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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

济南市投资促进局委托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勤”），协助对济南市整体投资环境进行研究分析。

本报告旨在展示济南市整体投资吸引力，为有意投资中国，特别
是投资山东省济南市的国内外企业提供制定投资决策所需的相关资料。

德勤在济南市投资促进局的协助下已对部分济南市典型企业进行
调研，并收集相关资料及反馈，以期从国际投资者所关注的多种维度反
映济南市的城市投资吸引力。

本报告使用了除德勤分析方法外，汇集了多方权威机构研究城市
投资吸引力的多种维度，其中已参考世界银行关于中国120个城市的竞
争力的调研报告，各国外商商会对中国营商环境研究的维度以及各地有
关部门进行城市投资环境分析所使用的若干维度，结合济南市自身宏观
经济及微观企业环境的特点，共从以下六个方面反映济南市的投资吸引
力：

• 城市基本概况

• 城市交通区位

• 城市经济活力

• 城市市场活力

• 城市创新活力

• 城市生活环境

本报告特别就投资者投资决策过程中重点关注的要素和内容进行专
题的提炼总结，力求向潜在投资者客观展示，便于索引：

•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及先进制造业

• 济南市服务业

未来济南市将积极“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本报告中将
以特色专题形式向投资者进行介绍。

根据项目团队对相关数据及访谈调研的整理分析显示：济南市城市
投资吸引力较强，重要产业基础较好，具备成为一个开放融合的区域中
心城市所应具备的主要条件：

• 优越的交通区位

• 庞大的市场潜力

• 充足的人才储备

• 活跃的研发创新

• 舒适的泉城生活

展望未来，济南市将与各界投资者共同合作，全力打造有竞争力的
城市，深化国际交流，与投资者共赢共荣，共同成长，促进济南市经济
的蓬勃发展。

卷首语 中国山东 · 天下泉城

资料来源：济南市政府官网，济南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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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是国务院批准的沿海开放城市，中

国环渤海地区南翼的中心城市，十五个副省级城
市之一，全国经济第三大省山东省的政治、经济、
文化、金融中心

辖区总面积7,998平方公里，下辖历下、市中、
槐荫、天桥、历城、长清、章丘七区，平阴、商
河、济阳三县，全市常住人口723万人（2016年）

济南市北连京津，南接沪杭，东西连通山东
半岛与华中地区，是京沪沿线经济发展轴上的重
要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未来，“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是
济南市“十三五”期间的重要发展目标

开放经济：2016年GDP超6500亿元，经党中央、国

务院同意，济南市被列为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之一

交通枢纽：京沪高铁五大枢纽站之一，中国37个国家

级流通节点城市之一

科研创新：入选双创示范城市，科技人员超60万人，

驻济高校43所，且拥有众多科研院所及企业研发技术

中心

泉韵悠久：有着二千六百多年建城史，齐鲁孔孟文化

交汇融合。素有泉城美誉，山泉湖河城浑然一体，是

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舒适友好：中国平安城市试点城市之一，教育及医疗资源

集聚，市政府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十佳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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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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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基本概况

环渤海地区南翼的中心城市
贯通京沪
全国五大经济圈交汇之城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齐鲁文化融合之城
高校集聚，科技人才超60万

全国第三经济大省省会
GDP超6500亿
辐射超万亿市场

山泉湖河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教育医疗城市功能完备
宜居宜游的舒适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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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在 山 东 省 是 中 国
的经济第三大省，GDP总
量为6.7万亿元，约合1万
亿 美 元 ， 占 中 国 GDP 的
9.3% ， 人 均 生 产 总 值
67706元，按年均汇率折
算为10193美元

山 东 省 总 人 口 数 量
达 9946.64万人 ，是中国
人口第二大省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中心城市

环渤海地区南翼的中心城市

以 济 南 市 为 中 心 以
及周边六市组成的省会城
市 群 经 济 圈 生 产 总 值 为
23,230亿元，占山东省生
产总值的35%

北翼辽东半岛

重型工业基地

南翼山东半岛

轻型工业基地

核心京津冀圈

综合型工业带

潍坊 青岛

东营 烟台 威海

临沂

日照

菏泽

~1亿

人口
（2015）

~1万亿

美元GDP
（2016）

~1万

美元人均

GDP
（2016）

枣庄
济宁

莱芜

济南 淄博

泰安
莱芜

德州

滨州

聊城

滨州

泰安

聊城

德州

济南 淄博

济南市

环渤海地区示意图

山东省示意图

“1+6”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省会城市
经济圈

2016年GDP
单位：亿元

总量 23230

山东省资金、信息和资源聚集的
中心城市

经 国 务 院 批 复 同 意
《 济 南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1—2020年)》，成为
中国环渤海地区南翼的中
心城市

辽宁

河北

内蒙古

山西

北京

天津

山东

城市基本概况：区域中心

资料来源：《2015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东省各地市统计局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4、2015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济南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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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本概况：人口结构

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

人口总量较大

劳动力充足

截至2016年，常住人口723万人，

多年来保持稳定增长

截至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69.46%，高于全国57.35%的

平均水平

695
700

707
713

723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济南市人口年龄结构*

0-14

14%

15-64

77%

>65

9%

劳动适龄人口比例较高，人口
结构以青壮年为主，15-64岁的人口
占总人口的77%

*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 （2010年）

19,914

14,864

8,930

济南 青岛 全国平均

济南市人口受教育程度*

大学

（大专以上）

20%

高中

（含中专）

17%

初中

33%

小学

20%

其他

10%

2015年每10万人有大学受教育程度

单位：人

济南市常住人口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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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本概况：泉城济南

资料来源：济南市名泉保护管理办公室，德勤整理 资料来源：德勤访谈，德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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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本情况：历史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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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地灵：孕育了众多文人名士

济南孕育了众多文人名士，例如房玄龄，是唐朝著
名宰相；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婉约词派代表，素有“千
古第一才女”之称；南宋词人辛弃疾，中华词坛“豪放
派”的杰出代表；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元代重要的政
治、文化人物

此外，众多文人骚客游历在济南，例如三国时期曹
操在济任国相期间，显露出政治才华；曾在济任教的老
舍视济南为“第二故乡”，并在这里写下《济南的冬
天》等名篇；国学、文学大师季羡林，成长于济南，是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

孔孟文化：仁义宽厚山东人，尊智尚德齐鲁城

“一山一水一圣人”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诞生于山东曲阜，位于济南市南面仅187公里，孔
子的思想与言行孕育了儒学与孔孟文化，培养与指导了一代儒学名士

孔孟之道在乎“仁义”，提倡“以和为贵，以礼为范”，指导着古人致仕
之途和今人兼容并包之路

仁义宽厚山东人：悠久的儒家文化形成山东人仁义、宽厚、重义气、讲气
节的个性。仁以为己任、可宽厚待人，义以为己求、可广纳贤友

尊智尚德齐鲁城：齐鲁孔孟文化为城市带来开放包容、敦厚平实的文化氛
围，孕育了一座尚德尊智之城和众多贤士

巴夫洛投资选址，当时选中济南市，一个原因是济南人比较守信，踏实肯干，

无论是在入驻的时候与政府合作还是招工方面，都能感受到济南人这个特点

——巴夫洛投资管理咨询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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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河

“聚”

“汇”

“融”

“养”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清代刘凤诰

济南市泉水源自泰山余脉，经地下潜流净化后
汇聚于此，清冽甘美的泉水是城市的血脉，赋予这
座城市灵秀的气质和旺盛的生命力

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为代表，市
内泉流成河、再汇成湖，并与明府古城相依相生，
山、泉、湖、河、城融为一体，集中展现了独特的
泉水水域风光

以泉水为代表，汇聚山、湖、河、城等特色景观

自然风光秀丽，素有“泉城”之美称

泉韵生泉城

以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珍珠泉四大名泉闻名，共有
十大泉群，72名泉，808个天然泉，是举世无双的天然岩溶泉水
博物馆

秀丽大明湖

由众多泉水汇聚而成的大明湖，是难得的天然湖泊

河水长流淌

境内主要有黄河、小清河两大水系，还有环绕老城区的护
城河等河流

历史文化城

拥有大量的历史街区与古城遗留，其主体即为明府城地区，
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保留着老济南“泉水串流街巷民居”的
韵味

一城秀山色

千佛山延绵数十里，盘亘于城市之中，形成了少有的城中有
山、山在城中的壮丽景观，北郊的鹊山、华山，柳埠的青龙山，
长清的玉符山、五峰山环抱济南城，形成一城山色的美丽济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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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区位：区位优势 城市交通区位：区位优势

资料来源：山东省区域发展战略办公室，各省市统计局，山东省统计年鉴2016，《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2015-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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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大经济圈的交汇地，区位优势明显

济南市南接长三角经济圈，北接京津冀都市圈，东融环渤海经济圈，西

临中原经济区，同时作为环渤海经济圈南翼的中心城市，是山东省乃至华北地区

的重要枢纽城市

济南市因其区位优势及较强的周边辐射能力，成为37个国家级流通节点城

市之一

五大
经济圈

经济圈范围

地区生产总值（2015） 常住人口（2015）

单位：万亿
元

全国占比 单位：亿人 全国占比

环渤海
经济圈

以京津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
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区域，主要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

19 28% 3.1 23%

长三角
经济圈

位于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包括
直辖市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等三
省区的共26个市

13.5 20% 1.5 11%

中原
经济区

以郑汴洛都市区为核心、中原城市群
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
包括河南全省及其他3个省区部分城市
共29个地级市

