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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50强城市 Top 50 city of economy in China

 中国国家服务贸易试点城市 Trade pilot city of national service

 国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 Pilot city of National public hospital reform

 中国沿海地区空气最清洁的城市 Cleanest air of coastal cities

Profile of Weihai



机械制造
Machinery

新信息
IT & electronics

GDP 3200亿元 GDP 320 billion RMB

170个全球贸易伙伴 170 global trading partners

3+4+3 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strategy

三大战略新兴产业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新医药及医疗器械
New medicine and medical devices

新材料及制品
New materials and products

纺织服装
Textiles & Garments

运输设备
Transport equipment

食品加工

Food

四大传统产业 Traditional industries

三大未来产业 Future industries

智能装备

Intelligent equipment

海洋生物

Marine organism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Profile of Weihai



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级高新区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国家科技部、山东省、威海市共建 Supported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享受和中关村同等政策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威海市3+4+3战略的主阵地 Core ar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tech industries in  Weihai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概况
Summary of Weihai Science Park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销售收入过百亿元工业企业 2家（威海3家）

2 companies of 3， Sales revenue over 10 billion RMB in Weihai

主板上市企业4家，新三板上市企业17家。
4 Pubic listed companies, 14 NEEQ listed companies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概况
Summary of Weihai Science Park

山东省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国家工信部电子信息综合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创新型试点园区

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

中国制造’2025”国家试点园区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园区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医疗器械)入围园区





发展战略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在威海市当领航者
Leader of direction of the high-tech industry

实施“563”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医疗健康产业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 health industry

2020年，全区工业销售收入突破2000亿元

Regional sales over 200 billion RMB, 2020

战略战略定位定位
Strategic Strategic 
positioningpositioning

总体总体思路思路
general general 
approachapproach

工作工作目标目标
objectiveobjective



实施“一城三园”工程
 科技创新城 63平方公里

 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 18平方公里 500万平方米 目标产值1500亿元

 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 8平方公里 400万平方米 目标产值1000亿元

 科技创新园 10平方公里 跻身国家区域创新中心主载体

战略布局
Strategy Planning



 世界一流健康产业园区 First-class Health Industrial Park in the world

 国家级医疗器械产业基地 National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base

 规划总面积18平方公里，全国第一 18 KM
2
Planning area

 2025年实现产值1500亿元 150 billion RMB revenue，2025

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总体规划
Medical Device and Biological Medicine Park

威海市重点园区: 有载体 有平台 有资金 有项目 有服务



园区位置

产业园位置
Location



园区规划面积总共18平方公里 18 KM2 Planning area
 建成区357公顷，重点开发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植

入材料和人工器官、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等医

用新材料。

Built area：357 hectares       

 启动区145公顷，引进高端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研

发、生产和各类公共服务平台。

Start area： 145 hectares

 发展区386公顷，主要为大型企业发展用地和产业

园综合配套服务用地。 Development Zone：

386 hectares

 预留控制区,位于园区南部，为产业园未来发展预

留地。

 3年内拆迁规划区域24个村庄，建设1平方公里的

新社区。

区域规划
Development strategy



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园区
总体效果图 Aerial view of the overall



 建设面积21万平方米，高区管委投资建设。

 压缩2年建设期,最大限度为企业降低成本

 量身定制,拎包入驻,可租可售

二期工程

现已开工

专业科技园---政府投资一期项目
Dedicated science park，by government



 A区——科研服务区 B、C区——生产孵化区

专业科技园---政府投资一期项目
Dedicated science park，by government



A区——科研服务区
Area A - Research Service

办公、住宿、餐饮、商业
Office building, staff 

accommodation, catering, business 
services

 A1科研楼——4万平方米，集办公、科研、展览、会

议、培训、餐饮为一体。

A1 R&D  building -– 40,000 M2

 展厅、大中小型会议室

Exhibition hall, conference rooms

 两个职工食堂 ，24小时满足2000人就餐

Two staff canteen

 银行、文体活动中心、美容中心、超市等服务设施

Service facilities such as banks

专业科技园---政府投资一期项目
Dedicated science park，by government



 净化厂房(B1 B2  B3三栋）Purification plant (B1 B2 B3）

 结构为4层，总建筑面积3.6万㎡。其中，B1栋

单层面积为5200㎡；B2  B3两栋单层面积均为2200㎡ 。

 层高：一、二层高6.5米，三层高5.4米，四层高4.5米。

 承重：一、二层承重1000KG/㎡，三、四层承重500KG/㎡。

 普通厂房（B4）General workshop (B4)

