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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河县举行2020年
全县重点项目建设观摩评议活
动，总结今年以来项目建设成
效，分析存在问题，以现场观摩
的形式传导压力、增添动力、激
发活力，确保项目建设提质、提
速、提效，为明年取得良好开局
奠定基础。商河县委书记翟军
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
县长袁长奎对观摩的重点建设
项目作点评讲话。

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与
会人员先后到12个街镇和经济
开发区现场观摩，集中察看了
30个重点项目。翟军指出，这次

重点项目建设观摩评议活动反
映出了各街镇全年经济工作的
最新成果，归纳起来，主要表现
为项目实，符合商河县“工业立
县”和“工业强县”的发展方向；
项目全，涵盖了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项目建设进展快，符合商
河县当年招引、当年开工、当年
建成投入使用的“商河速度”。

翟军强调，在边看边议和
边看边思考的过程中，既看到
了成绩，也应该看到不足。当
前，商河的工业经济支撑能力
仍然不够强，龙头带动型大项
目少，拿得出手、打得起定盘的
支柱项目少；街镇之间不平衡，
项目数量有差距，进度也是参
差不齐。

翟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
跑起来，全力招引争取项目，坚
持重点招商，细化产业链条设
计，聚焦产业门类、链条环节，
加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招商
引资力度，围绕主导产业延链
补链，招大引强，以招商引资促
产业聚集，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要深化以商招商，强化企
业招商引资主体作用，通过优
势企业积极引进战略合作伙
伴，引导优势企业与央企、省
企、外企实现对点招商、合作经
营，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批”
的良好效应。

要动起来，全力保障项目
落地，对已签约的项目，从审批
到用地调整，再到施工建设各

践行“工业强县”理念，推动工业
商河县举行2020年全县重点项目

图个明白！来看看商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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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区、龙桑寺镇：济
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年产50000
吨复配农药制剂项目

项目投资方为济南绿霸农
药有限公司，创建于2008年4
月，是国家工信部定点农药生
产企业，注册资本9000万元，是
一家集科研、生产、经营、销售
及植保技术推广服务于一体的
技术型现代化高新技术农药生
产企业。

项目总占地107亩，总投资
3 . 3亿元，建设生产车间、综合
仓库及检测中心总计46000平
方米。项目中建设杀虫剂2个，
选择性除草剂车间1个，灭生性
除草剂车间1个；其中灭生性除
草剂车间为PLC控制的全自动
化生产车间，实现仓储、生产、
财务的数据互通和生产设备的
精准控制，打造智能化的农药
制剂生产线。项目中所有的生
产车间都进行了微负压处理，
废气处理和新风控制同时进
行，确保车间内无尘、无味；并
对废气进行洗涤和吸附处理，
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项目建
成后能够实现杀虫剂、杀菌机、
除草剂等十几个剂型100多个
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经济开发区：凯美科技有
限公司超细氢氧化铝、高品质
氢氧化钙和糠醛生产基地项目

项目投资单位凯美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以“绿色化学、清
洁生产”为目标，致力于精细化
工产品绿色化、高端化生产的
科技型初创企业，由青岛科技
大学山东化工研究院作为投资
公司的技术支撑单位及主要股
东之一。研究院长期致力于绿
色化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成果
转化，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突破，并拥有完整的自主
知识产权体系。自主研发的水
相合成和高效分离技术，实现
了绿色化工领域技术上的跨
越，对我国绿色化工行业整体
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示范和
引领作用。

项目计划总投资30亿元，
总占地面积400亩，其中一期占
地270亩，投资18亿元，计划新
建厂房、办公楼、其他附属设施
等共计约110000平方米；二期
占地130亩,计划投资12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12亿元。

经济开发区：山东领军新
材料产业园项目

依托商河县经济开发区优
越的营商环境，山东领军科技
集团计划在山东商河经济开发
区建设山东领军新材料产业园，
产业园将规划EPP新材料产业链
项目、轻量化装配式A级防火隔
墙板、新型绿色建材、装配式足
球场产业链，同时联合高校、科
研院所共建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打造中高端新型材料的研发、
生产、检测和销售中心。

园区占地250余亩，建筑面
积16万平，项目总投资10亿元。
目前领军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2400万元已经到位，领军产业
技术研究院以技术入股，联合
百川以资金入股成立项目公
司，正在积极推进之中。

