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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鄉孔孟之鄉 運河之都運河之都 文化文化
濟寧位於山東省西南部，轄市中區、任城區、兗州市、曲阜市、泗水縣、鄒城市、微山縣、魚台縣、金鄉縣、嘉祥縣、汶上縣、梁山縣和濟寧國家級高新區、北湖省級旅

遊度假區，總人口847萬，總面積1.1萬平方公里。2012年該市GDP完成3189.4億元、居山東省第六位，實現地方財政收入245.6億元、居山東省第五位。

區位優越通達八方。濟寧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交界地，
是環渤海和長三角兩大經濟圈的結合部，是連接華北與華東、中
原與沿海的交通樞紐。高速公路、鐵路縱橫境內，京杭大運河貫
穿南北，千噸級船隊可直達長江，內河航運能力佔山東省的80%以
上。濟寧曲阜機場開通了至北京、上海、廣州等13條航線。京滬
高鐵的開通，將濟寧納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2-3小時經濟圈。

文化名市聖人故里。濟寧歷史文化悠久，是人文始祖軒轅黃
帝和孔、孟、顏、曾、子思五大聖人的故鄉，中華文明的重要發
祥地和儒家文化發源地。這裡始祖文化、儒家文化、運河文化、
佛教文化、水滸文化相融共生，交相輝映。境內文物古蹟眾多，
擁有曲阜和鄒城兩個國家級文化名城、擁有孔府、孔林、孔廟等
世界級文化遺產，現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36處、省級95處，入
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11個、省級19個。

資源大市地阜物豐。濟寧是全國全省重要的糧棉油基地、特
色農產品基地和名優畜牧品種繁育基地。是全國十三個煤炭能源
基地之一，已探明煤炭儲量270億噸，年產原煤9000多萬噸，佔山
東省60%以上，是全國八大煤炭基地之一。電力裝機容量1030萬千
瓦，佔山東省六分之一。淡水儲量60億立方米，微山湖長年蓄水
20多億立方米。稀土儲量1275萬噸，居全國第二。旅游資源獨具特
色，東有 「三孔四孟」，西有 「水泊梁山」，南有 「河湖濕地」
，北有 「中都佛苑」，形成了東文西武、南水北佛的旅遊格局。

工業強市轉型升級。濟寧是國家新規劃的七個大型煤化工產
業基地之一，是山東省重要的工業城市，相繼建成煤化工、工程
機械、專用汽車、生物技術、紡織新材料、光電產業等多個國家
級產業基地。已有美國國際紙業、美國伊頓、美國固特異、美國
愛科、美國依工、日本小松、日本住友、日本三菱商事、日本傑
科特、日本味之素、日本伊籐忠、韓國三星、香港保新、華潤集
團、香港嘉里集團、香港中華煤氣、泰國正大、新加坡奧迪諾投
資、新加坡豐益投資、馬來西亞森達美、台灣聯電、德國德固賽
、德國巴斯夫投資、意大利倍耐力、芬蘭凱米拉、巴西Cvid等41
家世界500強企業，華能集團等69家國內500強企業落戶濟寧，形成
了工程機械、高檔紙張、橡膠輪胎、生物醫藥、高檔紡織、新能
源新光源六大支柱產業集群。兗礦集團、華勤集團、如意集團、
太陽紙業、山推股份等一批骨幹企業居全國同行業前列。

打造魯西科學發展高地
濟寧正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全力打造魯西科學發展高

地，構建現代產業新城、文化旅遊名城、生態宜居水城。

工業立市培育十大產業。濟寧大力實施 「1351」百千億產業
培植工程，重點培育機械、化工、煤炭、食品醫藥、新能源、紡
織服裝、造紙、冶金建材、電力、新信息十大產業，到2015年，
新信息產業過100億元，專用汽車、汽車配件、礦山機械、調味品
、醫藥、光伏、電動汽車、LED、冶金、建材10個子行業銷售收入
過300億元，造紙、冶金建材、電力3個產業過500億元，機械、化
工、食品醫藥、新能源、紡織服裝、煤炭6個產業過1000億元，十
大產業總體突破萬億元，着力構建以高端產業、高端產品、高端
技術為主體的現代製造業體系。