6 9% 1.5 11%

京津冀
都市圈

以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为核心，还
包括河北省中的11个地级市及安阳市

6.9 10% 1.1 8%

山东半岛
城市群

以济南、青岛为区域双中心城市，烟
台为区域副中心，以及淄博、潍坊、
东营、威海、日照等六市

3.9 6% 0.4 3%

台湾

福建

渤海

东海

新疆

西藏

青海

四川

云南

内蒙古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广西
广东

贵州

宁夏
甘肃

陕西

山西

河北

河南 江苏

浙江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台
湾

海
峡

海南 南

海

黄海

山东

环渤海
经济圈

1

京津冀
都市圈

4

中原
经济区

3

2
江苏

长三角
经济圈

山东半岛
城市群

5

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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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区位：铁路网络 城市交通区位：航空公路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 2015年 资料来源：济南市政府口岸办，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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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铁1.5h)

济南市

南京
（高铁2.5h）

上海（高铁3.5h）

郑州

青岛（动车2.5h）京沪线

胶济线西安

河北

山
西陕西

河南

浙江

江苏

天津（高铁1h）

济郑线

京津冀

长三角

开通国际货运班列

在国际铁路货运物流方面，济南市拟开通“济新欧”国际货运专列，加快与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对接，打通与中亚、欧洲的物流通道，致力于打造区域

性物流中心的地位

铁路网络贯通南北、承东接西，是京沪高铁的五大枢纽站之一

济南市铁路网示意图

济新欧国际货运专列（拟建）

济南
乌鲁木齐

西安

郑州

汉堡

柏林

华沙

济南市是京沪高铁五大枢纽站
之一，全国16个路网性铁路枢纽之
一，是京沪线、京沪高速铁路、胶济
线、胶济客专和邯济线等五大铁路干
线交汇处

• 济南 – 天津 高铁1小时

• 济南 – 北京 高铁1.5小时

• 济南 – 南京 高铁2.5小时

• 济南 – 上海 高铁3.5小时

7

指标（2016） 单位 运输量

旅客发送量 万人 11,924

旅客周转量 百万人公里 70,400

指标（2016） 单位 运输量

货物发送量 万吨 16,749

货物周转量 百万吨公里 115,300

济南市

上海
南京

北京

青岛
石家庄Jinan

Taian

Dezhou

Liaocheng

济宁

泰安

聊城

德州

济南市

济南市公路网络

天津港-400km

烟台港-450km

青岛港-380km

日照港-360km

济南市

北京

南京 上海

沈阳

高速公路

公路连接环渤海地区主要港口

济南市是全国45个公路主枢纽城
市之一，公路通车里程12730.2公里
（2016年），可辐射全省，连通北京、
上海等重要经济城市，连接环渤海地区
主要港口

连接京沪、京台、青银、青兰、
济广、济聊、济南市绕城等七条公路干
线，形成可辐射全省，连接全国高速公
路系统

中国重要的空港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连通境内外约70
个城市，其中港澳台及国际城市近20
个：

• 济南 – 韩国首尔 1小时40分

• 济南 – 香港 2小时30分

• 济南 – 台北 2小时30分

• 济南 – 日本大阪 3小时

• 济南 – 新加坡 5小时15分

济南市国际国内主要航线

济南遥墙
国际机场

首尔
~1h40min

大阪
~3h

台北
~2h30min香港

~2h30min

新加坡
~5h15min

曼谷
~5h

北京
~1h

成都
~2h

上海
~1h20min

洛杉矶
~15h

指标（2016） 单位 运输量 同比增长

客运量 万人 645.1 21%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272.9 17%

货运量 万吨 5.09 22.1%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2.52 16.7%

指标（2016） 单位 运输量

客运量 万人 3,212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52.2

货运量 万吨 21,212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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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活力：整体概况 城市经济活力：外向经济

资料来源：济南市2011－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济南市商务年报 2015年 资料来源：济南市统计年鉴2015年，济南统计手册 2015年，济南市2010-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济南市投促局，济南市商
务年报 2015年，济南市政府官网，济南市科技局，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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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GDP超6500亿元，人均消费能力较高

第三产业强势发展，占GDP总量及社会投资总额均超过50%

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进一步增加

4,813 5,230 5,771 6,100 653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CAGR＝

8%

济南市人均GDP

单位：元

69,247 75,255 
84,700 86,320 90,999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CAGR=

7%

济南市GDP

单位：亿元

5% 5% 5%

38% 38% 36%

56% 57% 59%

2014 2015 2016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济南市各产业产值情况

单位：亿元

4% 3% 3%

36% 35% 33%

60%
62%

65%

2014 2015 2016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济南市各项目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392 515 572 

1,041 1,148 1,237 

917 
1,014 

1,164 

2014 2015 2016

基础建设投资 工业投资 房地产投资

济南市各产业投资总额情况

单位：亿元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比 重 逐 年 增 加 ，

2014-2016年复合增速达20%

5,771
6,100

12
14

16 17 19

30

10 11 12 13 14 16

87 86 84 86
7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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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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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40

45

5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合同外资额（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

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济南市外资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对港澳台及外资吸引力增加

至2016年，已集聚56家境外世
界500强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占
总体落地制造业的近60%，服务业投
资项目占总数的27%。

如2016年，美国思科与浪潮成
立合资公司浪潮思科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落户济南，注册资本1亿美元

区域性总部

区域研发总部：沃尔沃建筑设备在

济南设立研发中心，为中国及中国

以外的新兴市场研发产品及输出技

术

区域制造总部：台湾食品制造业的

“四巨头”旺旺、康师傅、统一、

耐斯均设立区域性制造总部；以欧

州投资为主的大陆汽车电子、德国

博世等11个国家的28家企业在济

设立区域性制造总部

区域服务业总部：德华安顾人寿保

险设立中国总部，汇丰银行、渣打

银行、东亚银行、恒生银行均设立

区域性总部，花旗银行、港通融资

租赁等总部也将入驻

研发设计

研发中心：浪潮投资超30亿元建

设全国唯一的企业内国家重点实

验室，此外沃尔沃、法国标致等

企业均在济设立研发机构

设计机构：济南位列全国八大集

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之一，并

打造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园，

以工业设计、新媒体、教育装备、

设计研发为主体，将成为具有区

域影响力的设计高端产业聚集区

决策 研发

制造

港澳台及外资企业在济南投资设立多样化业态

生产基地：世界500强企业纷纷

选择在济南市设立生产基地，如

机械制造的三菱瓦斯化学、西门

子等 ，食品制造行业的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等

6,536
3,064 

3,499 
3,974 

山东省

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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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
青岛

烟台 威海

临沂
日照

菏泽

滨州

枣庄
济宁

泰安
聊城

德州
淄博

东营

济南 潍坊

辽宁内蒙古自治区

河北

山西

江苏
河南

安徽

“1+6”省
会城市群
经济圈

山东省

城市经济活力：外向经济 城市市场活力：消费市场

1211

极具吸引力的本地消费市场

资料来源：济南市统计年鉴2015年,  济南市商务年报 2015年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在全国及山东省进出口总额呈现
降势的大背景下，济南市出口额相对
较为稳定

济南市进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34 41 44
31 34

57 55 61 60 59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进口额 出口额

总体进出口额略有下降，出口额相对较为稳定

贸易往来涉及全球众多国家及地区

2015 年 有 出 口 实 绩 的 企 业 达 到
1,500家，产品出口到194个国家和地
区，累计拥有出口千万美元以上企业
88家；进口91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

9%
20%6%

2%3%

1%
3%

5%
2%

9%

78%

63%

出口额 进口额

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 马来西亚 其他

2015年济南市进出口主要地区

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济南市在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服务外包在岸执行额和服务外包执行
额总量三方面均居全省第一位，2015
年共离岸合同金额达32.86 亿美元，增
长22.2%，离岸执行金额25 亿美元，
增长25.6%

离岸服务外包来源地达到150 个国
家和地区，美国、日本等成为主要国
际合作伙伴

至2015年，外包企业累计达800家，
从业人数20 余万人，培育引进了日立、
沃尔沃、大和总研、瑞穗等国际知名
研发（开发）中心

20

25

2014 2015

济南市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单位：亿美元

济南市
商品零售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亿元

济南市
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2,876
3,176

3,410 3,765

2015 2016

商品零售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889 43,052

14,232 15,346

2015 2016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济南
可辐射周边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2015年）
单位：亿元

“1+6”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

10,143

山东省 27,761

极具潜力的周边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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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山东省的科技发明中心

科教资源集聚，科技人员总量60余万人，实力雄厚

济南市连续6届被评为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城市，并被评为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

201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支出总额为138亿元，占GDP
的2.3%，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
经费内部支出约95亿元，增长8.4%

2016年，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20.7件，远高于中国平均水
平8.0件

济南市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单位：件

城市创新活力：投资研发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济南市投促局，济南市科技局，国家知识产权局，《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山东省政府新闻办，济南市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指标体系三年行动纲要和2016年目标任务，《2016年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14

8

20.7

24

2012 2016 2020E

全国平均
水平

8.0 件

在济高校43所，市级以上科研院
所110家，科技人员总量60余万人，
是山东省科研资源集聚地

通过实施“泉城双创”人才计划
和“5150引才计划”，引入高层次人
才，着力打造拥有关键技术、引领新
兴产业、带动转型升级的高端创新创
业人才队伍

8位

驻济两院

院士

34位

国家千人

计划学者

65位

泰山学者
411人

“5150引

才计划”

城市创新活力：整体概况

济南市部分高校

济南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单位：亿元

截至2016年底，全市共建成各类
企业研发机构889家（其中国家级39
家、省级281家），包括市级以上企
业技术中心337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458家、工程研究中心72家、企业
重点实验室12家、工业设计中心10家

