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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城市概况

枣庄市基本情况
枣庄国家高新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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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1 城市概况
枣庄市基本情况

枣庄市位于山东省南部，总面积4563平方公

里，人口约400万人，处于中纬度暖温带季

风型大陆性气候区。枣庄历史悠久，人才辈

出，主张“兼爱、非攻”的科圣墨子，“好

客养士”的孟尝君，足智多谋、能言善辩、

勇于自荐的毛遂，“凿壁偷光”的西汉名相

匡衡等。枣庄素称鲁南煤城，中国第一家民

族资本的股份制企业中兴公司，起于枣庄，

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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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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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城市概况
区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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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高新区位于苏鲁豫皖交界，是连接华北和华

东、沿海与中原的重要经济节点，交通便捷：

l 京杭大运河、京沪铁路、京台高速公路和京沪

高速铁路穿境而过。

l 乘坐京沪高铁从枣庄到上海、北京约2.5小时。

l 周边有济南、临沂、济宁、徐州、枣庄（在建）

五个机场。

l 有日照港、连云港、青岛港三大出海口，其中

从枣庄到日照海港不足1小时车程。

l “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在枣庄境内94公里航

程，常年通航1000吨级船舶。



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1 城市概况
枣庄高新区发展沿革与现状

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1988年

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为科技部重点联系的高新区

2015年2月 总规划面积120平方公里

下辖三个街道办事处，人口15万人

现有：工商注册企业3758家

          规模以上企业105家

           高新技术企业10家

枣庄市政府驻地

枣庄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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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1 城市概况
枣庄市六大特色主导产业

大数据产业：枣庄成为全省第
三个互联网一级节点城市，中
国联通总部全国第十三个云数
据中心，荣获“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称号。

高 端 化 工 ： 年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482亿元，已成为全国重要的
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基地。 
拥有中科院化工新材料技术创
新与产业化基地等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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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年产各类机床10万
台套，中小型钻铣床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的80%以上，加工中
心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
被授予中国中小机床之都。

锂电产业：我市锂电产业链条
较为完整，特别是正负极材料、
隔膜、电解液、锂电池制造等
环节的生产研发初具规模。

光纤产业：重点突破特种光纤
预制棒的产业化，加快推进东
方光源棒纤缆项目，努力打造
北方地区最大的光纤基地，打
造光纤产业链。

医药健康产业：设立了总规模
10亿元的健康医疗产业基金，
加大对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
产业的支持，培育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

主导
产业



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

创业园
产学研平台

01 城市概况
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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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专院校

2

浙大山东工研院
常州大学枣庄技术转移中心
齐鲁工业大学枣庄研究院
浪潮旅游大数据研究中心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枣庄分中心
国卫健康大数据（枣庄）研究院

1 枣庄学院
枣庄职业学院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枣庄职业中专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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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园
留学人员创业园



02
产业发展

”特色主导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制造、新医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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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2 产业发展

10

新能源

新材料

新信息制造

新医药

大数据

重点企业　国家锂电池中心、精工电子、天瀚锂电池、航天科工新能源产业园

发展思路　以航天科工新能源军民融合产业园建设为契机，以国家锂电池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为平台，重点发展锂电基础材料、锂电池、检验检测、控制系统、产品应

用、拆解回收等完整循环产业链。



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2 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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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新材料

新信息制造

新医药

大数据

重点企业　维信诺OLED、东方光源集团、天衢铝业、石墨烯、纺织新材料项目

发展思路　以金属新材料、纤维新材料、前沿新材料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动新材料精深

加工和研发利用，努力把新材料产业发展成为引领工业转型振兴的主导力量。



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2 产业发展

12

新能源

新材料

新信息制造

新医药

大数据

重点企业　智光通信、中移铁通智能产品、鲁南电商谷

发展思路　以互联网小镇、智能制造小镇为依托，瞄准物联网、人工智能、新型显示、

5G通信等领域，深入实施“两化融合”，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

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转变。



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2 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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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新材料

新信息制造

新医药

大数据

重点企业　华润三九药业、威智百科药业、苏鲁海王、东滕阿胶、益华生物

发展思路　重点发展现代中成药、化学创新药、生物制药、保健产品、医疗服务、医养

康复、医药物流等产业，全力打造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

p重点项目　云溪科创、国信优易、审核通、泰盈、迅达云

p发展思路　以鲁南大数据产业园为载体，重点发展基础数据存储、清洗加工、交易业

务，做好云、网、数、用文章，打造大数据清洗加工基地和云存储灾备基地，争创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02 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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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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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3 优惠政策
山东省、枣庄市

优

惠

政

策

出台：《关于支持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关
于支持菏泽市及鲁西其他四市
发展若干政策》等政策

省级政策

出台：《关于支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若干税收政策

的实施意见》、《支持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关于进一步扩内需

补短板促发展的若干意见》

省级政策
出台：《关于进一步降低实体
经济企业成本的实施意见》、
《关于支持先进制造业重点领
域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运用财政政策措施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市级政策