服務業強市商圈崛起。實施新一輪城市商貿發展規劃，在濟
寧都市區重點規劃建設 「四大特色商圈」：以濟寧主城區為中心
的核心集聚商圈、以曲阜為中心的文化旅遊商貿圈、以兗州為中
心的現代物流商圈、以鄒城為中心的密集消費商圈；在市城區着
力打造 「一主（老城城市商業中心）、一城（西部運河商貿城）
、三區（濟北新區、高新區、北湖新區區級商業中心）、兩軸（
以太白樓路、金宇路為軸線的城區兩大重點商業發展軸）、兩帶
（京杭運河都市文化旅遊帶、老運河文化旅遊休閒帶）」的商貿
發展總體格局。

創建文化旅遊名城。以建設 「曲阜文化經濟特區」為牽動，
大力構建 「一園（曲阜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三帶（儒家文
化產業帶、運河文化產業帶、生態文化產業帶）、四區（始祖文
化產業區、水滸文化產業區、紅色文化產業區、佛教文化產業區
）、七大文化產業（文化旅遊業、影視傳媒業、出版印刷業、演
藝娛樂業、藝術培訓業、節慶會展業、藝術品業）」的發展格局
，着力打造儒家文化傳承創新區、文化經濟融合創新發展示範區
和國際旅遊目的地，建設凝聚全球華人的文化聖地和共有精神家
園。

構建生態宜居水城。加快中心城區 「東拓西跨南聯北延」，
南部打造北湖生態新城城市主中心，北部建設濟北新區城市次中
心，東部構築高新區科技新城，西部建設運河生態新區，構建 「
一城四區」競相發展格局；同時，大力推動 「濟兗鄒曲嘉」都市
區融合發展，建設組群結構大城市和山東省三大區域中心城市之
一。以 「五城同創」（全國文明城市、全國綠化模範城市、全國
雙擁模範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為抓手
，大力營造宜業、宜居、宜遊的社會環境、人文環境、生態環境
，加快建設美麗濟寧。

濟寧市人民政府定於濟寧市人民政府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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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灣仔博覽道香港灣仔博覽道11號號））紫荊廳紫荊廳
舉行舉行「「20132013濟寧濟寧（（香港香港））經貿合作懇談會經貿合作懇談會」」

啟事

濟寧市重點招商項目
參考價

工業用水基本價格
（water price for basic industrial use）

工業用電基本價格
（electricity price for basic industrial use）

工業用蒸氣價格
（steam gas price for industrial use）

工業用天然氣價格
（natural gas price for industrial use）

製造業人員工資
（worker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批發和零售業人員工資
（workers in wholesale and retail industry）

住宿、餐飲、建築和房產業人員工資

文教、衛生、體育和娛樂業人員工資

註冊費 Registration Cost
註冊資本（人民幣，元）

註冊資本≤1000萬

1000萬<註冊資本≤1億

註冊資本>1億

驗資費 Capital Verification Fee
註冊資本（折合人民幣）

註冊資本≤100萬元

100萬元<註冊資本≤500萬元

500萬元<註冊資本≤1000萬元

1000萬元<註冊資本≤5000萬元

5000萬元<註冊資本≤1億

1億<註冊資本≤5億

5億<註冊資本≤10億

>10億

公路集裝箱運輸費（參考價）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Cost（reference price）

