药项目 建成后预计年产非布司他、

瑞舒伐他汀钙等原料药成品

总计约 7.1t

194 烟台东方神州 300 亿粒植物

空心胶囊建设项目

年产 300 亿粒植物空心胶囊

195 山东海阳核电项目 3、4号机

组工程

建设 2 台单机容量 125 万千

瓦的 CAP1000 型压水堆核电

机组

196 半岛南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

海阳基地

建设半岛南 50 万 KW 海上风

电

197 三峡山东牟平 BDB6#一期

（300MW）海上风电项目

风 电 场 总 装 机 规 模 为

300MW，同时配套建设一座

220kV 海上升压站和陆上集

控中心

198 莱州市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

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项目

年发电量 9.27 亿千瓦

199 莱州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

点项目

年发电量 5.72 亿千瓦

200 烟台市福山区整县（市、区）

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项

目

460 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电

站

201 万华 85 万吨/年聚醚多元醇

扩建项目

年产 85 万吨/年聚醚多元醇

202 昊阳土山镇 240 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

装机容量 240 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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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融进行村 200MW 渔光互补项

目

装机容量 200 兆瓦

204 华能福山臧家庄 200MW 农光

互补项目

一期、二期装机容量分别为

100兆瓦

205 锐阳辛安 200MW 渔光互补项

目

装机容量 200 兆瓦

206 华能辛安 200MW 渔光互补项

目

装机容量 200 兆瓦

207 特变电工 150MW 农光互补项

目

装机容量 150 兆瓦

208 山东华电福山 100MW 农光互

补光伏电站项目

装机容量 100 兆瓦

209 国 家 电 投 海 阳

100MW/200MWh 储能电站项

目

建设 100MW/200MWh 储能电

站

210 东方航天港重大工程一期 具备年产 20 发固体运载火

箭能力

211 卫星数据应用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 33.3 万平方米

212 运载火箭核心部件产业基地

项目

年产 250 个火箭贮箱

213 烟台北航科技园科技企业加

速器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6万平方米

214 新能智慧绿色高端家具板材

项目

年产40万立方米OSB无醛结

构板材、30 万立方米绿色规

格实木板材、2 万立方米智

能化高端实木家具板材

215 衣拉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部项目

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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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精纺毛料生产线智能升级项

目

购置软件及国产设备 84 台

（套），进口设备 379 台（套）

217 聚伟纺织科技项目 年产 3000 万米高档化纤面

料

218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古现

文旅小镇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143 万平米

219 烟台市朝阳街（一期）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性改造

改造面积 15.8 万平方米

220 崆峒胜境 主岛面积约 0.99 平方公里，

岛岸线长 6.3 公里

221 烟台市所城里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性改造

改造面积 7.6 万平方米

222 利群文化产业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 28万平方米

223 烟台君悦国际会展中心 建筑面积 14.2 万平方米

224 中传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 建筑面积约 30万平方米

225 烟台凯高客置业有限公司威

斯汀酒店群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 175649.11 平

方米，其中地上面积为

124300 平方米

226 烟台丰达福置业有限公司八

角湾文化旅游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 20 万平方米

227 龙口市市民活动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 11万平方米

228 崑龙温泉项目 进行温泉酒店、汤屋汤院装

修施工

229 烟台万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渔号英迪格酒店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 8.2 万平方米

230 澳特赛《耀》文化数字产业

园

建筑面积 8万平方米

231 中日韩青年创新创业谷 建筑面积约 8.6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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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丘山谷葡萄酒养生休闲体验

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

233 烟台文化广场 建筑面积 6.94 万平方米

234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智能化升

级改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 1.78 万平方米

235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研发中心扩建工程及孵

化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 37万平方米

236 牟平开发区数字经济产业园

项目

总建筑面积 11.3 万平方米

237 烟台环磁山国际科研走廊创

新数字产业研究院

总建筑面积 23.8 万平方米

238 南山科学技术研究院一期工

程

总建筑面积 11.7 万平方米

239 汽车检测中心项目 全年实现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测试 30 多万车次

240 融发研发总部项目 总建筑面积 24.3 万平方米

241 杰瑞集团数字化转型项目 完成管理平台等 18 个项目

建设

242 烟台中科环渤海（烟台）药

物高等研究院改建项目

总装修改造面积 14 万平米

243 烟台国际设计小镇综合开发

项目

项目占地面积为 110 万平方

米

244 烟台中科先进材料与绿色化

工产业技术研究院（烟台先

进材料与绿色制造山东省实

验室）

一期总用地面积约 150 亩，

总建筑面积 15.7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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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中节能（烟台）国际节能环保