201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22个，其中，有研发投入(R&D)
的企业593个，占到29.3%

由企业投资建设的研发中心主要
涉及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
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领域

29.3%

国家级

5%

省级

31%

其他

64%

企业研发机构
按级别分

开展R&D
活动的企业比例

该基地从国家科技成果库中筛
选出一批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广阔、
且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成果和技术专
家，组织开展专项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和产业化工作

37

31

44.8

2014 2015 2016

企业投资研发活跃

国家及省级研发机构占总数的近36%

全国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全国水平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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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合作活跃

1905年济南市成为内陆首开商埠

的城市之一，由原来政治中心城市逐步

发展成为华北主要经济中心之一

至2016年底，已与22个国家的23
个城市先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包括日
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巴布亚新几
内亚、韩国、俄罗斯、芬兰、法国、澳
大利亚、德国、乌克兰、以色列、白俄
罗斯、佛得角、巴西、土耳其、印尼、
保加利亚、墨西哥等

济德——科技创新合作

2016年4月，在德国斯图加
特设立了济南市第一家海外科技
孵化器--“中德中小企业协同创
新中心”，9家企业已经达成入
驻意向

济加——产业合作

济南市电力设计院与加拿
大魁北克省合作共同开发线路除
冰机器人项目

济日——文化互动

日本和歌山市多次派儿童代

表团参加济南市国际儿童联欢节，

和歌山市吹上小学还与济南市胜利

大街小学缔结为友好学校

济英—环境保护合作

与英国考文垂市建立了友好
城市关系，进行环境保护、金融、
养老等方面的合作

文化交流：

产业合作：

城市生活环境：开放泉城 城市生活环境：智慧泉城

资料来源：济南市人民政府，济南市外事办公室官网，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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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开埠”的开放精神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住建部、科技部和国家标准委

智慧城市试点

国家信息惠民试点

国家政务云计算应用

试点示范城市

国家智慧林业

示范城市

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城市

智慧山东试点城市

智慧民生

广泛、深入推进信息化技术应
用，让居民在衣食住行方面享受智慧
服务带来的便利

智慧家庭

在居民家庭逐步推进通信、家
电、安防、水电气热计量、家庭求助
报警等网络信息互连共享、智能控制
和远程监控

智慧政府

实施政务云计算中心、综合政
务平台等电子政务重点项目建设，形
成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的智慧政务体
系，以信息化支撑政府行政管理工
作，以新型电子政务推进服务型政府
建设

智慧产业

大力发展物联网、云计算、高
端软件、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

城市信息化工作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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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院校注重国际教育合作

重点中学与各国际高中开展教学、学
术、研究交流

例：济南市二中学生代表团连续多年
赴芬兰万达市与Vaskivuori高中进行
中芬研究性课题交流活动

高校积极对外开展校际合作、开
放交流项目

例：山东大学与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170所学校签署了校际合
作协议

重点小学与多个国家的学校建立
友校关系

例：济南市经五路小学与日本山
口县汤田小学结为友校

2016年，小学582所，在校
生43.23万人

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毕业
生升学率均为100%

2016年，普通中学224所院

校，在校生近29.84 万人

如：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5年高考一本过线率超过

90%

国际班中92.1%学生被美国

排名前50位大学录取

2016年，高等院校43所，包
括国家教育部985工程、211工程
的重点大学山东大学等，普通本
专科在校生55.79万人

如：山东大学
2015年有15个学科的学术影

响力和贡献能力进入ESI（基本科
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世界排名
前1%，名列国内高校第八位）

如：山东师范大学
1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

重点（培育）学科。有22个山东
省“十二五”重点学科，其中省
级特色重点学科11个

基础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如：济南市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教育部确定的具有向重点高

校直接输送保送生资格的全国17
所外国语学校之一

如：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
有教师141名，省、市级骨干

教师21人，有3名教师获得全国
优质课一等奖，8名教师获得山
东省优质课一等奖，2位省教学
能手

城市生活环境：教育泉城

资料来源：国家卫计委，山东省卫计委，《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济南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各学校官网，《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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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集聚 教育资源丰富

高质量医疗资源集中

三甲医院达21家，具有较强
的区域影响力

特色医院全国知名，专注特色
病种诊疗

全市拥有卫生机构6188家，其中三甲医院21家；卫生技术人员
7.64万人，床位5.21万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15年，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
所公布的年度最佳医院排行榜中，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名列第20位

设有临床、医技科室64个，其中
有国家重点学科2个

山东省立医院

2015年，医院在复旦大学中国医
院排行榜上列全国第49位，华东区综
合实力排名16位

医院现有临床和医技科室119个，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0个，省临床重点
专科24个

山东省肿瘤医院

2015年中国医院管理研究所公布
的《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上，连续
四年位列全国肿瘤专科医院第6位

城市生活环境：健康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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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am

酒店

拥有各类住宿企业3,000余家，星
级以上酒店116家，床位4万余张，五
星级酒店入住率≥80%

12:00 am

文化博览

拥有近900座博物馆/类博物馆，374处市级
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21处

国家文化部将中国非物质遗产博览会永久落
户山东济南，这是全国影响广、规模大、规格
高、项目多、品类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会

鲁菜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是历

史最悠久、技法最丰富、难度最高、最见功力

的菜系

9:00 am

• 糖醋鲤鱼

1:00 pm

8:00 pm

地铁

已规划轨道交通线网结构分为两个层
次：分别为都市核心区快线（R线）和中心城
普线（M线）， 形成“环线+放射”的线网
结构

R线轨道交通规划为“两纵一横”，三
条规划线路途经济南站、济南国际机场等各
大交通枢纽

M线加速主城区功能的提升，支撑东
西、南北发展轴

购物休闲

拥有银座、万达、世贸、恒隆等大型购物广场及大润发、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购物超市

品牌提供购物及娱乐消费

资料来源：《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2016-2023）及线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德勤整理分析

城市生活环境：宜居泉城 城市生活环境：宜居泉城

资料来源：济南投促局，《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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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站

济南东站

济南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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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产业特色篇

2 服务业

1 高新技术产业及先进制造业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5,722.6 亿元（2016）
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较快

重点产业投资配套要素齐全
电子信息和机械加工制造
基础较好

金融业占GDP11%（2016）
山东省“三局一行”驻地

服务业产值3,850亿元（2016）
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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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业：产业总览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2016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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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王文涛讲话“济南发展总目标 用三个维度来定位 ”，济南统计年鉴，德勤整理分析

济南市
高新技术产业
及先进制造业

产业基础较成熟，未来规划大力发展云计算、
物联网及量子通信等重点内容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作为其发展基础的机械装备产业体量较大，未
来将加快推进向“济南智造”转型

增长较快，研发资源集聚，未来将大力发展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智能输配电产业集群是科技部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之一，未来规划发展智能输配电及新能源
发电装备

电力装备

依托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契机，将迎来千亿市场
空间，未来规划发展轨交装备及零部件产业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有一定基础，未来规划发展光电子材料、新型
隔热保温材料和先进高分子材料等细分产业

新材料

初步形成以商用车为特色的产业集聚，未来规
划发展中高档重型车和智能系统

新能源汽车

工业规模

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5722.6 亿元，增长

7.3%；实现利润368.6亿元，增长12.2%

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9.2%，

信息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产业投资均增长28%以上，集

聚了众多知名企业如重汽集团、浪潮集团、大汉机械、济南二机

床等，引进培育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智能电网、创意设计、数

字传媒等领域一批新兴企业

工业企业

2015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亿元的法人企业766家

济南市工业基础较好，以电子设备、电气机械、设备制造、

化工制造、医药制造、石油化工等为传统优势工业，未来将进一

步着眼国家战略，增强决策的前瞻性，紧紧抓住“中国制造

2025”总体规划实施的大好机遇，结合济南实际，聚焦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

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的发展

济南当地重汽的国内外

配套企业众多，已形成集

聚，济南的相关人才逐步聚

集，包括技术员工和管理型

人才

——中国重汽

瑞康医药是专门做医药

物流的企业，在山东建了三

个物流中心，其中济南的是

全省运输量最大的公司，选

择济南是因为交通、区位和

政府的服务，包括落地的行

政手续审批、用电保障，还

专门为我们开设招聘会

——瑞康医药

落户企业感言

工业产业：重点高新技术产业及先进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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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本地概况

资料来源：《山东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5-2020年)》，济南市发改委, 济南市科技局，济南市人社局，各研究院
所官网, 济南创新谷官网，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官网

资料来源：《山东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5-2020年)》，济南市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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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关注要素

济南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芯

片

/

元

器

件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产端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端

传感器

RFID

应

用

层

网

络

层

感

知

层

集成电
路与专
用设备

集成电路设计

集成电路制造

信息通
信设备

操作
系统
与工
业软
件

工业操作系统及其应用软件

云端+终端工业大数据平台

智能工业云与制造业核心软件

高性能计算器与服务器

新一代网络

智能制
造核心
信息配

备

智能
终端

智能终端设备及平台集成

晶恒电子

代表企业：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商

• 业务涵盖系统与技术、软件与服务、
半导体三大产业群组，为全球八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IT产品和服务，
其中服务器市场占有率中国第一，
全球第五

2005 投资兴建科技园

投资发展云计算产业2011

建设全国唯一的企业内国家
重点实验室

2012

投资发展金融租赁业务2015

浪潮在济南

• 浪潮集团总部及旗下上市公司都位
于济南市

代表载体

•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

(CIIIC)