20英尺

40英尺

3.65元/立方米（RMB3.65yuan/cubic meter）

0.73元/度（RMB0.73yuan/KW．h）

180元/噸（RMB180yuan/ton）

3.1元/立方米（RMB3.1yuan/cubic meter）

1800元人民幣以上/月
（over RMB 1800yuan/month）

1600元人民幣以上/月
（over RMB 1600yuan/month）

1500元人民幣以上/月
（over RMB 1500yuan/month）

2300元人民幣左右/月
（about RMB 2300yuan/month）

費用（人民幣，元）

0.8‰×註冊資本

10,000+（註冊資本-1000萬）×0.4‰
44,000

費用（人民幣，元）

3‰（1000元起價）

1.5‰
1‰
0.5‰
0.2‰
0.1‰
0.05‰
0.02‰

8元人民幣/箱/公里

11元人民幣/箱/公里

▶▶曲曲阜孔廟大成殿阜孔廟大成殿

◀◀孔子像孔子像

▶▶濟寧位於山東濟寧位於山東
省西南部省西南部，，區位區位
交通優越交通優越

微山湖十萬畝荷花美不勝收微山湖十萬畝荷花美不勝收

▼▼濟寧市區濟寧市區

濟寧是運河之都濟寧是運河之都，，京杭大運河縱貫濟寧全境京杭大運河縱貫濟寧全境

▲▲太陽紙業與美國國際紙業合資的液體包裝紙生產線填補太陽紙業與美國國際紙業合資的液體包裝紙生產線填補
亞洲空白亞洲空白

▲▲山推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生產山推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生產、、銷售鏟土運輸機械銷售鏟土運輸機械
、、壓實機械等主機及工程機械關鍵零部件的國家大型一類骨幹壓實機械等主機及工程機械關鍵零部件的國家大型一類骨幹
企業企業

一、高端製造業產業園招商項目
濟寧高新區製造業產業園項目 招商項目3個： 1 工程機械發動機

項目。總投資15億元，利用區內完整的工程機械技術優勢、配套體系
、銷售網絡、資金環境以及產業集群優勢，為大中型挖掘機、推土機
、裝載機等生產柴油發動機，市場需求大、產品競爭力強。聯繫人：
洪海琴，電話：0537-3255079，郵箱：tzcjec@163.com。 2 碳纖維複
合材料項目。總投資10億元，佔地500畝，主要進行從PAN基碳纖維原
絲到碳纖維以及中、下游產品的研究、開發和銷售。產品主要應用於
航空航天、體育用品、工業應用等領域，是國防領域重要的戰略物資
，發展前景十分廣闊。聯繫人：江心標，電話：0537-3255013，郵箱
：rivermark@163.com。 3 生化醫藥項目。總投資8億元，依托國內知
名生物製藥企業，開展抗乙肝、抗丙肝和新型抗生素、抗HIV病毒藥
物的藥物研究，將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抗乙肝、抗丙肝和新型抗生素
和新型抗HIV病毒藥物產業化並推向市場，經濟效益可觀。聯繫人：
費月良，電話：0537-3255075，郵箱：tzcjyc@163.com。

任城區中科智造北斗信息產業園項目 園區規劃面積1500畝，一
期佔地628畝，一期計劃投資20億元，重點招引公共服務平台、研發機
構、電子信息類生產型企業、配套類生產型企業、企業孵化器、園區
配套服務企業等，形成從研發、設計到生產、服務的一站式產業聚集
區。目前已有近10家信息產業企業簽約入園，兩年內產業園年產值預
計可達50億元。聯繫人：張紅春，電話：13964989099，郵箱：
zhc89099@sina.com。

兗州市精細化工產業園項目 園區規劃5平方公里，現有精細化工
企業20餘家，初步形成了梯次跟進的產業發展格局。項目總投資75億
元，擬招引專業對口的世界知名大公司進行合作，利用生物甘油為原
料生產環氧氯丙烷、酰氯、AKD及光氣化系列產品。項目建成後預計
年可實現銷售收入200億元、利稅40億元，可提供上萬個就業崗位。聯
繫人：劉鵬，電話：13863768988，郵箱：yzzsj2008@163.com。

