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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4889.3亿元，列全省第3位，同比增长18.1%，列全省第1
位；6月份规上工业总产值创近五年历史新高；37项产品产量或市场份额位列全球或全国第一；2021年，五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1万亿元——

万亿元“五彩”实业成就“智者智城”出彩滨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吉双 毛立东 杨萌 王凯

制造业，是国之大者。
滨州面朝渤海，黄河穿城而过，是兵

圣孙武故里，面积占中国的千分之一。但
说起制造业，滨州的分量可远不止“千分
之一”——在这里，37项产品产量或市场
份额位列全球或全国第一。其中，4项产
品产量或市场占有率位列全球第一。

其背后，是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澎湃
的科创动力。

近年来，滨州始终坚持“工业立市、
制造强市”，培育出高端铝业、精细化
工、智能纺织、食品加工、畜牧水产五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2021年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1.1万亿元。

今年上半年，滨州市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规模效益持续领
跑，1—6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
营业收入4889.3亿元，列全省第3位，同
比增长18.1%，列全省第1位；实现利润
及增速分列全省第5位、第4位。6月份
规上工业总产值创近五年历史新高。

依偎金色的母亲河，闯过新旧动能
转换的“历史三峡”，滨州演绎着一个个

“五彩”实业的暖心故事，强力标注着
“智者智城”的精神基因，吸引着八方游
客纷至沓来，共同品味滨州产业“味
道”，探寻工业蝶变的智慧秘诀。

银色铝谷：现代工艺打
造全铝生活

铝，银白色，是一种化学元素，在地壳
中的含量仅次于氧和硅，居第三位，是地壳
中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说起来很抽
象，但关于“铝”的工业故事，时时刻刻都在
邹平市鹤伴二路东首的铝谷大厦上演。

这座大厦，上题四个大字：“中国铝
谷”。

这真不是吹牛——在滨州的37项
“冠军产品”中，产值分量重的就属滨州
铝业，年产值总计约3500亿元，代表企
业是魏桥创业集团与创新集团。

2021年，魏桥轻量化基地5个项目
相继投产，首台全铝车身下线并批量化
生产，推动全市铝业向中高端迈进。科
技支撑加速铝业发展，今年，滨州的高
端铝占比已经达到63.6％，三年提高了
38.7个百分点，高端铝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已
经成型起势。

买全球、卖全球，滨州铝原材料来自
非洲几内亚等国，滨州铝制品则畅销全球。

在“中国铝谷”，游客可以看到世界
铝业、中国铝业发展史，更可以看到铝产
品的博大精深——小到手机壳，大到汽
车轮船；从地面上的高铁，到天上的飞
机，再浩瀚宇宙中的空间站，都大量使用
铝材。

但您可能想不到的是，滨州能够提
供一种覆盖式的全铝生活——在铝谷
大厦的展厅一角，全铝厨柜、全铝鞋柜、
全铝酒柜、全铝办公桌等产品非常吸引
眼球。它们具有精致的外观、逼真的木
纹，如果不仔细观察、亲手触摸，真看不
出这些家具是全铝制品。

全铝家具有着木质家具无可比拟
的优势，它们彻底颠覆了用木材为原材
料的加工模式，突破了环保困境，实现
了防火、防水、耐腐蚀、防虫蛀、无甲醛、
零污染、可回收。

在邹平方霖铝业的美德健康生活
方式体验馆，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全
铝家具已不再是过去毫无特色的“冷”
色调，而是中式、简约、轻奢、地中海等
风格应有尽有，还融合了5G智能家居、
原创手绘等多类元素，能满足客户的不
同需求。在文创区，包括茶罐、笔筒、优
盘、行李箱等工艺品都是用铝合金制作
而成，既体现铝特色又非常实用。

全铝生活，就在我们身边，是生活
方式的新选择！

暖色人文：科技家纺助
力品质人生

男耕女织，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温馨
的底色。而纺织业，是滨州的“老牌产
业”之一。今天，滨州纱线、布的产量雄
踞全球第一。

放眼看，滨州纺织服装产业链条相
对完整，涵盖了纺纱、织造、化纤、印染、
家纺、服装、产业用纺织品等各个领域，
从业人员30余万人，年可加工原棉150
万吨，纺纱1100万锭，生产布30亿米、
服装2500万件。

截至2021年底，滨州市共有规上
纺织服装企业186家（占全省的8.3%）、
高新技术企业21家。滨州是“世界级
家用纺织品产业集群先行区”“全国纺
织产业基地市”，现有上市纺织企业2家
（魏桥、华纺），其中，魏桥创业集团连续
10年入选世界500强，2021年位居第
282位；华纺股份连续9年被中国印染行
业协会评为“十佳企业”。此外，愉悦家
纺位居中国家纺行业十强第3位；亚光