有限公司烟台国际节能环保

科技园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 12.6 万平方

米

246 高研院实验动物设施及研究

生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7万平米

247 烟台八角湾中央创新区国际

科创中心

建筑设计面积约 12 万平方

米

248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

249 小麦铺科技研发销售总部及

快消品生态产业链项目

总建筑面积 5.6 万平方米

250 英诚（烟台）健康医疗发展

有限公司玲珑英诚国际医院

项目

地上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

251 玲珑英诚医院医养中心项目 年可照顾需医养康复人员600

余人

252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项

目（牟平区妇幼保健院）

总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

253 栖霞市人民医院城北新院项

目

总建筑面积为 15 万平方米

254 烟台市全民健身中心 总建筑面积 9.1 万平方米

255 象楠中医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9万平方米

256 金天御源健康科技项目 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

257 水发中昌·上和春天二期工

程

总建筑面积 9.89 万平方米

258 亲和源康养小镇 总建筑面积 26万平方米

259 烟台康顺家园健康社区项目 建筑面积约 9.6 万平方米

260 海港医院改扩建 总建筑面积 7.9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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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山东舒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医养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 4.2 万平方米

262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

区人民医院一期工程

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3.5 万平

方米

263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肿

瘤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

264 山东省（烟台）帆船帆板训

练基地

建筑面积 3.33 万平方米

265 烟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三

期工程

建筑面积 2.79 万平方米

266 莱州市人民医院三期工程 总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

267 烟台城市科技学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９９万平方米

268 烟台大学开发区科教园区

（一期）

项目一期规划占地面积

610.5 亩，总建筑面积 42 万

平方米

269 山东建筑大学产学研基地

（烟台）一期

占地面积 450 亩，总建筑面

积 24 万平方米

270 烟台八角湾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总用地面积 450 亩，一期用

地约257亩，建筑面积约14.2

万平方米

271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校

区项目

占地面积 110 亩，总建筑面

积 12.2 万平方米

272 烟台科技学院扩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 16万平方米

273 天虹技工学校综合实验楼 总建筑面积 4.77 万平方米

274 高新区新城吾悦广场项目 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超

10万平方米

275 盛隆大时代广场 总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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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三站新区商业综合体项目

（吾悦广场）

总建筑面积 11.6 万平方米

277 招远市金森投资有限公司河

东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

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

278 费舍尔人工智能与跨境电商

产业园项目

一期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

米

279 振华物流产业园 建筑面积 7.44 万平方米

280 农副产品冷链物流项目 总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

281 烟台运安物流仓储项目 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

282 龙口市天鸿三期港城综合体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25.6 万平方米

283 三盛·国际中心 总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

284 业达城市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 243056.47 平方

米

285 幸福连城·龙口智能制造基

地

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

286 幸福新城总部基地及配套人

才公寓项目

总建筑面积 11.7 万平方米

287 正大芯智汇项目 建筑面积约 5.5 万平米

288 毅康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及产业孵化园

建筑面积 8.4万平方米

289 龙口市城市智能体和大数据

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 7万平方米

290 烟台 5G 大数据中心 建筑面积 3.68 万平方米

291 烟台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现代渔业产业园项目

100 座深水网箱（6 万 m3/单

座），95 组近岸“生态网箱”

（1.4 万 m3/单组），人工鱼

礁 12 万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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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NORSAL 陆基三文鱼循环水

养殖项目

年产 3万吨三文鱼

293 瀑拉谷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年产 200 万瓶葡萄酒

294 招远桃花园家庭农场生态基

地综合体建设项目

平整改造高标准农田 3000

亩，改造建设面积 51000 平

方米

295 招远市齐山镇甘薯科技示范

园脱毒种苗基地建设项目

年产优质甘薯脱毒原种种苗

26240 万棵

296 招远市绣锦屏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一体化生态观光园项目

仓储果品 500 吨，采摘各种

精品果品 3000 吨

297 官山田园综合体 年种植果品、中草药 2800

吨，加工饲料 6000 吨，生猪

60000 头，接待游客 7000 人

以上

298 蓬莱苹果商品化处理中心项

目

年可实现苹果期货交割量

20万吨，果品检测量 3万吨

299 莱州市现代渔业示范园明波

（金城）育种中心项目

年产鱼苗 1500 万尾

300 山东正裕牧业有限公司正裕

农牧生态产业园建设项目

年种猪出栏量 10 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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