出台：《关于做好人才支撑

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实施意

见》等多个支持实体经济、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文件配

套政策。

市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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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

01 02

04 03

  符合标准的企业或机构可享受：科技项目资助

、研发平台补助、创新服务机构奖励、科技进步

奖奖励、高企认定奖励、科技企业培育、科技孵

化扶持、创新大赛获奖奖励、专利创造资助、专

利运用资助、专利奖奖励等

符合标准的企业或机构可享受：

项目落户奖励、经营贡献奖励、

人才奖励、科技创新奖励等

高新区人才政策“黄金十条”

符合总部经济认定标准的企业可

享受：经营贡献奖励、办公场地

奖励、办公房租奖励、引进人才

奖励等

03 优惠政策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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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 科技创新

总部经济 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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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4 特色平台
互联网小镇

互联网小镇由英国泛城集团和中国美院共同设计，占地400余

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古朴典雅，北邻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南邻鲁南大学城、西邻京沪枣庄站，便利的交通

优势为创业者打造了理想的“梦工厂”，充分发挥高铁集聚效

应，融入高铁经济圈，打造京沪干线“小硅谷”。

截至目前，小镇先后吸引了浙江大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常

州大学枣庄技术转移中心、齐鲁工业大学枣庄研究院、北大医

疗产业集团公司、中移铁通智能产品分公司、浪潮集团、华林

证券、山东淮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锦水之上云中心、

开创集团等企业入驻，累计注册资金10亿元，解决就业1000

人，年纳税5000万元以上。小镇成为了枣庄转型升级和新旧

动能转换的主战场、改革创新的先行区、文明和谐的特色小镇。

互联网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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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4 特色平台
智能制造小镇

智能制造小镇（光明路南、深圳路北，复元三路与复元四路之间）

是以科技服务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双创示范基地和”产业

特色小镇”。小镇拥有4栋商务楼，10栋标准化厂房，集孵化区、

加速区、科技服务区、商务生活区于一体，场地面积达12万平方

米；有国家级孵化平台“科顺数码、云众创空间”，国家级锂电

检验中心，省级宜维食品检测中心、阳光保险电销中心等20多家

科技服务业机构，有精工电子、维信诺等高端制造企业20多家。

截止目前，智能制造小镇在孵企业达到62家，申报各类专利400

余件，就业人口达2000多人，税收4000万以上。

智能制造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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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4 特色平台
鲁南大数据中心

鲁南大数据中心是我市着眼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充分发挥枣庄

地理区位优势、网络资源优势、基地建设优势，由枣庄国家高

新区联合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共同建设的信息产业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30亿元，占地180亩，规划建设机

柜10000个。鲁南大数据中心将充分发挥载体作用，积极开展

大数据产业招商，招引大数据核心业态、大数据关联业态和大

数据衍生业态企业，重点发展基础数据存储、清洗加工、价值

挖掘业务，做好云、网、数、用文章，打造成为大数据清洗加

工基地和云存储灾备基地，同时融合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信息安全等应用产业，努力打造成为枣庄乃至全省新旧动能转

换的引领性产业，同时争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鲁南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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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4 特色平台
枣庄跨境电商产业园

枣庄跨境电商产业园位于枣庄高铁站对面互联网小镇，园区以

发展跨境电商为核心，重点推动枣庄企业触网转型升级，支撑

全市电商创业发展，按照“主体明确、关联集聚、功能联通、

生态间隔”四大原则进行布局。园区总体功能布局分为：电商

办公区、电商综合服务区、休闲活动区、电商人才培训基地

（电商学院）、电商创业孵化基地、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园区定位“一个核心高地、一个重点示范、一个支撑基地”。

园区现有创业孵化办公积 5000平方米，其核心功能是孵化电

商企业，培育“网商+电商+电商服务商”的电子商务发展生

态链，覆盖电商初创企业和跨境电商企业的整个业务流程和日

常运营管理。

枣庄跨境电商产业园

*



枣庄国家高新区投资指南04 特色平台
浙大网新产业园

浙大网新产业园是由浙大网新集团联合山东省、枣庄市财金集团

作为主发起人，共同成立总规模50亿元的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浙

大网新高端装备产业母基金，园区占地400亩。园区将利用浙大

山东工研院和浙大网新集团在人才、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优

势，帮助企业解决产业方向的理论研究、产业科技的研发，推动

产业在方向、科技、产品、标准等多维度创新发展；同时开展协

同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以及科技企业孵化，结合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母基金和园区产业引导基金，构建企业孵化、技术服务、科

技金融等全链条技术和企业孵化服务体系，打造区域领先的科创

孵化平台，为园区内新动能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浙大网新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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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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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我们   枣庄高新区产业东区       

 招商部 电话：0632-8261810  

            手机：15965118600

            邮箱：cydqzs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