家纺是重要的家用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基
地，综合指标列全国同行业第2位。

走进AAA级工业旅游景区、愉悦家
纺的居家世博馆，能看到全球最全的世界
纤维池，体验博大精深的世界各国纺织文
化艺术、光辉灿烂的中国纺织产业历程、
品类繁多的滨州纺织工程技术以及配套
完整的愉悦纺织印染产业链条。其中，南
京云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及织造
演示、五彩圣旨、具有百年历史的各大纺
织艺术展品等，让人大开眼界。

与传统的工业流水线不同，今天的
滨州纺织，已经有了让科技唱主角的实
力。

比如，愉悦家纺建设了以生命健康
为主题的生命科技馆。该馆在打造心理
健康、集团养老产业及核心科技三大展
示板块的基础上，还设置了主题展示、健
康旅游、业务拓展、商务洽谈、养老物资
配送服务中心等特色区域，馆内汇集了
6000余款国内外先进的现代科技技能
化医康养产品。生命科技馆内还设置了
生命健康、心语基地、舒适智慧睡眠、映
寿汇一张床、山东省物资配送服务中心、
核心科技、数字医疗、家和悦膳、健康商
场等场景分区，在确保科技安全、生命安
全、心理健康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了展区
与现代智能化虚拟现实VR设备等高科
技沉浸式体验项目相互结合，致力打造
全省乃至全国医养健康领域工业旅游的
新标杆。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愉悦家纺
研发的纳米纤维膜防护口罩、抗病毒防
护套服、家纺用品等产品悉数亮相，为
中国冰雪健儿扬威赛场保驾护航，让

“山东智造”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其中，北京冬奥会的3万只“定制
口罩”——纳纤膜柳叶型立体防护口
罩，成为体育健儿和工作人员追捧的

“网红口罩”。
暖身更暖心，滨州纺织的发展潜力

大无穷。

金色麦浪：一粒小麦铸
造民本链条

金色的母亲河，赋予了滨州“金色的
海洋”——鲁北大平原上广阔无垠的麦
田。

滨州，是全国唯一的粮食产业经济
超千亿元的地级市，粮食产业“滨州模
式”在全国推广。数据为证：2021年，
滨州市食品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96亿元，列全省第一位；6家企业上
榜第十一届中国粮油榜，占全省入选企
业总数的50%。

“粮食产业看滨州”品牌在全省乃
至全国叫响。

其中，以生产玉米油、果糖、药用葡萄
糖等著称的老牌粮食深加工企业滨州西
王集团，2022年9月入选“2022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榜单，排名第217位；入选

“2022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
单，排名第134位。企业所在的邹平市年
产葡萄糖180万吨，占国内市场的50%；
医用葡萄糖占国内市场的85%；年产玉
米油60万吨，占国内市场的60%。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首创“三产
融合、绿色循环”发展模式，率先打造了世
界最长最完整的小麦全产业链条，包含高
端育种、订单种植、仓储物流、初加工、深
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生态养殖、蔬菜种
植、食品加工、餐饮商超服务“十大板块”，
生产出了10大类500多种产品。

近年来，中裕依托自有的车间、基
地、展馆、园区等，打造了小麦加工特色
旅游线路，突出智能加工、精深加工特
色，展示小麦的“全价值利用”，获评“山
东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该公司打造的黄河三角洲小麦产
业馆，集博物馆、科技馆、产业馆、企业

馆于一体。走入其中，既能了解小麦的
起源、传播、种植与利用，也能详细了解
中裕的发展历程。此外，中裕三产融合
发展示范园实现了在全国第一个利用
小麦加工副产物生产膳食纤维、赤藓糖
醇、蛋白肽的重大突破

从古老与现代的文明接续中，一粒
小麦正铸造着金黄的民本链条。

蓝色空间：向海而生拥
抱产业新梦想

面朝大海，滨州还有一个世界奇景
——无棣贝壳堤岛。

这个岛，长约62公里，均宽50米，
贝壳总储量达3.6亿吨，贝壳质的含量
较高，为世界三大贝壳堤岛之一。请注
意，它是目前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且
是新老堤并存的贝壳堤！

奇观之外，是深厚的海洋禀赋。滨
州海岸线蜿蜒238.9公里，海洋生物达
800余种；已探明盐卤、油气等矿产资源
29种，是山东省第二大海盐生产基地。

滨州还是全国主要渔场之一，对虾
年产量占全省50%以上；丰年虫卵占全
国市场的70%，“虾贝虫藻”特色渔业经
济潜力巨大。

当前，滨州正围绕打造“1500亿级
国家级优质畜牧和水产品基地”这一目
标，积极推动畜牧水产做深加工、做宽
销售、做强品牌。“盐田虾”的异军突起，
正是对这一战略的最好注解。

其中，“盐田虾”是渤海水产有限公
司的品牌，渤海水产位于全国四大盐业
基地之一——滨州市北海经济开发区，
这里东邻渤海湾，海水养殖及盐田面积
近30万亩，是全球面积最大的盐田虾
养殖基地；这里生态环境独特，四周拥
有广袤的滩涂资源与湿地环境，海水含
盐量比普通水域高2—3倍。因此，这
里孕育出了独具一格的原产盐田虾。