曲阜市汽車零部件產業園項目 園區規劃面積為3平方公里，項目
總投資100億元，依托潤峰電動汽車、天博汽配、金皇活塞、裕隆金和
模具等汽車及零部件製造企業，積極引進國內外大型汽車零配件製造
商，重點發展新能源汽車及其關鍵零部件、汽車電子產品、發動機及
零部件、制動器總成及系統、傳動系統零部件及系統、變速器、車身
零部件、摩擦材料等八大系列產品。聯繫人：李萬祥，電話：
15563780937，郵箱：15563780937@126.com。

泗水縣食品加工產業園項目 園區規劃面積2000畝，項目總投資
80億元，依托泗水農產品資源優勢，引進國內外食品飲料加工龍頭企
業入駐園區，打造集品牌產品科技創新、生產加工、物流配送、質量
認證、品牌推廣等為一體的國家級食品加工基地。建成後年可實現銷
售收入150億元、利稅25億元。聯繫人：荀苗，電話：13791742742，
郵箱：ssswj119@163.com。

鄒城市高端鋁材產業園項目 項目總投資41.2億元，擬招引輕合
金下游產業鏈相關企業，新上軌道交通車體鋁型材、航空產品鋁型材
、鋁合金客車車體製造、鋁合金輪轂等四大項目，打造全國重要的航
空、國防科技工業、軌道交通及汽車等鋁型材產品生產基地。項目全
部建成後，預計年實現銷售收入64億元，利稅18.4億元。聯繫人：王
波，電話：13863709339，郵箱：zcsswjwzk@163.com。

微山縣船舶工業園項目 園區是依托山東省內河船舶基地規劃建
設的特色工業園區，規劃佔地7300畝，現有船舶生產及配套企業52家
、從業人員2萬餘人。項目總投資53億元，主要建設物流中心、船舶製
造及配套區、遊艇製造及配套區、能源產業區等多個功能區，達產後
年可實現銷售收入61億元、利稅11.5億元。聯繫人：丁行，電話：
13305378555，郵箱：dingxing8555@163.com。

魚台縣張黃工業園PVC項目 張黃塑料工業園是魯南地區最大
PVC製品加工生產園區。項目規劃佔地160畝，總投資6億元，主要利
用濟寧金威煤電有限公司化工廠年產40萬噸的PVC作原料進行深加工
，生產各種型號的PVC管材、型材製品等。建成後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10億元、利稅2萬元。聯繫人：王海玲，電話：18266810333，郵箱：
ytxswj@163.com。

金鄉縣食品工業園大蒜加工項目 園區是目前全國最大的食品工
業園區，總投資205億元，面積10.9平方公里。重點引進外資建設大蒜
果蔬出口創匯產業區、大蒜果蔬精深創新產業區、食品綜合產業聚集
區、畜禽肉類產業聚集區、飲料產業聚集區、油脂產業聚集區等六個
產業聚集區。其中大蒜加工項目總投資6.8億元，以金鄉大蒜為原料，
採用先進技術生產大蒜素注射液、大蒜素片、大蒜多糖、大蒜素膠囊
、大蒜腸溶膠丸等新型大蒜醫藥產品，醫用價值極高。聯繫人：馬龍
傳，電話：13054966068，郵箱：Shipinyuanqu@163.com。

嘉祥縣生物醫藥產業園項目 園區是濟寧市規劃建設的唯一市級
生物醫藥產業園，一期規劃面積3000畝，總投資160億元，重點發展生
物醫藥、精細化工、生物能源等產業，打造承接國內外生物產業轉移
的高效生態工業園區。嘉祥縣擬以該園區為平台對外招商引資，在土
地、稅收、信貸等方面給予最大的扶持，投資者既可在園內建設生物
醫藥項目，亦可整體開發建設園區。聯繫人：狄瑞生，電話：
13964930766，郵箱：sdjxdrs@126.com。