• 中国最大的服务器研发基地、最大的中间件研发基

地、最大的商用加解密研究基地，中国重要的软件

产业基地

• 目前聚集企业超过1,750家，从业人员突破10万

人，总面积约为61.5平方公里

• 已形成软件、集成电路、数字化装备、网络通讯、

信息服务五大产业集群

•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济南市创新谷

• 园区依托总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的大学园区，产

业核心区20平方公里，可规划建设用地900公顷

• 重点发展高端研发、成果转化、嵌入式系统、云计

算和物联网、信息服务、总部基地、金融服务

• 创新谷具有突出的人才优势，创新谷内11所高

校，在校生近20万人，每年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

毕业生1.5万人

15,000+人/年

（ 齐鲁软件学院目前在

校生达4000人）

相关专

业毕业

生

~15,000人/年

培养IT

相关人

才

165人/年
（“5150”引才计划，

包括引入外籍工程
师）

创新创

业人才/

团队

充足人才供应 特色平台

1. 国家超算济南市中心：

三大国家千万亿次超级计算中心，
建有中国首台全部采用国产CPU和系统
软件构建的千万亿次计算机系统

2. 济南市量子技术研究院：

开展量子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为量子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技术支
撑、建设量子保密通信试验网

3. 山东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

由国内外信息通信技术研发团队组
成，开展研究开发、企业孵化、成果转
化的科研联合体

打造七大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即集
成电路设计与测试、数字媒体技术与虚
拟现实系统开发、通信测试、软件评测、
先进控制、超级计算、信息技术应用及
服务业

超算中心已先后为
省内外400+家单位提供
5000+批次的计算和模
拟仿真服务，可服务于
智慧城市、科学计算等
领域

装配的神威蓝光计
算机系统，系统采用万
万亿次架构，峰位性能
达到1.0706千万亿次浮
点运算/秒，持续性能
为 0.796 千 万 亿 次 浮 点
运算/秒

山东省“信息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信息产业发展子基金募集资金总
额不低于4亿元人民币，政府引导基金
不低于1亿元，重点支持山东省信息产
业发展

特色政策支持

支持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对符合以下要求企业给

予资金支持或奖励，加强金融投资支撑。鼓励金

融类企业支持本地电子信息企业融资，帮助打开

融资渠道，优化人才引进环境

——《关于进一步促进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的意见》

2016年，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出台扶持电子信息产业相关政策

 已集聚近1,800 家相关企业，相关从业人员超5 万人

 全国第二个“中国软件名城”，海量存储、服务

器、LD芯片占有率居国内市场第一，中间件、各类

工业软件设计开发等在全国居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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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产业：本地概况 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产业：投资关注要素

资料来源：《济南市机械装备制造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资料来源：《济南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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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以上企业834家，从业人员13.1万人；其中，机
器人装备等智能装备制造代表企业30余家

 拥有二机床集团、石油济柴、济南市铸锻所、齐鲁电
机等骨干企业，数控锻压设备跻身世界前列，占国内
市场的80%；数控金切机床、发电设备等国内领先

关键产品 技术链 运营商

应

用

层

执

行

层

网

络

层

感

知

层

自动化生产线

智能工厂

系统集成及自动化生产

解决方案

智能工厂系统集成商和工

业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机器人

智能数控机床

3D 打印

机器人方案

智能装备方案及3D打

印技术
装备及零部件生产商

云计算

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技术

信息处理技术

网络传输技术

传感器

RIFD

机器视觉

传感感知技术

信息采集技术

数据硬件开发、云计算软

件企业

工业以太网、总线技术、

无线传输技术生产企业

传感器、二维码、红外设

备、射频生产

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产业群

代表企业：济南市二机床集团有限
公司

• 国内规模最大的锻压设备和大重
型金属切削机床制造基地，中国
机械工业100强，世界三大数控冲
压装备制造商之一

济二在济南

2010
投资平阴产业工业园

投资平阴产业工业园二期2012

大型先进智能冲压设备国
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国家实
验室

2015

赢得福特美国本土工厂第
9条大型冲压线订单2016

代表载体

•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智能装备城
• 已形成了交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制造、新能源制

造、高端装备制造四大优势产业集群。其中，规模
以上制造业企业达63家，已成为济南市先进制造业
的聚集区

• 内部规划了德国工业园和物流产业园,其中德国工业
园占地约6平方公里，将按照德国工业4.0标准，建一
批高标厂房及配套设施；物流产业园内目前普洛斯
物流项目已入区建设，主要为制造业企业提供高端
物流服务

• 与济南市职业学院合作成立“中德技术实训中心”
• 明水经济开发区（国家级）

• 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先进机械
制造业特色产业基地、山东省科学发展示范园区

• 初步形成了汽车制造、电子机械等支柱产业。规模
以上企业达到237家

• 现有世界500强企业美国特雷克斯、德国曼、日本三
井物产、上海宝钢、华电国际、三一重工、海尔等
知名企业入驻园区

11,000+人/年
相关专

业毕业

生

28人

引入海

内外相

关高层

次人才

山东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济南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

本地主

要人才

培育高

校

充足人才供应

“山东省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

打造业内覆盖产业链条全系统、
包含“学、创、研、产、用”等功能
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平台涵盖人才培训平台、创新
创业平台、研发平台、技术产业化推
进公司、产品推广公司、基金投资公
司

将通过全国智能机器人联盟，
引进多个顶级的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研
究团队，提供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的研
发和测试服务

山东3D科技创新产业联盟
山东首个3D科技创新产业联盟,

联盟下设投融资、3D打印、机器人
和3D动漫、游戏与虚拟仿真委员会

会员单位包括3D打印、软件、
机器人、新材料等上下游企业和投资
机构等

山东大学机器人中心
中国机器人研究和应用的重要

单位
致力于智能机器人技术、工业

机器人应用、智能空间技术、微小型
机器人、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研究、开
发与应用

德国工业4.0实训示范中心

实训中心将由济南市高新区与
济南市职业学院、德国西门子公司联
合打造

此公共服务技术平台集实验、
实训、展示、体验、推广、创新、研
发、合作等功能于一体，辐射、辅导
和服务全国制造企业

特色平台

特色政策支持

赛伯乐山东智慧制造产业基金
济南市经信委、济南市高新区

与赛伯乐展开合作，启动打造 “机器
人+智能制造”的“工业4.0”产业扶
持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

以智慧制造产业和3D科技为产
业侧重点，为创业团队提供全方位的
孵化服务

加快推进智能制造生产模式， 大力
提升工业设计能力

《济南市机械装备制造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

重点扶持智能装备新兴产业，加

大对数控机床制造、自动控制生产线、

工业机器人的财政扶持力度

支持重大装备、高端装备自主化，

制定相关政策保护高端装备国产化研

发使用

《中国制造2025》济南市行动计划



济南投资报告 2016-2017｜ 济南投资报告 2016-2017｜

代表企业：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 中国制药工业百强企业，化学制药
行业创新品牌十强企业

• 主营业务研发与生产治疗肿瘤、心
脑血管、抗感染、精神系统、神经
系统、眼科疾病的制剂及其原料
药；其中抗生素类原料药、头孢类
原料药、抗肿瘤类原料药等多类产
品具备国际领先水平

齐鲁制药在济南市

支持重点投资企业
对企业重点投资的生物医药项目，

根据情况给予奖励
企业新投资项目实际固定资产达

到规定规模，竣工验收后予以奖励
新上生物医药工业投资项目符合

规定，在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予以
重点保障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研发平台建设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研发费用，按

规定予以税前加计扣除
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研发机构

的，按规定给予相应资金扶持
支持生物医药检测机构取得国家

有关部门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资质

支持医药孵化和本地产业化
凡企业新获得国家批件且在济南市

落地生产、结算的，按规定给予研发企
业奖励

优化人才引进环境
针对生物医药行业高层次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在创业启动资金、科研经费
补贴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本地概况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投资关注要素

资料来源：济南市发改委，济南高新区官网，公司官网，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济南市《关于进一步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意见》，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济南市人社局，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局，济
南高新区官网，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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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产业规模440亿元，拥有齐鲁制药等优秀企业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平台、国家级创新药物孵化基地，
其中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重组人白细胞介
素—11等抗肿瘤药物等是全国知名的拳头产品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链

代表载体

•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生命科学城
• 位于济南市东部，总规划面积53.8平方公里
• 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保健品、化妆品、

特色功能食品、先进检验检测设备等产业以及现代
民族药物生态旅游区

• 本地已形成由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力诺药业集团、
山东福胶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公司
等龙头企业集聚的产业基础

•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 济南市药谷
• 占地182亩，其中科研中试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

生活配套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
• 在基础实验平台建设方面，园区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13家，5家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10家，工
程研究中心1家

• 园区通过与驻区企业联建、创业中心自建、和企业
自建三种方式分别建设了34个专业化基础研究、中
试、产业化技术平台，为驻区医药企业在科研自主
创新、关键技术攻克、产品升级改造等方面提供服
务

• 药谷内落户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综合性新药
研发技术大平台和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

31,800+人/年
（ 其中护理类专业

12000+人）

相关专

业毕业

生

24,700+人
本地执

业医师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

山东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本地特

色高校

充足人才供应 特色平台

特色政策支持

生产研发原料药

抗生素

类
头孢类

抗肿瘤

类

抗肿瘤

创新药

医药

如：玻

璃酸钠

化学药

中成药

物流

医药

体外诊

断试剂

医疗器

械

疫苗

试剂

2006
投资建设高新区注射剂生
产基地

成立齐鲁药物研究院2009

投资建设齐鲁制药生物产
业园

2014

董家生产基地扩建2015

国家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平台和创新
药物孵化基地

生物医药产业从化合物发现到
临床中试直至产业化的完整公共服务
支撑平台

包括8个单元子平台：先导化合
物发现与优化单元平台、药效学评价
单元平台、药物安全评价单元平台、
药代动力学单元平台、药物分析与质
量控制单元平台、药物筛选单元平台、
新制剂与新释药系统单元平台、中药
创新药物研究单元平台

