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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个中外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合 作 区 揭 面 ，项 目 签 约 超210 亿

2018中德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成果丰硕

11月2日，为期两天的2018中德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落下帷幕。本届大会成果丰硕，不仅对外发布了占地面积26平方公里的中德中
小企业合作区产业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还在中德中小企业投资推介会上集中签约了27个中外合作项目，总投资共计214 . 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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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平方公里合作区
揭开神秘面纱
以“智汇中德 赋能未来”
为主题的2018中德中小企业合
作交流大会于11 月1 日在济南
开幕，来自中外近800位专家学
者 参 会 ，创 历 届 之 最 。开 幕 式
上，备受瞩目的中德（济南）中
小企业合作区揭开了神秘面
纱，正式对外发布了产业规划
和城市设计方案。
2017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
部批准设立“中德（济南）中小
企业合作区”。根据规划，中德
（济南）中小企业合作区坐落于
济南高新区临空经济区，是济
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双引
爆区之一，也是济南国际内陆
港的核心区。
合作区区位优势明显，周
边有国际机场，聚集着国家级
综合保税区、中欧制造产业园、
国际物流产业园三大产业集聚

区，集国际空港、国家铁路一类
口岸、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国家
高速主干线、城市轻轨、小清河
航道众多交通及区位优势于一
体。西门子、博世、大陆、安顾、
曼、费斯托、威伯科、福士等一
批德国企业在这里聚集，是济
南外向型经济的动能极和实现
百亿级产业链、千亿级产业集
群的重要载体。
据悉，中德（济南）中小企
业合作区邀请了全球五大产业
咨询机构之一戴德梁行进行产
业规划，规划面积约26 平方公
里，聚焦临空指向型高新制造
业，瞄准其中关键基础制造环
节，重点突破航空、汽车、轨交
产业链中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瓶
颈，搭建对接世界前沿先进技
术的交流、转化、产业化平台，
打造关键技术自主化、生产流
程智能化的智能制造生产集
群。合作区还邀请了全球知名
城市设计规划机构德国SBA公
司开展空间规划，将德国品质
与济南城市特色结合，全方位
引进德国绿色建筑技术，打造

德国品质的工业园区。
根据规划，合作区将以航
天大道为界，在规划区北部布
局三大基础产业组团，
由北至南
依次为智能信息设备组团、
智能
装备组团以及国际企业港所处
的创新孵化区。
南部布局以交通
类零部件为主攻方向的三个产
业组团，依次为交通装备组团、
新材料组团、
航空产业组团与配
套物流区。提供集中高端、多元
化生产性服务的空港门户商务
轴和综合服务中心，
分别位于横
贯规划区东西方向的航天大道
两侧和中德文化湖周边；
生活服
务产品位于规划区西部的三个
生活组团中，
实现规划区的产城
融合与职住平衡。
目前，合作区控制规划、土
地规划、市政交通专项规划、产
业规划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正如火如荼推进，
“ 生命通道”
天玑路与航天大道已开工建
设，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建筑面
积20万平方米的德国标准厂房
全面启动，航加国际航空产业
园、普洛斯机器人产业园、博世

马勒涡轮轴生产项目、高功率
芯片生产项目等一批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项目落地。

27个合作项目签约
总投资超210亿
11月2日，
2018中德中小企
业合作交流大会最后一天，当
天大会上最受关注的当数中
外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记
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前一天
的 合 作 项 目 的 精 准 对 接 ，1 1 5
家国外企业与130 家济南市企
业达成了不少合作意向，仅在
大会上就有27个合作项目进行
了签约。
据举办方介绍，在2018 年
中德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期
间首次举办了“百企汇”——
— 中
德（欧）合作项目精准对接会。
“百企汇”活动采用合作需求匹
配、现场精心分组、一对一精准
对接、后期专人跟踪等专业化
手段，努力把济南高新区打造
成中德、中欧企业集聚平台。
根据“百企汇”活动的目标

要求，将每月促成一批外企来
访；每季度组织一批成员访欧；
每年收集500 条中德（欧）合作
信息；每年促进100家中德（欧）
企业现场对接；每年促成10 个
中 德（ 欧 ）先 进 制 造 业 合 作 项
目；三年促成100个中德（欧）合
作项目。
“百企汇”——
— 中德（欧）合
作项目精准对接现场签约了27
个合作项目，涉及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产业投资，技术合作等
诸多领域，协议总投资额214 . 4
亿元。
签约项目含中欧智造港等
产业及技术合作项目21个，
博尔
捷集团、
猎聘网等招才引智项目
6个，其中既有博世马勒涡轮轴
生产等世界500强企业高端实体
制造项目，
也有智能大排量摩托
车及发动机项目、
一类新药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等中外中小企业
企业间合作项目，更有8个高质
量中外合作项目落户中德（济
南）中小企业合作区，合作区建
设取得实质性成果，为本届中
德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画上
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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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林：携手打造中德合作济南“桥头堡”
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山
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中德
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落幕，
本
次大会规格之高、
与会嘉宾人数
之多，
为历届中德中小企业合作
交流大会之最。除了工信部、省
市领导参会外，
更是吸引了欧洲
议会前议长、德国社民党2017德
国大选总理候选人、
社民党前主
席、德国联邦议会议员马丁·舒
尔茨，德国前国防部长、德国社
民党前主席、
欧洲社民党前主席

鲁道夫·沙尔平等170位外国嘉
宾参加大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
江平介绍，
山东省把加强中德中
小企业合作作为实施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的重要抓手，
特别
是济南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活
力，
在产业合作、
技术创新、
企业
管理等方面与德国开展广泛合
作，
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进行了
有力的探索和实践。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忠林

在致辞时表示，
济南对德文化经
贸交流底蕴深厚，
双方在各领域
的全方位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贸
易更加畅通、合作更加融通、民
心更加相通。优势互补，共创未
来，携手打造中德合作济南“桥
头堡”
。
济南实体经济发达、
创新
氛围浓厚、环境开放包容，非常
适合广大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发
展，
具有打造中德合作
“桥头堡”
的独特优势。
马丁·舒尔茨在致辞时表

示，多年来，许多德国企业来到
中国创新创业、投资发展，为深
化两国经贸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
友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鲁道
夫·沙尔平表示，
近年来，
中德两
国中小企业间的合作交流逐步
加强，
取得了显著成果。
据统计，
截至本届大会召开
前，
德国在济南市的投资企业已
达88家，
包括有西门子、
曼、
费斯
托、
安顾、
博世等跨国巨头；
一批
有实力的济南企业也纷纷到德

国投资办厂，
济南有33家企业在
德国投资设厂建设研发中心，
开
展业务合作。
根据在济南的德资
企业近三年的统计，
它们的销售
收入和利润增长都在20%以上，
济南的企业和德国的企业之间
的贸易额每年的增长速度在15%
2017年，
以上。
济南对德国进出口
总额达到45 . 31亿元，同比增长
51 . 36%。
2018年以来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态势，
济南已经成为中德
企业合作发展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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