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重点谋划项目和对接目标企业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拟投资金额 拟建设地点 重点谋划招商企业

合计：46项 771

一 生物医药领域（30） 479

1 药物临床试验研发项目
开发及商业化用于治疗癌症的创新型分子靶向及肿瘤
免疫治疗药物，现有六种内部开发、临床阶段的候选
药物，三种后期临床候选药物。

153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2 mRNA疫苗产业化项目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人用狂犬疫苗、兽用狂犬疫苗、
带状疱疹病毒疫苗、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流感病毒
疫苗等。

20 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二十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
目和宫颈癌疫苗扩产建设项目

盖酶免、胶体金、化学发光、核酸检测、生化、疫苗
以及质控品等多个领域。

30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4
“现代中药”研发平台及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药品研发，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中成药生产，中药饮片加工;生物药品制造。

16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 CMO多功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为国内外创新药公司及新药研发机构提供创新药在研
发、生产方面的CDMO一站式服务。

6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6 华润三九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主营核心业务定位于CHC健康消费品和RX处方药领域。 4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7 溶瘤病毒制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从事医药科技、生物科技、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

1 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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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拟投资金额 拟建设地点 重点谋划招商企业

8
广信股份3000吨/年吡唑醚菌酯生物农
药项目

对氨基苯酚是东至广信对（邻）硝基氯化苯的下游产
品，是重要的精细有机化工中间体，是扑热息痛的主
要原料。利用其生产高品质扑热息痛可直接制成高附
加值的制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10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

9
抗肿瘤药等国家级新药制剂技术改造项
目

生物工程制品(聚乙二醇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
液)、硬胶囊剂(含抗肿瘤药)、颗粒剂(抗肿瘤药)、粉
雾剂、膜剂、凝胶剂、乳膏剂的制造

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10 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中药提取物的生产;中药饮片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
服务、转让;中药饮片(净制、切制、蒸制、煮制、炒
制、制炭、煨制、灸制、炖制、锻制、燀制、水飞)，
直接口服中药饮片的生产。

12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11 水刺无纺布及其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纤维原料来源广泛，通过水刺来对织物表面进行处
理，可以对织物的结构与性能有积极的影响。

2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

12
上海血制哈尔滨生物制品产业化基地项
目

投资新建血液制品生产基地。建设内容包含综合车间
（含车间及仓库）、血制分离车间，设计产能投浆量
1200吨/年，产品包括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人纤维蛋白原和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

20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13 澳斯康生物制品CDMO平台项目
主要承接重组蛋白类产品的工艺开发及合同生产业
务，为本土及跨国制药企业及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创
新药的工艺研发及制备、工艺优化等服务。

30
澳斯康生物（南通）股

份有限公司

14 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预防用生物制品的生产、销售、研究、开发及技术服
务等。

7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15 海正生物工程项目
创新药、生物药、仿制药和高端原料药的研发、生产
。

16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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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拟投资金额 拟建设地点 重点谋划招商企业

16 生物中试研究项目和胰岛素产业化项目
研制生物制品、生物原料药、小容量重组产品注射
剂，开发生物制品，销售自产产品。

10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万孚生物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 5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18
肿瘤蛋白P185及瘦素(LEPTIN)生物检测
试剂生产项目

以生物医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涵盖生物制品
、现代中药、化药及小分子药物、多肽药物、体外诊
断试剂、法医检测、靶向抗肿瘤药物、细胞免疫治疗
等众多领域。

1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重大疾病领域创新药物系列产品产业化基地
建设项目

随着苑东生物研发持续扩大，在研品种以每年5种以上
的速度增长，在重大疾病领域创新药物的研发也持续
推进，对生产要求提出挑战，需要建设新的厂房和基
地，满足研发产品转化生产力的需求。

8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
非最终灭菌制剂(小容量注射剂、冻干
粉针)生产线项目

产品涉及生物制药、化学制药、中成药、中药饮片、
原料药五大领域，涵盖解热镇痛、妇儿、神经系统、
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营养类、抗生素类等7大类、
10余个剂型、300多个品种，拥有多个一、二类新药品
种和多项产品自主知识产权，连锁药房全省近500家。

5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1 东方海洋精准医疗科技园项目
精准医疗器械的研发与生产、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技
术交流与服务、技术孵化四位一体

3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2 中药提取及酒剂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
产品大类主要涵盖补肾安神类产品(扶正剂中温阳剂和
安神剂中补肾安神剂)等，主要产品为四子填精胶囊、
复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等。

5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3 血浆生物制品生产基地
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疫苗、诊断试剂及检测器具和
检测技术并提供检测服务。

1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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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拟投资金额 拟建设地点 重点谋划招商企业

24
医药中间体项目、原料药项目及研发中
心项目

主要致力于为跨国制药企业及医药研发机构提供关键
医药中间体CDMO服务，并从事左旋肉碱系列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提供关键医药中间体的工艺研发及
优化、质量研究和定制生产等服务，终端药物涉及抗
肿瘤、艾滋病、乙肝、丙肝、骨髓纤维化、癫痫、帕
金森症等多个治疗领域。

20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 海辰药业新品药物研发总部
药品生产，开发医药产品；开发、生产植物提取物；
销售自产产品；药品及原料的进出口贸易。