4个专业化技术平台：数据集
成与信息服务平台、医药生产工艺研
究平台、中试产业化平台和医药企业
孵化器

其他国家级和省级创新药物研究技术
平台：

• 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药物化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 山东省药物分子设计与创新药

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 山东省生化药物重点实验室等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技术支撑基
地（拟建）

由食品药品安全评价中心、医

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和审评认证

中心等三个省级医药产品检验和技术

评审中心组成（同时承担部分国家级

检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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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认真落实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
业充分用好国家和省有关加快电力装备
制造业发展的各项政策

研究制定资金扶持政策。重点扶
持智能输配电产业等智能装备等新兴产
业，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机制

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共
性技术研发，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引领和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

加快人才培养，建立从研发、生
产到服务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和
服务体系

电力装备产业：本地概况 电力装备产业：投资关注要素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济南市机械装备制造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济南市人社局，济南市投促局，《济南市机械装备制造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推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的意见》，
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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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输配电产业规模 367亿元，相关企业集聚150+家

 中国五大高端电力装备产业基地之一，智能输配电产
业居国内前列地位，特别是在智能电网变、配环节中
的规模和优势尤为明显

济南市电力装备产业链图示

代表载体

•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孙村片区

• 总面积41.16平方公里，主要发展以电子信息设

备、交通装备、发电及输电产业为主的工业组团

• 将通过“互联网+微能源网”体系，带动风电、光

伏、发电与输配电装备相关项目的发展

• 国家电网公司投资建设中电装备济南生产基地，研

制和生产输变电产品

• 明水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城东工业园

• 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重点布局机加工等企业，集

聚山东伊莱特重工等电力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

就近外协配套，建设中小型企业配套加工区

6,400+人/年
相关专

业毕业

生

本地特

色高校

山东电力专

科学校

充足人才供应 特色平台

特色政策支持代表企业：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

• 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规
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变压器及电
抗器生产制造基地

• 主营业务为研发和生产变压器、
GIS、线缆、铁塔及线路在线监测
设备等，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设备
和装置性材料供应商之一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在济南

2012 公司组建

成立变压器研究所2014

超特高压变压器技术实验室被
认定为国家电网公司实验室

2014

研制成功世界首台容量最大、
电压等级最高的并联电抗器

2014

山东电力研究院

山东电力集团的“产学研一体
化”基地

承担着山东电力的科学研究咨
询、生产技术监督与服务、基础设施
建设调试、教育培训和新产品开发等
任务

是国家电网公司高层次应用型
技术人才培训基地和首批全国电力行
业变电与火电仿真培训基地，承担着
全国电力行业劳动环境检测监督总站
的职能

山东智能微电网产业标准联盟

由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积成电子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共同发
起成立，共同致力于智能微电网的
“微”网建设，重点是“微”网中的
感知、控制、用电智能终端的标准研
制、技术交流、产品创新

国家电网（济南）电力机器人技术实
验室

由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负责建设

和运行，是国家电网公司命名的首批

重点实验室之一，实验室将机器人技

术与电力行业应用相结合，针对电网

建设、运行与检修的各个环节，研究

电力特种机器人，为电力系统故障防

范、在线检修、提高供电可靠性等提

供技术保障

实 验 室 自 主 研 发 出 国 内 首 台

“变电站设备巡检机器人”和“高压

带电作业机器人”，始终在电力特种

机器人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
器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风机、风扇制造
金属压力容器制造

发电 输电 变电 配电

电线、电缆制造
输电技术
智能测巡检技术

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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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区（省级）
• 山东省唯一的专业新材料产业园区，规划面积60平方公里
• 园区以国家鼓励发展的新材料产业为主导产业，同时重点发展新能源、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
• 产业园区建设了新材料交易中心等多个产业平台及建有包括国家胶体工程

研究中心在内的多个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 已有科研平台，如山东大学国家胶体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

研发及产业化示范基地项目在内的多个研发和产业化基地、工程研究院
• 已有特色园区，如中德新材料科技园、济南新材料产业科技园、鑫茂齐鲁

科技城等中外合作及专业化园中园

• 明水经济开发区（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园
• 规划面积15.6平方公里
• 依托国家火炬计划有机高分子材料基地，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打造无机非

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等三大类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基地，
形成产业体系，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区

• 以中氟、华氟等氟化工企业为龙头，加快发展氟聚合物、氟材料、氟精细
化学品等高端氟材料产业，带动上下游产业跟进布局发展，做大氟硅化工
特色产业链

• 以济南圣泉集团为龙头，集聚发展高分子合成树脂产业
• 依托伊莱特、聚智CBF等企业，加快石墨烯、玄武岩纤维等新材料研发生产，

打造全国重要的玄武岩纤维制造中心、石墨烯生产基地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本地概况&投资关注要素 新材料产业：本地概况&投资关注要素

资料来源：《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2016-2023）及线网规划修编》，《关于加快推进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意见》，相关公司官
网，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 《<中国制造2025> 济南行动计划》，济南市人社局，济南市投促局，相关园区官网，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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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线路规划10条(R1-R3/M1-
M7)； 线路长度270+千米；投资规模1900+亿元

 2020年目标预计产业规模700亿元；产业集聚1-2个集
聚区；本地配套率30%

济南市未来规划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及其零部件和衍生服务业等轨交产业

特色平台

齐鲁软件园交通运输企业联盟

• 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软件研发的企业联合体

• 联盟企业研发领域涉及公路、铁路的智能交通、公交、物

流、站务、卫星定位、办公自动化等产品、技术具有很强

的互补性，入会企业共享人才和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最

优化，共同做大市场

山东中铁轨道交通科技园

• 济南铁路局第一个集科研、成果转化、技术引进、学术交

流于一体的铁路高新技术研发基地

• 研发范围涵盖铁路和城市交通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信息

系统等产品

4000+人/年

相关专

业毕业

生

引入海

内外相

关高层

次人才

山东大学材料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济南大学材料学院

本地特

色高校

充足人才供应 特色平台

代表载体代表企业：中车集团济南车辆有限
公司

• 中车集团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从事
铁路货车整机开发与制造的大型私
营企业，济南分公司是集团最大子
公司

• 主营业务以铁路货车整机制造及零
部件为主，已经累积产铁路货车
21000余辆

中车济南在济南

2006 投资建厂

开始生产铁路货车2008

获得铁道部2800辆载重70吨的
C70E型铁路敞车的供货合同2012

与美国Trinity公司签订长期技术
合作协议

2014

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首批
建设的重点实验室之一，中国晶体领
域唯一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拥有中科院院士2名，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3名，
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
名，在体块功能晶体材料的制备技术
领域居于国际前沿水平

国家胶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胶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科
技部立项建项的科研单位，主要开展
胶体材料领域的应用基础与关键工程
技术研究

中心现有科研人员68人，其中“千人
计划”海外特聘教授1人，齐鲁青年
学者1人

25人

重点发展盾构机、隧道挖掘机械、轨道扣件和减震器等轨道交通施工装
备

轨道交通施工装备

建设整车生产和维修基地，实现“济南地铁济南造修”，积极引
进零配件生产企业

整车修造及零配件

引入海外第三代半导体电力电子芯片技术团队，生产碳化硅
基大功率IGBT、高压大电流模块等产品，开发生产交流牵引
变流器、大功率辅助电源等产品

轨道交通电力电子装备

重点发展牵引供电系统、信号系统、通信系统、信息化系统和综合
监控系统等机电系统

轨道交通机电系统

积极发展规划设计、勘察测绘、监测监理、认证评估等服务业；筹划高铁
济南维修基地，拓展隧道清洁、立体停车等衍生业态

轨道交通高端服务业

 产业规模180+亿元，集聚企业88家，3个产业集聚区

 碳化硅晶体生长和衬底加工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建有国家火炬计划有机高分子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拥
有国内最完整的氟材料和氟化工产业链



济南投资报告 2016-2017｜ 济南投资报告 2016-2017｜

2015年《关于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促
进全市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意
见》

对济南市获得国家新能源汽车资
质的企业，以及获得公告的整车产品及
改装车给予一定奖励

探索实施济南市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营销补贴等政策

新能源汽车产业：本地概况 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关注要素

资料来源：《济南市汽车项目相关数据报告》，公司官网，相关园区官网，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济南投促局，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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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2016年累计汽车销售额约为792.1亿元，是全国重
要的重型汽车生产基地

 本地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已初具雏形，拥有行业前三
的充电桩龙头企业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市汽车产业链图示

代表载体

• 明水经济开发区（国家级）

• 以重汽工业园、中集车辆等企业园区为支撑，集聚

发展商用车、客车、专用车及零部件产业，推动清

洁能源汽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

• 已有科研平台如重型汽车先进制造产业基地技术信

息服务平台，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技术中心。中集车

辆集团研发中心：国家火炬计划重型汽车先进制造

特色产业基地和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重

型汽车及零部件）

• 济南经济开发区（省级）

• 主要依托重汽，打造重汽工业园，形成汽车配件、

机械制造产业集群

• 依托中国重汽打造国家重型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济南汽车检测中心

24,000+人/年

相关专

业毕业

生

汽车产

业工人

4,500人
（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7人）

汽车高

级技术

人才

充足人才供应 产业配套环节

产业特色政策代表企业：中国重汽有限公司

• 中国最大的重型汽车生产基地，国
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2016中国
企业500强品牌