 结构为五层，建筑面积3万㎡，单层面积6000㎡。

 每层层高5.4米。

 承重：一层、二层、三层楼面1000KG/㎡ ，四层、五层楼面500KG/㎡

B区——生产服务区
Area B - Production service

专业科技园---政府投资一期项目
Dedicated science park，by government



C区——生产服务区
Area C - Production Service

 普通厂房(C1 C3 C7) General workshop (C1 C3 C7)

 结构为5层，总建筑面积5.4万㎡。C1栋单层

面积为3000㎡，C3 C7栋单层面积均为4200㎡。

 层高：5.4米。

 承重：一、二、三层承重1000KG/㎡，四、五层承重500KG/㎡。

 净化厂房（C2 C6） Purification plant (C2 C6)

 结构为4层，建筑面积3.2万㎡，单层面积均为4200㎡。

 每层层高6.5米。

 承重：一层、二层、三层承重1000KG/㎡ ，四层承重500KG/㎡。

专业科技园---政府投资一期项目
Dedicated science park，by government



全球品种最齐全、中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供应商之一
China's largest medical system supplier

合作伙伴：世界银行、日机装、泰尔茂、伊藤忠、GE

Partner：WB   NIKKISO  TERUMO   ITOCHU

研发中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
R&D Center：USA  Japan   British   Germany  France

2020年产值：1000亿人民币
2020 revenue：100 billion  RMB

龙头企业—威高集团
Leading enterprise—Wego Group

总理视察威高集团——2017年4月19日



 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威海分中心
Shandong medical equipment product quality inspection 

center Weihai branch

 威海市药品检测中心
Weihai drug testing center

 规划占地面积40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40 acres with buildings of 18000 M2

 政府全资建设
Government funded construction

检测中心

医疗器械与药品检测中心
Medical device and medicine testing center



山东药品食品学院

1958年建校
20个专业: 医疗器械系、制药工程系、食品

营养与检测、医疗器械制造与维护…
Shandong Institute of food and drug

医疗器械
产业园

药学院

人力资源优势
Advantage of Human resource

5所大学，在校生6万人 60，000 college students



强大的资金支持
Advantage of Human resource

国家和山东省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
Financial support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国家发改委“双创”孵化专项债券 融资18亿元
National Special bonds for incubation and startups

国家开发银行银团贷款
Syndicated loan by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and other commercial banks

央企和民资合作PPP项目
PPP projects of central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capital



国内外项目强势入驻
Projects from mainland or overseas



国务院各部委 Ministries of the State Council

山东省政府 Shan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威海市政府 Weihai municipal governmen

 威海高新区管委会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Weihai Science Park

 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招商处 Investment Service Office

多层次的政府支持
Supported，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2016年9月，首栋厂房（C2）封顶2016年5月，市长现场指导园区规划



2017年8月，现场图片

基本建成的为一期项目
二期项目建设用地一角



园区生产配套服务 Production Facilities 

 公共灭菌中心（C5） Public sterilization Center

 动力中心（C4）——电力、水、热、消防
Power center (C4) - power, water, heat, fire control

 车位：小型停车位390个，大型停车位55个 445 parking spaces

 电力：园区周边有3个35Kv变电站。
Power: three 35Kv substations around the park

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
Perfect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2nd phase plan(480000㎡)

2017年4月开工建设二期48万平方米工程
400，000 M2 more to be started in May 2017



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Medical electronic instruments

2.医用光学器具及内窥镜 optical apparatus

3.医用超声设备 ultrasonic instruments

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 laser instruments

5.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Clinical analysis instruments

6.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Blood treatment 

7.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Implant materials and artificial organs

8.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Medical polymer materials

招商重点领域
Focus  Projects



 高区管委会设立产业园管理机构，成立了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负责协调有关部门，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项目审批、产品注册、

认证等服务。

 项目咨询、产业政策、人才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方面的服务。

 政府投资建设山东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和药品检测中心、配套生

活设施，研发平台。

 管委负责协助企业与大学、研发机构等开展产、学、研合
作。

投资服务
Investment service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Weihai Torch Science Park 

高 勤 书 处长
威海医疗器械产业园区招商处

13863025975

gaoqinsh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