梁山縣專用汽車大市場項目 梁山縣是全國重要的專用汽車生產
基地，現有專用汽車生產企業165家，擁有專用汽車研發、檢測和物流
三個中心，形成了年產各種專用汽車15萬輛、各類配件500萬件（套）
的生產能力。項目計劃佔地1000畝，總投資10億元，主要建設以重卡
和專用車產業為核心，包括重卡銷售、零配件購銷、二手車交易、維
修保養、舊車拆解的綜合性高端汽車大市場。項目建成後年可實現銷
售收入405億元、利稅5.1億元。聯繫人：智紅光，電話：13964965599
，郵箱：13964965599@163.com。

二、現代服務業產業園招商項目
市中區大運河文化產業帶項目 項目規劃面積64平方公里，總投

資686億元，主要建設運河博物館、城市陽台、運河碼頭、濟安台、運
河休閒公園等一大批文化旅遊項目，計劃建設10年，建設期計劃融資
400億元，淨收益可達310億元以上。濟寧市委、市政府已將該項目納
入城市建設重點項目，優先保證土地使用指標，土地出讓收益所計提
「五金」的80%返還各區用於項目範圍內教育設施建設、廉租房建設

、水利設施建設、農業開發、土地開發等。聯繫人：李愛國，電話：
13583780905，郵箱：zqzfcb@126.com。

曲阜市文化產業園項目 園區2008年5月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第二
批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規劃布局為 「一條中軸（孔孟文化大中
軸線）、七大片區（明故城文化產業核心區、尼山孔子出生地朝聖區
、壽丘中華人文始祖旅遊區、九龍山孟子故居文化區、石門山鄉村文
化體育休閒區、高鐵片區現代文化娛樂區、九仙山農業觀光旅遊風景
區）、六大基地（孔子文化會展產業基地、孔子商貿城古玩交易基地
、山東省重要的遊客集散基地、中國江北圖書物流集散基地、中國書
畫培訓交易基地、世界孔子學院教育修學基地）、九大產業（孔子文
化旅遊、孔府文化餐飲服務、孔子文化會展、孔府文物複製和文化商
品、孔子書畫、孔子文化圖書出版印刷、孔子文化動漫、孔子文化演
藝、孔子文化節慶）」。積極尋求境內外合作商開發建設，項目總投
資500億元。聯繫人：楊奉明，電話：13705474826，郵箱：qfyfm@
163.com。

梁山縣水滸文化產業園項目 水滸文化產業園項目被列為山東省
重點產業項目專案，總投資25億元，主要整合梁山旅遊資源，整體開
發水滸梁山主題旅遊區、宛子城特色旅遊度假區、獨山紅色文化旅遊
區、蓼兒窪文化生態旅遊區、後集文化休閒旅遊區，打造獨具特色的
水滸文化產業園。聯繫人：馬濤，電話：18653797799，郵箱：
ismt7799@163.com。

兗州市佛教文化主題遊樂園項目 項目是山東省十大文化產業項
目之一，規劃面積500畝，總投資20億元，設計年接待遊客量300萬人
次。依托豐富的佛教文化資源，積極尋求外商開發建設具有濃厚地方
色彩的大型佛教文化旅遊景區。聯繫人：劉鵬，電話：13863768988，

郵箱：yzzsj2008@163.com。

嘉祥縣九頂山孝文化城項目 項目緊鄰青山景區、武氏祠、曾府
曾廟、法雲寺等景點，自然資源豐富，環境優美，總投資36億元，尋
求外商開發建設九頂山孝文化城、焦國故城遺址公園、現代高科技農
業種植觀賞園，打造集休閒、娛樂、度假、會務為一體的休閒養生、
旅遊度假區。項目建成後，年可實現銷售收入6億元、利稅2.6億元。
聯繫人：狄瑞生，電話：13964930766，郵箱：sdjxdrs@126.com。

