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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 ：聚焦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世界高端铝业基地核心区

邹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邹平历史悠久、
人杰地灵，
，经济发达
经济发达、
、基础雄厚
基础雄厚，
，是山东扩权强县改革 9 个经济
发达县 （市） 之一
之一。
。邹平区位优越
邹平区位优越，
，交通便捷
交通便捷，
，位于滨州最南端
位于滨州最南端，
，东接淄博
东接淄博，
，西临济
南，南依胶济铁路
南依胶济铁路，
，北濒黄河
北濒黄河，
，距济南国际机场 60 公里
公里，
，离青岛 240 公里
公里，
，济青高
铁在邹平设站，
铁在邹平设站
， 实现了 15 分钟到济南
分钟到济南、
、 1 小时到青岛
小时到青岛、
、 2 小时到北京
小时到北京、
、 3 小时到上
海。济青高速横穿市境 26 公里并设 2 个出口
个出口，
，济东高速在邹平设 2 个互通立交
个互通立交，
，小清
河复航工程在邹平设 2 个港口
个港口，
，货运铁路专线年底前右线开通
货运铁路专线年底前右线开通，
，“陆海空
陆海空”
”立体化交
通体系已现雏形。
通体系已现雏形
。
2020 年 1—10 月份，邹平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 5.9%；前三季度，实际利用外资 8000 万美元，
同比增长 6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1%，在疫情重
压等复杂形势下，顺利实现稳步回升、逆势上扬。
新近发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认定名单中，
邹平国家高端铝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成功入选，成为
今年全国 11 家之一、山东省率先上榜的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
10 月 8 日，年产 32 万吨新能源太阳能电站用铝合
金材料项目在邹平落地。投资方江苏礼德铝业正是看
中魏桥创业等企业的优质资源和邹平良好的营商环境，
公司才落户邹平。此项目是邹平铝产业链延伸的又一
新方向，将为当地进军光伏产业注入新动能。
2020 年以来，邹平市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厚
植多年的优势产业资源，聚力“双招双引”，转换发展动
能，全力打造世界高端铝业基地核心区。前三季度，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耗量、能耗下降明显，
“ 四新”经
济投资同比增长 49.1%，铝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00
亿元，发展质量显著提升。

价达到 20 万—120 万元。延伸产业链，邹平市重点瞄准
高纯 α-氧化铝、电容刚玉及高端模具模料、蓝宝石、耐
磨耐温材料等板块，培植壮大精细氧化铝产业，预计年
内精细氧化铝产能将突破 60 万吨，未来 3 年可达 200 万
吨。
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累计交易额突破 1000 亿元；与
中科院签约成立山东省铝业综合技术转化中心；与中德
工业设计中心合作成立铝业创新设计中心。邹平搭建
起中国“铝谷”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完善线上交易、线下
服务功能，推动形成绿色高端创新的铝业生态圈。目
前，百余家金融、设计、研发等企业和机构陆续进驻，技
术、资本、人才、服务融合效应逐渐显现。