盐田虾采用人工养卵，天然养虾的
独特养殖方式。盐田虾以盐田特有生
物丰年卤虫和天然海藻微生物为食。
类野生的生长环境，与虾虎鱼和海鸟等
天敌共存，只有30%的强壮好虾能够存
活。为保证120天的充足生长周期，盐
田虾一年只养一季。盐田虾生产基地
距离最近的养殖水域仅15公里，车程
仅10—15分钟。在盐田虾捕捞现场，
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感受丰收的喜悦。

距离盐田虾捕捞现场不远，还有一
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山东首家
海盐博物馆。该博物馆位于埕口镇镇
政府东邻，设有“三厅、一馆、一廊、一中
心、一车间”，以“翔实的内容、艺术的构
思、高科技的手段、互动的参与、丰富的
场景体验”为基础，运用三维、动漫、场
景复原等多种形式，以及声、光、电等多
种技术，再现了古代海水熬盐工艺和现
代海水滩晒制盐工艺场景，并展出了古
代制盐器具、历史资料和海盐文化产
品，能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海盐文
化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承。

向海而生，滨州正拥抱蔚蓝的产业
新梦想。

绿色产业：新发展理念
孕育诸多“国字号”

在滨州，各县市区坚持新发展理
念，打造可持续的绿色产业，从乡土手
工艺中孕育了诸多“国字号”，构成了独
具魅力的工业旅游版图。

博兴县是远近闻名的“草编之乡”“柳
编之乡”。目前，当地草柳编产品已经衍
生出30个大类、2000多个花色品种。博
兴县打造的中国草柳编文化创意产业园，
以草柳编为主题，辅以老粗布、厨具、藤制
家具等产业元素，集创意研发、产品展示、

仓储物流、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于一
体。在这里，非遗传统手工工艺与现代新
兴产业完美融合，给人以无限遐想。

作为一个乡镇，惠民县李庄镇却成为
行业中心——全国最大的化纤绳网生产
基地，全镇拥有绳网生产及加工业户3200
余个，2022年规模以上绳网企业30家，从
业人员超4万人，年产各类绳网140万吨
以上，销售收入达150亿元。李庄镇生产
的绳网，主要涵盖建筑安全绳网、体育用绳
网、劳保用绳网、生活用绳网、农业用绳网、
渔业用绳网、军工用绳网、航天用绳网8个
系列、200多种产品。在这里，绳网大世界
定会让游客大开眼界。

出产手工地毯的阳信瑞鑫集团，综
合实力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位。公司
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级酒店、高级会
所、商业中心、高档写字楼及私人住宅等
场所。其中，手工胶背地毯以传统的中国
京式、彩花、古典、京彩、美术式为主，最大
程度吸收国画、油画、雕塑及世界名画等
艺术领域的精华，以山水、花鸟、人物、历
史故事及各国风土人情为创作素材，主要
产品“瑞鑫”地毯国内市场综合占有率达
26%。在这里，游客眼前是五色斑斓、脚
下是柔软舒适、心中是美好向往。

作为山东省唯一符合废塑料综合
利用行业条件的领军企业，阳信龙福环
能在全国首家提出建设废塑料回收利
用体系，实现转型发展。在这里，人们
可以亲眼见证一个废旧塑料瓶变身毛
毯的“奇迹时刻”。

位于无棣县的山东丰香园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是山东省第六批“山东老字
号”企业。企业建有小磨香油博物馆，藏
有古老的石磨、油锤、油篓、油壶等100
多件历史实物。从原料芝麻、小磨香油
的起源，到石磨发明、应用，再到丰香园
小磨香油130多年的传统生产工艺，博
物馆充分利用光、影、图、文、雕塑、器物
等形式，全景式展示了丰香园小磨香油
品牌的建构历程，再现了小磨香油传承、
创新、发展的真实画面。在这里，滴滴浓
香穿越历史，传统工艺焕发新机。

而沾化冬枣产业，如今已由最初的
种植逐步形成集生产、销售、研发、储藏、
物流、加工、电商和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集
群。沾化现有冬枣产业龙头企业8家，全
区涉枣企业达30余家，涉及枣芽茶、枣花
蜜、冻干冬枣、冬枣饮品、枣木雕刻等产
品。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冬枣这把

“金钥匙”是如何打开富民增收路的。
银色铝谷、暖色衣装、金色麦浪、蓝

色海域、绿色产业，滨州的“五彩”实业
正编织着服务全世界的产业集群，这座

“智者智城”也用实力和魅力向全世界
递上了一张“实业滨州”的新名片。

关于关于““铝铝””的工业故事的工业故事，，时时刻刻都在中国铝谷上演时时刻刻都在中国铝谷上演。。

愉悦家纺打造的以生命健康为主题的生命科技馆。。

博兴县是远近闻名的“草编之乡”“柳编之乡”。

“盐田虾”异军突起，助力打造“1500亿级国家级优质畜牧
和水产品基地”。。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率先打造了世界最长最完整的小
麦全产业链条。

滨州文创产品日益出彩滨州文创产品日益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