微山縣南陽古鎮旅遊綜合開發項目 南陽古鎮是古運河四大名鎮
之一，島鎮特色鮮明。項目總投資5.24億元，主要開發建設古運河景
觀廊道、荷塘月色景區、遊客中心及旅遊碼頭、河神島景區、商業古
街古建築修復及南店子旅遊綜合服務、水上休閒娛樂等項目。項目實
施 後 年 可 實 現 旅 遊 綜 合 收 入 1.7 億 元 。 聯 繫 人 ： 張 峰 ， 電 話 ：
15853784599，郵箱：wszf2008@126.com。

金鄉縣36計主題公園項目 項目總投資5億元，以 「三十六計」為
主題，依托金鄉羊山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現有設施，建設包含兵法智能
園、軍事知識大觀園、現代遊樂園、生態園林園、軍事題材藝術園的
大型軍事主題遊樂園。聯繫人：李瑞國，電話：15963730266，郵箱：
jxzs777@163.com。

汶上縣商貿物流園項目 汶上縣是國內機電設備、紡織服裝、新
能源和重化工業的重要轉移承接地區，將帶動當地物流業加快發展。
園區總投資60億元，規劃佔地3000畝，主要建設倉儲物流園區和建築
建材、機電產品、農副產品、紡織服裝品、煤化工等五大專業市場。
建成後年可實現商品交易額110億元、利稅22億元。聯繫人：田丹，電
話：13884736806，郵箱：7212708@163.com。

濟寧北湖新區地產開發項目 招商項目有4個： 1 北湖國際大酒店
項目。總投資10億元，精心打造新區內首個國際五星級標準酒店。 2

企業總部聚集區項目。總投資20億元，建設行政辦公、科研中心、高
端產業等大型企業集團總部駐地。 3 湖心島文化旅遊開發及高檔會所
項目。項目總投資10億元，依托北湖景區建設高檔會所，打造生態旅
遊和商業開發完美結合的精品景點。 4 城市綜合體項目。總投資30億
元，建設多種業態融合發展的城市綜合體，打造城市新地標。聯繫人
：包然，電話：15053716319，郵箱：bhtzcjj@163.com。

任城區廖溝河兩側城市綜合體項目 廖溝河兩岸是任城經濟開發
區新型工業新城建設的核心區。項目總投資50億元，規劃佔地面積
4500畝，主要建設河岸名邸、名流之居、商業金融業綜合體，總建築
面積218萬平方米，容積率0.93，綠地率35%。聯繫人：張紅春，電話
：13964989099，郵箱：zhc89099@sina.com。

鄒城市生態科技新城項目 項目東接國家交通大動脈京福高速公
路、京滬高鐵，西連城市建成區腹地，南臨孟子湖生態區，北接九龍
山風景區，區位優越，環境優美，規劃佔地32平方公里，總投資39億
元，主要建設以總部經濟區、高端服務業聚集區和楊下河景觀帶、孟
子湖景觀帶 「兩區兩帶」。聯繫人：王波，電話：13863709339，郵箱
：zcsswjwzk@163.com。

泗水縣綜合生態新城項目 規劃面積18.3平方公里，建設用地8.7
平方公里，總投資200億元，重點發展養生度假、運動休閒產業，打造
集養生休閒地、質量生活城和活力新水岸為一體的綜合生態新城。聯
繫人：荀苗，電話：13791742742，郵箱：ssswj119@163.com。

魚台縣古運河餐飲娛樂長廊項目 總投資2億元，依托古運河沿岸
開發建設3公里長的集餐飲、娛樂、演藝、旅遊、購物、休閒、房地產
開發等為一體的古運河餐飲娛樂長廊。聯繫人：王海玲，電話：
18266810333，郵箱：ytxswj@163.com。

山東省濟寧市商務局聯繫人：徐國明
電話：13705376212 郵箱：jn2316184@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