山东魏桥年产 76 万吨高精铝板带项目

传统产业增添新动能
——解决高端特钢需大量进口“卡脖子”难题

高品质稀土特殊钢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被列
入国家相关部门工业强基工程、中科院弘光专项，产品
方向是替代进口，主要用于高端装备制造业。为解决高
端特钢需大量进口的“卡脖子”难题，西王集团与中科院
铝产业集群迈向绿色高端
金属所全面合作，成功研发出高端稀土特殊钢新材料新
技术。目前，双方深度合作，正在邹平共建国家高端稀
——5 个轻量化项目近期陆续投产
土特钢新材料保障基地，包括年产 100 万吨高端稀土特
10 月 26 日，山东宏和年产 1700 万件轻量化挤压结
钢新材料项目、稀土特殊钢检测分析中心等四大项目，
构件项目一期工程在魏桥轻量化基地正式投产。该基
已全面启动。
地还有高性能泡沫铝构件等 4 个高附加值深加工项目
着眼于推动“钢铁高端化、纺织智能化、食品战略
近期将陆续投产。邹平今年新开工涉铝项目中，全是绿
化”发展，邹平大力实施西王集团年产 60 万吨玉米胚芽
色高端项目。
油项目，项目被列入国家粮油创新发展示范基地。传洋
轻量化代表着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方向，也是邹平铝
集团年产 50 万吨热镀锌金属制品、广富集团年产 10 万
业提升附加值、突破中高端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践行新
件风电海工装备、魏桥创业弹性导电材料等绿色智造项
发展理念，贯彻山东省委决策部署，邹平全力打响“山东
目正加快建设实施，部分已投产见效。邹平纺织服装产
铝业”品牌，推动铝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绿色高端迈
业智能化改造提升，抢占抗菌防护、医疗卫生等领域市
进。
场空间。魏桥纺织智能化紧密纺工厂，可实现生产全程
仅“铝水不落地”每吨铝最高可降低成本 900 元。 自动化、控制系统智能化，多项标准在同行业处于领跑
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当地 7 大企业集团和 90%
地位；食品医药行业巩固行业优势，向营养健康、绿色安
的铝合金产能。以魏桥创业为龙头，采用铝水不落地、 全等领域延伸。
直接运到下游企业的集约节能高效“上下游一体化”生
抢占“四新”经济高地
产模式，在全市形成“热电—氧化铝—电解铝—铝型材
—铝精深加工”完整的产业链，孵化培育了 200 余家铝
——加快打造氢能小镇、大数据小镇
业企业，铝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以
“四新”经济已成为区域竞争的炙热板块。10 月 6
上，成为邹平第一支柱产业。
2020 年，邹平铝产业集群营业收入预计超过 2100
日，山东铁雄冶金有限公司 140t/h 干熄焦投产暨焦炉
煤气提氢项目举行开工仪式，邹平“氢能小镇”建设迈出
亿元，深加工的中高端铝制品占比达 65%以上。邹平发
挥全产业链优势，不断做大做强主导产业集群。目前， 坚实步伐。
为抢抓“四新”经济发展机遇，邹平市加快打造氢能
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累计进驻高端铝业项目 25 个、投
产项目 15 个，铝深加工能力达 115 万吨，预计到 2022
小镇、大数据小镇、生物医药产业园、碳纤维工业园，持
年，铝深加工能力超过 200 万吨、产值突破 600 亿元。 续引进后续项目，让新经济快速成长壮大，构筑邹平经
轻量化基地引进落地轻量化结构件、全铝车身等项目， 济新底色。邹平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项目新上 2 条通
用型药品制剂生产线和 4 条原料药生产线，正在构建以
正加快形成“铝原料—汽车用铝合金材料—汽车总成—
废铝再利用”产业闭环，打造国内较大、竞争力较强、世
生物医药为主导，集研发、生产、综合服务等多功能复合
的智慧化产业园区，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新能源加速
界一流的铝基轻量化结构件研发制造基地。
产业链下游向高端延伸，上游也在绿色重塑。再生
替代，魏桥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可替代煤炭 3.4 万
吨。新基建加速布局，制定邹平市 5G 规划，启动建设
铝能耗、排放均不足电解铝的 5%，推动着铝产业链绿色
转型。今年，邹平的再生铝产能达 90 万吨，2022 年将达
5G 基站 166 处，计划完成建设 5G 基站 400 处，为布局
数字经济，拓展 5G 应用覆盖打好基础。即将开工建设
200 万吨，成为全国知名的再生铝循环产业基地。
作为铝产业链上游的氧化铝，也衍生出附加值更高
的邹平大数据中心项目，将引入超算智算、数据存储等
现代信息产业集群，建设大数据小镇，发展成为邹平数
的产业方向。6 月底，邹平市 10 个精细氧化铝项目集中
签约，目前已有 2 个项目点火投产，深加工产品每吨售
字经济的新引擎。(数据来源：
邹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山东六丰机械轮毂生产现场

邹平魏桥铝深加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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