玉皇庙镇：山东工程职业
技术大学（商河校区）项目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660余
亩，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总投
资15亿，学校规模约8000人，是
教育部批复同意的本科学校。
一期面积184 . 88亩，建筑面积
约12 . 3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有3栋教学楼、1栋宿舍楼、图
书馆、食堂、2栋实训教育楼以
及其他配套设备用房等组成。
二期面积160 . 33亩，建筑面积

约10 . 6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有2栋教学楼、3栋宿舍楼、2
栋实训教育楼、食堂、风雨操场
以及其他配套设备用房等组
成。三期面积314 . 79亩，建筑面
积约14 . 89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一、二期工程均
已开工，明年9月份可招生4000
余人。学校将打造成集互联网
科技、动漫产业、特色餐饮、酒
店服务、汽车教育、新能源等区
域产业相融合的特色职业教
育，形成教、学、研、就业为一体
的职业教育产业园，为玉皇庙、
开发区乃至全县企业提供高素
质劳动力，为工业强县、人才兴
县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玉皇庙镇、沙河镇：中建八
局绿色智能建筑产业基地项目

中建八局绿色智能建筑产
业基地为全市重点项目观摩之
一，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是体量大。项目计划总
投资10亿元，占地380亩，分三
期实施，一期以幕墙、门窗、中
空玻璃深加工等产品为主，二
期以高端木制作、装配式装修、
安装部品等产品为主，三期以
高端中空玻璃深加工轻钢结
构、建筑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为主。

二是建设快。实现当年开
工、当年投产、当年纳规。项目
于2020年3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年6月竣工。其中，一期一
地块于2020年3月开工，已于8
月份竣工投产；二期项目于
2020年8月开工，已完成主体钢
结构建设；三期项目正在规划
设计中。

三是科技高。拥有国内最
先进的铝合金门窗和玻璃幕墙
生产线，“智”能设备、“智”慧园
区、“智”慧管理，“智”汇于人、

“智”造未来，发展成为集智能
制造、绿色节能环保、品牌影响
力强产业。

四是产品新。产品新型绿

个环节都要串起来，科学制定
计划，明确项目落地建设的每
个关键环节的时间节点。要继
续健全领导干部包挂重点企业
制度，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
应”，主动下沉对接。要提前谋
划好项目，聚焦盯住实体经济
项目，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项目，
策划包装一批投资规模大、科
技含量高、产业带动性强的重
点项目，争取纳入省市盘子，为

“十四五”期间更好地开创新局
面打下坚实基础。

要活起来，加快项目投产
达效，不断拓展市场化、多元化
的融资渠道；在土地上，优先保
障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项
目、民生项目用地需求，确保要

素跟着项目走；坚持“留住人”
“育好人”，满足重点项目人才
需求。要完善领导帮包机制，精
准把握制约项目建设进度的困
难和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全力
做好跟踪服务，体现“商河速
度”。

要严起来，真督实导项目
建设，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全力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形
成在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
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建设、建设
项目快投产的良性循环。翟军
强调，各街镇要以这次项目观
摩为契机，进一步深入总结，取
长补短，再鼓干劲，掀起项目招
引建设新热潮，为打造省会现
代化新城市组团奠定坚实的基

础。
袁长奎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认真谋划实施明年的重点项
目，力争全县有更多项目纳入
省市的盘子，为项目建设提供
坚实的要素保障。全力推进
2021年全市观摩备选项目建
设，坚决打好明年全市观摩的
主动仗、必胜仗。

坚定不移抓好双招双引，
加快推动签约项目落地开工，
积极引进新项目，为主导产业
崛起成峰、跨越发展注入源头
活水。要切实加强项目施工管
理，强化施工安全管理、大气污
染防治和疫情防控安全，奋力
开创商河经济社会高质量快速
度可持续发展新局面。

色智能，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标
志性产品，打造全球最先进、最
智能、最高效的建筑产品生产
基地。

许商街道：鑫鑫田园花卉
产业园项目

鑫鑫田园花卉产业园作
为许商街道抢抓商河县建设济
南市“花城”“绿城”花卉供应基
地和打造山东省鲜花集散地契
机，依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
羊角岭村打造的花卉产业园。
园区将不断创新经营管理机制
和利益联结机制，倾力打造产
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实现
龙头带动、市场运作、产业发
展、群众致富。

玉皇庙镇：中汇中央厨房
项目

项目于今年3月份开工建
设，10月份正式投产运行。该项
目为全产业链项目，覆盖了从
蔬菜生产、运输、加工、冷链配
送、二次加工到餐桌的整个产
业链，建成了“种植基地+中央
厨房+冷链配送+集约化供餐”
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实现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贾庄镇：旅游综合体项目