10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6
单采血浆站建设及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及
凝血因子类产品产业化项目

生产经营血液制品（人血白蛋白大容量注射剂、人血
白蛋白小容量注射剂、人血白蛋白冻干粉针剂、人免
疫球蛋白冻干粉针剂、组织胺人免疫球蛋白冻干粉针
剂、特异性人免疫球蛋白冻干粉针剂、特异性人免疫
球蛋白小容量注射剂、冻干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人免疫球蛋白、人纤维
蛋白原）。

10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

27 黑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生物技
术、医药技术、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农业技术。

5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8
创新药研发及靶向抗肿瘤药物创新平台
建设项目

国家三个一类新药CX1003（康尼替尼）、CX1026(康替
尼他)、CX1409（诺沃他赛）及一个中药五类新药金草
片的创新研发。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研究创新平台
建设。

20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9
皮质激素类原料药技术改造升级和扩产
项目

建设生物发酵车间、提取和分离车间、倍他米松合成
车间、甲泼尼龙系列产品车间、醋酸氢化可的松和泼
尼松龙系列产品。项目建成后可完成生物氧化物及生
物脱氢物中间体，以及多种皮质激素原料药的生产。

3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30 丽珠医药产业园项目
充分利用煤炭、电力、农产品等能源资源及良好的发
酵气候条件，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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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物制造领域（5） 172

1 玉米深加工产业园区

优质玉米为主要原料，利用现代生物科技进行深加
工，主要产品包括淀粉、果糖、燃料乙醇、食用酒精
、味精、柠檬酸、聚乳酸、功能糖醇、变性淀粉等，
同时提供清洁能源和绿色生物质材料。

10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原安徽丰原生物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
新型生物基纤维制品研发中心及生产基
地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覆盖差别化粘胶纤维、Lyocell纤维
等新型纤维素纤维；聚乳酸纤维及聚乳酸发泡材料；
差别化锦纶6纤维，新型生物基纱线等产品的生产、销
售、研发及相应的工程技术服务等。

8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3 交替年产2.5万吨丙氨酸、缬氨酸项目
以丙氨酸系列产品为主的氨基酸等生物基产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医药及保健品、日化
、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等领域。

6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 年产10万吨聚酰胺6切片生产项目
从国外引进生产线，全面提升目前尼龙6的生产能力，
设计产能年产10万吨。尼龙6下游应用领域广泛，目前
主要用于尼龙纤维、工程塑料、薄膜等领域。

10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5
年产50万吨生物基戊二胺及90万吨生物
基聚酰胺项目

利用生物制造技术，从事新型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商业化生产的产品主要聚焦聚酰胺产业
链，为生物基聚酰胺以及可用于生物基聚酰胺生产的
原料，包括DC12(月桂二酸)、DC13(巴西酸)等生物法
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和生物基戊二胺。

138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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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拟投资金额 拟建设地点 重点谋划招商企业

三 生物农业领域（5） 73

1 杀虫剂原药项目

生产农药中间体、原药及制剂产品，集研发、生产和
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农药生产，主要产品有吡虫啉
、啶虫脒、烯啶虫胺、哒螨灵等农药原药、中间体及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产品。

5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 动物营养生物饲料研产销基地项目
具备动物营养生物饲料生产线、综合办公大楼、研发
中心等研产销一体化能力的大型营养生物饲料产业基
地。

5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

司

3 劲牛生物科技园 生物血清、培养基、微生物菌剂的生产及研发。 7 山东劲牛集团

4
灌溉施肥项目年产10万吨料浆全溶灌溉
复合肥、20万吨高塔全溶灌溉复合肥及
年推广100万亩灌溉施肥设备项目

研发、生产、经营复合肥料、新型肥料、缓控释肥、
稳定性复合肥、微生物菌剂、微生物复合肥等各类肥
料。

10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5 缓控释复合肥联动生产项目
续专注复合肥的生产，并沿着复合肥产业链进行深度
开发和市场拓展。

46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四 生物环保领域（3） 30

1
大中型隔膜压滤机及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聚焦农业生态、环保装备和智慧环保、环境综合治理
三大赛道，同时创新转型发展，积极布局碳达峰、碳
中和领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综合解决方案。

5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 清研高端环保装备研发与制造基地项目
环保工程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环保设
备与环保材料的研发、销售；环保药剂与菌剂的研发
、销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管理。

5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
循环再造动力三元材料用前驱体原料项
目

生态环境材料、新能源材料、超细粉体材料、光机电
精密分析仪器、循环技术的研究。

20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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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物能源领域（3） 17

1 生物质餐厨垃圾收运、处理项目 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沼气等生物质发电。 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 120MW分布式生物能源并网发电项目

无需新增用地，利用生物产业园区现有厂房屋顶总面
积约120万㎡，安装325Wp多晶硅组件，总装机容量
120MW，发电采用110kV全额上网。预计每年能产生2.3
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15
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 生物基蒲公英橡胶高端制备和综合开发
建设500亩的原种繁育基地，1000吨提胶生产线，万吨
级生物无抗饲料添加剂生产线，建设5000立方米低温
储存库。

1
黑龙江瓦维洛佳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生物医药30项，479亿元。生物制造5项，172亿元。生物农业5项，73亿元。生物环保3项，30亿元。生物能源3项，17亿元。

第 7 页，共 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