• 主要研制生产各种载重汽车、特种
汽车、客车（新能源客车）、专用
车、发动车及机组、汽车零部件及
专用地盘

重汽在济南

• 重汽集团总部位于济南

2003 投资建立章丘重汽工业园

进军房地产业务2004

豪沃客车新能源电动客车
试制下线

2014

投资发展汽车金融业务2015

济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

• 锂电池制造

如本地山东力柏锂电池公司预
计年产销500MWh锂离子动力电池

• 充电桩制造

鲁能智能公司是济南电动汽车
充电站、充电桩重点研发生产企业，
掌握国内前三的智能充电桩技术

• 充电桩服务

目前济南市共建成6座智能充换
电站、6座高速公路城际快充站、63
个交流充电桩、44个直流充电机、3
套一体化换电设备，具备每天980辆/
次的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能力

济南传统汽车产业配套

• 汽车电子

本地集群实现产值~13亿元

主要企业有德国博世汽车转向
系统（济南）有限公司、德国福士汽
车零部件（济南）有限公司、德国大
陆汽车电子（济南）有限公司等

• 轮胎

1+6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中，山
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年产
4100万系轮胎能力。威格尔橡胶有限
公司、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等企业
具有较强的载重货车轮胎生产能力

• 钢铁

全市生铁产量725.5万吨，粗钢
746.2万吨，钢材775.5万吨，冷轧薄
宽钢带46.9万吨，热轧薄宽钢带9.4
万吨

汽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 汽车改装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改装汽车制造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整车制造

摩托车整车制造

43,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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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总览 金融业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4、2015年，《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济南市2015年全市金融工作总结，济南市人社局，《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德勤
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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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为3850亿元，增长8.7%，产业结构

逐 步 调 整 优 化 ， 三 产 比 例

4.9:36.2:58.9

济南市2016年第三产业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全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71亿元，增长17%，占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65%

物流、商务、软件信息、文化

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济南市服务业*多元化发展

305 317

2307 2369

3488 3850

2015 2016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占GDP总量的59%

 物流业：物流产业在规模和增速方面均居山东省前列，未来增值

空间较大

 金融业：金融业较发达，2016年，金融业对济南市GDP贡献达
11%，是山东省“一行三局”的区域性金融监管机构驻地

 商贸业：商贸业发展较好，消费市场活跃，综合交通体系及物流
设施相对较为完备

 会展业：会展业规模和质量均较高，配备完善的场馆配套

 旅游业：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

* 计算机服务业及软件业在本报告中工业产业部分作阐述

济南市是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和山东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驻地，集中了

四大国有银行、所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多家城商行和外资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的

全国总部和区域总部

11% 金融业占GDP比重：2016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720亿元，同比增长

11.5%，占GDP总值的11%，上市公司达到了32家，新三板的企业有132家，金融业

已经发展成为济南市的支柱产业和重要的纳税行业

20% 本外币存款余额、存贷款余额占全省的比重为20%，2015年末，全市金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4174.7亿元，同比增长10.5%；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11356.8亿元，增长13.5%

金融机构众多：2016年，金融机构单位数为502家，其中银行47家，保

险公司87家，证券营业部83家

济南市金融机构情况
未标明年份数据均为2015年数据

47家 (2016)

83家 (2016)

87家 (2016)

36家 (2016)

40家

38家

银行

证券营业部

保险公司

期货营业部

融资性担保公司

典当公司
发放当金额17.9亿元

担保业务在保余额65.8亿元

交易额6.3万亿元

保费收入222.8亿元

赔付65.7亿元

证券交易额5.5万亿

本外币存款余额：14174.7亿元

本外币贷款余额：11356.8亿元

政策支持

出台《济南市加快区域性金融中

心建设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扶持政策》

（下称“金九条”）提出9项新政

• 促进金融机构集群

• 促进私募、融资租赁等金融类型企

业发展

• 增加地方性金融活动，推动上市公

司发展

• 金融创新取得突出成绩的机构和个

人予以奖励

人才集聚

出台《关于实施“泉城双创”人

才计划的意见》、《济南市实施“百

千万海内外人才引进工程”的意见》

等，提出泉城“5150”引才倍增计划，

引进海外金融人才

 2016年，金融业产值占GDP总量11%，是全市支柱型
产业

 山东省“三局一行”驻地，山东省金融机构数量和从
业人员数量最多、业务种类最全、服务功能最强城市

 其他：其他服务业发展良好，如教育、卫生、体育和娱乐业等行

业

济南市各产业产值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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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业及电子商务 物流业及会展业

资料来源：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2015－2020年），济南商务年报2015年，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济南市投促局，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各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山东省济南市2015年物流业发展现状分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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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65亿元，同比增

长10.4%

 有中国最大的IT专业市场

 有上百家辐射区域和全国范围的市场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2015年产业增加值达424亿，物流相关固定资产投

资318亿元；2016年，社会物流总额达2.1万亿元

 全国十佳品牌会展城市

专业市场：济南市共有各类专业市场
263个，其中业务辐射全国的交易市
场7家，有中国最大的IT专业市场之
一；区域性市场62家，辐射省会都市
圈市场144家

零售业：山东省零售企业50强中济南
市有10家上榜，数量为全省第一，其
中银座集团以营业收入350亿元位居
榜单首位

• 济南山大路科技市场

• 银座商场

商贸业发展概况

电子商务业发展概况

山东省及济南市均出台相应政策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
• 以打造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及培育电商龙头企业、发展

电商网点为渠道培育电子商务发展主体
• 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财政支持、税收支持、融资支持及用地支持

•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 打造高水平电子商务产业聚集区和电子商务生态圈，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 加速电子商务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立足济南市软件名城优势，形成电子商

务特色服务产业
• 加快推进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供特色化服务内容，同步推动

各县（市）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并按照相关政策给予一定财政
资金支持

济南市201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2201亿元，同比增长37%

60%32%

3%

2% 2% 1%

外地货物流

入

工业品

货物过境

农产品

进口货物

单位与居民

物流

再生资源

济南市物流品类（2014年）
同比
增长

15%

12%

31%

1%

8%

10%

5%

2016年，社会物流总额达2.1

万亿元，2015年产业增加值达424亿，

物流相关固定资产投资318亿元

2016年，各类物流企业1万多

家，其中收入过亿元企业20余家，规

模以上企业230家、 5A级企业7家、

3A级以上企业29家

外地货物流入和工业品物流占

货运总额的近80%（2014年），货物

过境总额增势强劲，成为新兴增长点

物流园区建设完备

截至2014年，已建成综合服务型
4个物流集聚区，入驻企业3000余家

物流业发展概况

规模 同比增长

会展数目 165场 4场

会展交易额 1,496亿元 6%

直接营业收入 5.9亿元 31%

参观人数 980万人次 7%

会展业发展概况

济南市会展业数据（2015）

2016第五届(济南市)韩国商品博览会

展位数近600个，展示面积2.6万平方米

300多家韩国知名企业如爱丽小屋化妆
品、乐天食品、福库电子等参展，参展商品
涵盖韩国美容化妆、服装服饰、特色食品、
家居用品、电子科技、医疗保健等诸多领域

中国十佳品牌会展城市，具有地理位

置、配套设施、政府支持、产业基础、人文

资源、旅游资源等发展会展业的六大优势

依托较强的会展行业及良好的贸易环

境，形成互促互荣的“展贸一体化”

序号 企业名称 业务领域

1
山东能源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矿用物资网和中国能源矿
产品交易中心两大行业平台
年交易额逾51亿元

2
山东韩都衣舍
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天猫商城女装销售冠军
国内最大的女士服装电子商务
平台

3
山东三际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全国手机类目电商企业前三

电子商务重点企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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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2016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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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至黑虎泉北路，西至趵突泉、五龙潭，南至泺源大街南侧，北至大明湖的
明府城为核心，并辐射至泉城公园、大千佛山景区，建设体现泉城之魂、齐鲁之
心、儒学之门三位一体的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

旅游业发展情况

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

2016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6618.5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总额846.9亿元

A级旅游景区达44家，其中“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是国家5A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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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愿景展望篇

2 区域性金融中心

3 区域性物流中心

1 区域性经济中心

4 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

区域性经济中心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
试点试验城市

区域性金融中心
全力打造中央商务区

区域性物流中心
内陆无水港直通模式

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
“研发–孵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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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济南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实施方案》，《济南市区域性经济中心建设指标体系三年行动纲要和2016年目标任
务》，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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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

委书记王文涛首次提出“打造四个中心、

建设现代泉城”，即打造区域性经济中

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与山东经济文化强省相适应的现

代泉城

2016年1月，打造“四个中心”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

打造“四个中心”是济南加快转型升级、

实现弯道超车的强力引擎

如今的济南人正以打造“四个中心”为总

纲领、总抓手，将济南建设成为具有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浓厚时代气息、独特泉水

韵味、享誉中外的现代泉城

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 区域性经济中心

2016年，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决定在济南市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综合试点试验

5个探索 ： 4个改革

• 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探
索建立“清单式”行政管理新模式

• 探索促进国际投资和贸易发展新方
式，提高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

• 探索形成各类开放载体协同发展新格
局，加快各类产业园区建设

• 探索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推
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 探索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探
索金融服务装备制造业、金融服务科
技创新、金融服务文化产业、金融服
务“走出去”， 金融服务投资贸易
便利化发展新举措进行创新突破