项目位于新华路以北、贾胡
路以东农文旅融合发展区，要建
设花卉种苗生产区、农文旅融合
发展区、科技创新研发区、良种
产业融合区四个功能区域，形成
以良种生产、良种加工、物流配
送、文化展示为重点的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集聚区。

殷巷镇：朗威跑步机和哑
铃凳生产基地项目

项目位于殷巷新型建筑建
材产业园，由济南朗威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于
今年2月底动工，实现了“当年
签约、当年开工建设、当年投
产”，彰显项目建设“殷巷速
度”。项目建成投产，实现企业
产品“线上线下”“境内境外”一

体化销售，为殷巷镇打造“跨境
电商小镇”奠定坚实基础。

白桥镇：济南大蒜产业新
旧动能转换示范园

济南大蒜产业新旧动能转
换示范园立足镇域主导产业，突
破大蒜深加工污水处理瓶颈制
约。是济南大蒜产业新旧动能转
换示范园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大
蒜深加工专业园区，是济南大蒜
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园是一
个实现污水零排放的园区，济南
大蒜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园
是白桥镇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建设的载体项目之一。

郑路镇：济南龙鼓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郑路镇聚力“双
招双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实践。主要从事高端装备制
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研
发，其中高精度超声波水表及
其管理系统2020年荣获山东省
企业优秀创新成果一等奖，被
科技部认定为科学技术成果，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项目
一期厂房、办公楼、道路、绿化、
亮化等基础设施已经完成。

孙集镇：宏铸机械制造项
目二期

山东宏铸机械有限公司是
商河县2019年首个实现“拿地
即开工”的项目。企业在做好前
期投产准备的同时，已接纳市
场订单。作为机械加工上游企
业，这家公司引入了风机生产
流程，以满足市场需求。

张坊镇：山东润星机械有
限公司电控柜及塔式起重机生
产项目

山东润星机械有限公司电
控柜及塔式起重机生产项目落
户于张坊镇科技装备制造产业
园，该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
11000万元，计划于明年五月份
试生产。

怀仁镇：壹亩地瓜物流集
运中心项目

该项目占地面积50亩，是一
处集脱毒育苗、鲜薯收储、线上
销售为一体的农产品物流集运
中心，项目共建设集运中转仓1
万㎡，高温育苗拱棚2万㎡。项目
3月份签约，9月份试运行。与山
东省农科院合作开展甘薯脱毒
种苗育苗，新品种研发、试种，为
规范化订单种植提供示范。

韩庙镇：山东奥坤作物生
物农化科技产品项目

该公司是国家农药定点生
产企业，具备省级标准级实验
室，与国内十多家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以研制安全环保无污染的绿色
环境友好型农药为主，除原材
料和助剂之外，其主要载体为
去离子水，是传统农药的升级
替代产品。全部投产后年产杀
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
长调节剂1万1千吨。

龙桑寺镇：圣恩（济南）新
材料项目

圣恩（济南）新材料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水性工业漆、水性
纺织涂料、服装印花胶浆等水
性环保高性能涂料产品，是长
江以北最大的水性纺织涂料制
造商，山东省内仅此一家，拥有
自主研发的品牌，旗下有“圣恩
科技”和“海莱德”智能装备机
械两大品牌。预计年底前就能
投产。

沙河镇：济南尧工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自动化仪表项目

济南尧工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精密检测设备、
仪表、自动化集成及特种阀门
制造的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
机电构件、含水测试仪、归位传
感器、无泄漏阀门等设备，广泛
应用于石化、冶金和能源等行
业。标准厂房已完工并投入试
生产，办公楼主体正在施工，实
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一直以来，工业发展是商河的薄弱环节，2020年，商河县贯彻落实全市加快建设工业强市动员大会
精神，深入践行“工业立县、工业强县”理念，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强县提供强力支
撑。快来看，商河县2020年原来有这么多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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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奥奥坤坤作作物物生生物物农农化化科科技技产产品品项项目目

山山东东领领军军新新材材料料产产业业园园

山山东东润润星星机机械械有有限限公公司司电电控控柜柜及及塔塔式式起起重重机机生生产产项项目目

圣圣恩恩（（济济南南））新新材材料料项项目目

鑫鑫鑫鑫田田园园花花卉卉产产业业园园项项目目

壹壹亩亩地地瓜瓜物物流流集集运运中中心心项项目目

中中建建八八局局建建筑筑科科技技((山山东东))有有限限公公司司产产业业园园区区一一期期已已投投产产

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设观摩评议活动

2020年重点项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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