•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机制

• 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市级政
务服务平台

• 改革开放型经济发展人才管理机制、人才
引进机制

• 改革创新法制化营商环境，加强开放型经
济法制建设

发展目标：

至2020年发展目标

• GDP达9100亿元，年均增速>8%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8%

• 固定资产投资6500亿元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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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金融中心 区域性金融中心：中央商务区

资料来源：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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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重点为“两核一芯一辅”

至2020年， 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240亿元，年均增速15%
打造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具影响力、辐射带动力的重要区域性产业金融中心

新材料

新能源
汽车

电力
装备

新一代信
息技术

智能制造装
备

先进轨
道交通

生物医
药

产业基础

作为产业金融发展中心，济南市本地

产业基础较好

工业产值超5千亿元，产业涵盖

电子信息、机械制造、装备制造等行

业，具备一定产业基础

金融业为产业提供相关的资金支

持，包括融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

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支持作用，积极

为建设企业、金融机构牵线搭桥，帮

助入驻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

农村金融

上市

贷款（银
行、信托

等）

资产证
券化

融资、
再融资

中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

企业债、公
司债发行

济南市是“一行三局”等区域金融
监管机构驻地，是吸引金融龙头企
业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和山东
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驻地，金
融体制方面在省内一马当先

集中了四大国有银行、所有全
国性股份制银行、多家城商行和外
资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的全国总部
和区域总部，是省内金融机构数量
和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城市

举全市之力打造中央商务区

济南市中央商务区将成为全国省会城市圈改革升级示范区的核心，黄河

中下游资本和信息聚集的枢纽以及济南新兴都市活力地标

中央商务区占地3.2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超500家重点企业及项目，如

中石化山东分公司、华润万象城、中弘国际广场等

两大核心产业：

金融+

总部经济
2

发展动力：

创新、创业、

创意1
服务助力：

现代商务

服务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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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物流中心 区域性物流中心

资料来源：《济南市区域性物流中心建设指标体系三年行动纲要和2016年目标任务》，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 《济南市物流业专项规划（2016-2020年）》，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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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将物流人才纳入全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计划，
着力引进培养物流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资格认证

• 政策：加快研究制定促进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减轻税负、规
范收费、保障用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 融资：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物流企业的信贷支持，推动适合物
流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快产业投融资平台建设引导更
多社会资本投资物流领域

• 区域性物流信息交易中心
• 区域性资金结算中心
• 区域性总部集聚中心
• 区域性货物集散中心

4 大功能

中心打造

总体指标

3 大信息平

台打造

3 大配

套支持

至2020年
• 社会物流总额达到3.5万亿元，列全省第

2 位，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位次前移2位
• 物流业增加值达到641.3亿元
• 规模以上物流企业达到500家，营业收

入过亿元企业50家，国家3A级以上物流
企业超过40家（其中国家5A级物流企业
达到5家）

•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 济南市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
• 特色物流信息平台如济南市传化（泉胜）公路

港物流信息平台、盖世国际冷链及农产品交易
信息平台、九州通医药物流电子商务平台等

济南市物流园区功能布局 三大物流园区集聚

• 北部物流园区

包括盖家沟物流基地、零点物流港、

大桥镇物流园区

• 东部物流园区

辐射高新区及明水经济开发区

以生产资料交易和物流配送为主的
现代生产性物流产业集聚发展区

• 西部物流园区

以服务济南经济开发区等西部产业
集聚区和农产品物流

三大重点打造物流项目

• 物流枢纽

桑梓店物流中心、空港国际物流中

心、董家镇公铁货运中心等

• 综合型物流基地

崔寨物流基地、大桥路物流基地等

• 功能型物流园区

电子商务物流园、快递物流园、保

税物流园等

无水港

2016年，济南综保区正式开启内
陆无水港直通模式，出口货物在济南
海关报关放行后可直接运至青岛港前
沿码头等待装船，海关对货物布控查
验也前置到济南海关

商河县

章丘区

历城区

天桥区

平阴县

长清区

槐荫区

市中区

无水港

北部物流园区

东部物流园区

西部物流园区

平阴物流集散中心

经开区物流园

济西物流园

大桥路物流园

快递物流园

建材物流园

菜鸟物流园

保税物流园

章丘物流园

郭店物流枢纽

临空物流枢纽

商河物流集散中心

桑梓店物流枢纽

济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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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 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

资料来源：济南市科技局，德勤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5年，《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关于支持泉城众创空间发展的实施意见》，济南市科技局，德勤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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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重要的科技成果策源地和京沪之间科技创新新高地，

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到2020 年全

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7%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到1000家以上

入选国家双创示范城市

2016年，中国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商务部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

联合组织开展的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工作中 ，济南市入选国家双创示

范城市

未来将打造为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

济南市“研发－孵化－转化”科技创新链：

基础研究资源丰富，聚集多家国家级

和省级科研院所及依托企业打造的研

究机构

研发
机构

济南市大力建设“泉城众创空间”，集
中济南市特色创客发展模式，截至
2016年初，济南市已打造46 家众创空
间，其中12家众创空间入选国家级众创
空间

众创
空间

孵化器

济南市建设工研院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加速成果安全转化

后端
支持

济南市形成了“政府+民营”，“专业+
特色”的孵化模式，截至2016年上半
年，全市共建成各级各类科技孵化器26
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到8家，省级
孵化器11家，市级孵化器7家

基础科研体系
企业实验室及技术中心和科研院所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产学研相结合的重要平台

如：山东省科学院成立于1979年，是省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是山东省最大的综
合性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全省最大的公共综合科技创新平台

山东省科学院重点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和
社会公益研究。全院建有国家超算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等15个国家级研发平台

共有26家各级各类孵化器，其中有8家国家级孵化
器，11家省级孵化器，7家市级孵化器，各个孵化器内有
12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1400 +家在孵企业

孵化器众多，
济南市药谷、创新
谷等市域内孵化器
建设已成规模之势

孵化企业成
果转化率高，部分
已成长为较大型企
业

各个孵化器内共有1,298 家毕业企业，拥有3,000 多
项科技成果转化，其中有20余家毕业企业产值过亿，共
创造20亿元利税，31,000个就业岗位

孵化器

众创空间

济南市打造“泉城众创空间”品牌，构建一批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求

的科创空间，已初步形成以“一区一平台”政府众创空间为主，民营众创空间相辅

助的“众创体系”，形成了更为入驻灵活、服务垂直的体系

1. 通过建设工研院、基金支持等举措加速科研项目成果转化、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及工业转型升级

创立由基金筛选项目、用基金支持发展的新的运作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支
持科研项目的产业化发展

成立山东工业研究院，将主要打造技术转移、技术集聚、技术引领三大功能，
采取“一院两基地多园区”模式，搭建全产业链的成果转化体系即工研院聚合体

2. 大力培育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拥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济南市代办处，可直接为专
利权人提供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等服务

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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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重点招商产业 十大重点招商产业

大数据与

新一代信息技术

量子科技

智能制造

与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

先进材料

产业金融

现代物流

医疗康养

文化旅游

科技服务

瞄准机器人、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3D技术、物联网、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云服务、航天科技、卫星应用、集成电路、大容量存储、空间地理信息应

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家庭等产业

瞄准量子通信设备研发与生产、量子精密仪器研发和制

造、量子精密测量控制和量子通信工程等领域，寻求与国

内外知名量子通讯、测试、研发和生产企业的产业合作

瞄准通用机械、工程机械制造、机

械铸造、机械焊接、超难复杂零件

社会化加工等领域，突出智能化、

集成化、复合化、柔性化，包括高

档数控机床、机器人、智能电网、

核能装备、汽车制造、轨道交通装

备、航空等细分产业

瞄准生物制药、现代中药、高性能医疗器械、医药保

健、化学制剂药、生物疫苗、诊断试剂、农用生物制

品、医药研发外包、生物医学工程、干细胞与组织工程

等领域

瞄准晶体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特种功能纤维、高性能金属材料、光电子材

料、胶体材料、环保节能节材建筑材料等领域

围绕电影电视、创意设计、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产业，引

进一批高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大型文化企业和领军企业

重点围绕工业设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生物技术服务业

等领域进行招商

以医疗服务、养生康复、健康管

理、休闲健身、营养保健、医疗咨

询服务等健康产业为重点，瞄准国

内外知名业界企业开展招商

着力吸引世界物流企业100强和国内物流企业50强

瞄准国内外知名产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法人金融机构

总部或大区总部机构，重点引进和培育融资租赁、消费金融、汽车金融、私募基

金、资产管理、信托投资、货币经纪、商业保理、融资担保、典当、小贷公司、民

间融资机构等新型准金融机构，着力引进培育金融中介机构

资料来源：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重点产业招商的实施意见 资料来源：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重点产业招商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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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中心工作，着眼培植壮大济南优势主导产业，扎
实开展产业招商活动，明确产业招商重点领域，强化招商推进措施，创新招商促进机制，济
南未来将努力引进一批支撑经济发展、有影响的重大产业项目，为济南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
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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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企业在济南市运营成本 附录二：企业在济南市营商环境

资料来源：济南市统计局，投资指南2014年，山东省人保厅，中国薪酬网《地区薪酬调查报告》 资料来源：德勤访谈

类
别

细项 费用

水
企事业用水 每立方米4.4元

经营服务用水 每立方米5.4元

供
电

一般工商业用电

不满1千伏 0.5469 元/千瓦时

1~10千伏 0.8024 元/千瓦时

35-110千伏0.7874 元/千瓦时

大工业用电

1~10千伏 0.6832元 元/千瓦时

35~110千伏0.6682 元/千瓦时

110~220千伏 0.6532 元/千瓦时

220千伏以上 0.5627 元/千瓦时

燃
气

焦炉煤气销售
价格

非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每立方米2元

天然气销售价
格

非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每立方米4.14元

管道液化气销售价格 每立方米18.5元

热
力

中小学、托幼院所、社会组织或敬老院、老年公寓、老年康复中心、老年
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等非营利老年服务项目、小区卫生机构，每季每平方米
26.7元
非居民供热销售价格按建筑面积，每供热季每平方米28.6-39.8元
非居民蒸气销售价格每吨180-252元、热水管网供热销售价格86.1元/吉焦

基础设施成本

人力成本

根据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济南市统计局《关于公布2015年济南市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的通知》规定，2015年济南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882元，低于

全国5169元的平均水平，低于周边城市青岛市的平均工资5371元

政府的支持是比较大的，政府服务
比较好的，我们遇到问题，会比较及时
快捷解决掉，政府服务非常满意

——可口可乐集团评语

对于企业的需求、想法都可以比较
快的反应，沟通渠道也没有问题

——中国重汽评语

1. 服务效率

政府为可口可乐设有一个窗口，所
有手续在这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了

——可口可乐集团评语

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我们公司，可以
较快地找到人员反映需求

——中国重汽评语

2. 专门窗口、人员服务

政府会协助我们对接客户；由政府
牵线搭桥，有好的信息会直接打电话

——瑞康医药评语

3. 定制、特殊化服务

济南市高新区政府对于公司的建立
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为我们公司的
选址和后续服务做了很多努力

——临工重机评语

4. 后续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门会协
助企业组织招聘，解决企业招工需求

——齐发药业评语

投资初期，对于各项行政审批手续
不熟悉，政府了解情况后及时指导，给予
协调，后续手续的办理非常顺畅

——拓能设备评语

在济投资企业对济南市政府服务满意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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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企业在济南市营商环境 附录三：权威评估机构对济南市城市评价

资料来源：济南统计手册2013-2015年 资料来源：济南市投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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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单位：亿元

济南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单位：亿元

258
297

345

2013 2014 2015

济南市

CAGR=15.6%
在济南市投资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均

实 现 较 快 增 长 ， 2013-

2015CAGR 达 到 15.6% ，

全国水平4.9%，2015年

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已达30亿规模

在济工业企业利润率增长较快，利润率增长高于全国水平

全国

CAGR=4.9%
VS

4,926 

5,347 5,364 

2013 2014 2015

济南市

CAGR=4%

在济南市投资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均实现增长，2013-

2015CAGR达到4%，

全国水平3%，2015年

全市工业主营业务收

入总额已达5364亿规

模

在济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呈现稳定增长，增长高于全国水平

全国

CAGR=3%VS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

中国最具竞争力100强城市

（第22位）

国家工信部

全国智慧城市第六强

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指数

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前25强

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水平评价中心

首批投资环境40优城市

国家统计局

全国综合实力50强

国家公安部

中国治安最佳城市

济南市社会与公共调查

社会安全感96.2%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

最具幸福感城市第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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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境外世界500强在济南 附录四：境外世界500强在济南

资料来源：济南市投促局 资料来源：济南市投促局

55 56

国别 序号 世界五百强企业名称

美国

1 美国GE有限公司

2 美国沃尔玛公司

3 美国微软公司

4 美国摩根士丹利

5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

6 美国百事可乐公司

7 美国伟世通公司

8
威伯科汽车产品有限公司（此

为美国美标子公司）

9 麦当劳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10 思科系统公司

德国

11 德国大陆集团

12 德国博世集团

13 德国西门子

14 德国曼集团

国别 序号 世界五百强企业名称

德国

15 蒂森克虏伯集团

16 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

17 麦德龙股份公司

日本

18 日本NEC SOFT，LTD

19 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20
日本铃木株式会社，日商岩井

株式会社

21 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

22 日本三菱瓦斯化学株式会社

23 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4 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

25 日本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

26 日本卡西欧集团

27 矢崎总业株式会社

28 永旺株式会社

国别 序号 世界五百强企业名称

法国

29 标致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30 法国家乐福控股有限公司

31 法国电力集团

32 法国标致汽车公司

33 法国雅高集团

34 欧尚集团公司

英国

35 英美烟草控股有限公司

36 英国特易购

37 英国渣打银行

38 英国汇丰银行

39 英杰华集团

瑞典 40 瑞典沃尔沃集团

瑞士 41 雀巢有限公司

泰国 42 泰国正大集团

国别 序号 世界五百强企业名称

韩国

43 韩国锦湖韩亚集团

44 韩国LG公司

45 韩国MVP5-LG通信基金

46 韩国SK集团

47
韩国GS CALTEX 
CORPORATION

意大
利

48 安替比奥集团

澳大
利亚

49 澳洲联邦银行

荷兰 50 荷兰国际集团

中国
香港

51 中国海外集团

52 华润集团

53 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

54 中国光大集团

中国
台湾

55 台湾华硕公司

56 台湾鸿海精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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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入驻企业 园区特色 联系方式

国家级

济南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

发区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品、

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

浪潮、重汽、济南市量子技术研究院、山东电工电气、费斯托、德国大

陆、日本NEC等

• 国家认可的10个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之一、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基地之

一， 13个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之一、8个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

之一等

86-531-88880199

http://www.jctp.gov.cn/

山东明水经

济开发区

交通装备、机械制造、

精细化工、食品饮料
海尔电机、可口可乐、娃哈哈、康师傅、安莉芳等 • 重要的机械制造业基地、食品饮料产业基地

86-531-83311833

www.sdms.gov.cn

济南市综合

保税区

机光电一体化、生物医

药、国际物流、服务外

包、总部基地

沃尔沃建筑设备、亚马逊物流等

•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享有“退税、免税、保税”等一系列国家赋予的

优惠政策

• 无水港直通模式：出口货物在海关报关放行后可直接运至青岛港前沿

码头等待装船

86-531-88237819/

86-531-88237808 

www.jncftz.cn

省级

山东济北经

济开发区

食品饮料、装备制造、

现代物流

旺旺食品、统一食品、加多宝、钱江摩托、富春华电梯、华北升降平台、

汉方制药、大润发物流与集散中心等

• 园区内规划有山东省第一家台湾工业园

• 外资友好产业园，对整体外资的服务经验、服务支持的水平都在省内

名列前茅

86-531-84233818

jbkfq@126.com

http://www.jibei.gov.cn

济南市临港

经济开发区

先进制造业、高端物流

业
－

• 2017年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区位调整，将以“国家火炬济南临港

智能装备特色产业基地”为平台，积极打造高端机械装备设备制造业

发展的产业集群。

86-531-88734100

lingangkfq@163.com

http://www.lingang.gov.cn

济南市槐荫

工业园区

智能型小家电、机械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

现代物流

九阳、华润医疗、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等
• 智能家居、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的集聚地

• 拥有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项目

86-531-85970845 jnhygyyqzr@163.com

http://www.jnhygyyq.gov.cn/

山东商河经

济开发区

环保节能材料与装备、

纺织服装、医药化工、

通用航空、食品加工

力诺特玻、现代牧业、宏业集团等

• 园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发展

• 已形成环保节能相关产业链条，是国家级环保节能材料与装备产

业基地

• “山东省最佳投资园区”之一

86-531-82336001

http://www.sdshkfq.gov.cn/

济南经济

开发区

高端机械装备制造、出

版印刷发行、电子电器、

服务业、食品

中国重汽、沃德汽配、济南市变压器集团、佳宝、民天、欣和等
• 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示范园区 ”

• 新型材料产业：打印机耗材、固态照明等新材料产业集聚
86-531-87215067 

山东平阴工

业园区

纺织服装、电子机械、

新能源、玻璃制品、医

药化工、农副食品加工

济南市二机床、伊利乳业、福胶集团、大唐风电等 • 以阿胶、玫瑰加工等为特色的农副食品加工园区
86-531-87854000

http://gyyq.pingyin.gov.cn/

济南新材料

产业园区

新材料产业、新能源、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

新材料交易中心等多个产业平台及国家胶体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研发和

产业化基地

• 山东省唯一的专业新材料产业园区，“国家火炬济南新型功能材料特

色产业基地”，“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国家级小微企

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86-531-88076006

http://www.jnnmi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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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济南市国家级及省级园区载体简介

http://www.jctp.gov.cn/
http://www.sdms.gov.cn/
http://www.jncftz.cn/
http://www.jibei.gov.cn/
http://www.lingang.gov.cn/
http://www.jnhygyyq.gov.cn/
http://www.sdshkfq.gov.cn/
http://gyyq.pingyin.gov.cn/
http://www.jnnmi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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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投资联系

资料来源：济南市投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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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部门 办公电话 部门 办公电话

济南市投促
局

办公室
86-531-

66601778
投资服务处

（行政审批办公室）
86-531-

66601796

投资研究处
86-531-

66601791
项目促进处

86-531-
66601792

投资推广处
86-531-

66601787
统计考核处

86-531-
66601773

济南市招商机构联系方式

单位 办公电话 部门 办公电话

章丘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83311017

槐荫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87589234

平阴县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87880011

天桥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85872697

济阳县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81178117

历城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66899116

商河县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84876399

长清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87235166

历下区
投资促进局

86-531-
88150926

济南高新区
投资促进中心

86-531-
88876523

市中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86-531-
82078576

投资济南：

微信号：touzi051

济南市投促局官网
http://www.jntzcjj.gov.cn/

济南市投促局邮箱
tcj1778@163.com

县区招商机构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