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海外华商博士投资创业合作周”活动
邀请函
尊敬的各位海外华商和专业人士：
为贯彻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国家发展战略，进一
步促进海外华商和专业人士与山东的经济科技交流合作，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拟联合威海、潍坊市政府于 2015 年 5 月 18 至 22 日举办“2015 海外华商博士投资创业
合作周”活动。本次活动将依托威海、潍坊两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围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着力促成一批专业人士和项目落户山东。
热忱欢迎海外企业高管、在海外博士毕业并工作三年以上或硕士毕业并工作八年以
上，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工作，至少携带一项自主知识产权项目或专利技
术项目的海外专业人士报名参会(视技术或项目情况，条件可适当放宽)。我们将根据申
报的洽谈项目和实际对接情况于 2015 年 4 月中旬确定参会人选，并发出参会确认函。
应邀嘉宾在鲁活动期间的食宿行费用由我方承担，参会往返的交通费用自理。
现附上本次活动举办城市的市情介绍供各位参考，欢迎您和您的朋友报名参会！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5 年 5 月 10 日止。
报名方式：请用中文填写好报名表，邮件发送至我办。
联 系 人：王超
电 话：0086-531-88151951
邮 箱：sdqbjkc@163.com，support@naceaus.org
下附：《活动方案》
《威海市市情介绍》
《潍坊市市情介绍》
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2015 年 1 月

2015 年海外华商博士投资创业合作周
活动方案
1、

活动名称

2015 年山东海外华商博士投资创业合作周
二、活动宗旨：
此次活动旨在贯彻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国家
发展战略，进一步促进新常态下山东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依托威海、潍坊两市的区
位优势，搭建华侨华人工商实业界和科技界人士与山东全面合作交流的平台，促进共
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三、举办时间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2 日
四、活动地点
威海、潍坊
五、主办单位
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威海市人民政府
潍坊市人民政府
六、承办单位
威海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潍坊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七、邀请行业、范围
邀请行业：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零配件、金融基金、海洋化工、节能环
保等高端新兴产业。
邀请范围：
1、海外华商实业家：在经贸、实业领域从业多年，拥有自主公司或在大型国外公
司担任中、高级主管，有明确合作意向，至少携带一个以上合作项目。
2、科技专业人士：博士毕业工作 3 年以上，携带至少一项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新技术创新项目或能代表海外大企业寻求国内合作伙伴的。
八、活动日程
5 月 18 日（星期一）
威海全天报到，入住蓝天宾馆 1 号楼

17:30 威海市政府欢迎宴会
5 月 19 日（星期二）
07:00 早餐（蓝天宾馆 1 号楼 1 楼东浦厅）
08:00 赴高新技术开发区参观、考察、洽谈
11:30 午餐
13:00 赴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考察、洽谈
18:30 晚餐
5 月 20 日（星期三）
07:30 早餐
08:30 “携手威海，合作共赢”2015 海外华商博士投资创业合作交流会
12:00 午餐
13:00 午餐后赴潍坊
17:30 抵达潍坊，入住东方大酒店
18:00 潍坊市政府欢迎宴会
5 月 21 日（星期四）
07:30 早餐
09:00

2015 海外华商博士投资创业合作周（潍坊）对接会

12:00 午餐
13:30 赴高新区参观生物医药园区及企业
15:00 赴滨海区参观科教创新园、企业
18:00 晚餐（滨海区）
5 月 22 日（星期五）
07:30 早餐
08:30 赴寿光市参观国际蔬菜博览会及相关企业并召开座谈会
12:00 午餐（寿光市）
午餐后散团

威海市市情介绍
威海市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北东南三面濒临黄海。
威海市交通条件便利，拥有６个专业港口和龙眼港等 85 家货运码头，其中，威海
港水深港阔，终年不冻不淤，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天然良港。威海国际机场按国际 4D 标
准建设，可起降各种机型的民航客机，目前已开通了至中国主要城市的航班。威海国际
机场每天有 4 个航班飞往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空中距离 55 分钟。每周三、五、七有 3 个航
班飞往韩国釜山。刚刚开通的青荣城际铁路打通了威海西进、北上、南下的快速通道，拉
近了威海与“蓝黄”两区、京津冀经济圈以及长三角经济圈的空间距离，实现了青岛、烟
台、威海三市“一小时生活圈”。
外贸出口，旅游，渔业是威海的传统产业，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威海市基本形成了
以机械装备、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为先导，以船舶、汽车及零配件、轻纺服装
食品医药等产业为骨干，竞争优势明显、区域特色鲜明、产业门类齐全的高端产业体系。
拥有云龙绣品、威达机械、好当家食品、泰祥水产、山花地毯、迪尚集团、黄海造船、三星重
工、大宇船业、华泰汽车、天润曲轴等一批大型企业。
威海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更是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拥有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 处，
4A 级旅游景区 8 处，3A 级旅游景区 6 处，省级旅游度假区 4 处，游览景区（点）80 多
处。全市海岸线长近 1000 公里，市区国际海水浴场、乳山银滩、文登小观金滩都属于中国
北方有名的海滩。刘公岛是天然植物王国，被誉为“海上森林公园”。海驴岛有“海鸥王国”
之称。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一面接陆，与韩国、日本隔海
相望，是 199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级开发区。
开发区内设有工业园区、保税加工区、金融贸易区、生活居住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多种功
能小区，集生产、生活、旅游于一体。基本形成了汽车、机械、电子、化工、医药、纺织、食品
建材八大支柱行业。为加强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开发区还创建了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加
工产业园、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园和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3 个省级创新平台。外商投资企业
以韩资为主导，近年来投资主体范围进一步拓宽，涉及韩国、香港、美国、日本、英国、印
度、比利时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招商引资工作更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已有
众多过千万美元的大项目，如韩国 SIFLEX（株）投资 1140 万美元设立的威海世一电
子有限公司；韩国友石 S.TECH（株）投资 2500 万美元设立的威海友石半导体有限公
司以及韩国 UNIQUENEWTECH（株）投资 1000 万美元设立的的威海有一电子有限
公司、投资 1339 万美元的蓝星玻璃股份玻璃项目等大项目。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是 1991 年 3 月 6 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是由国家科技部、山东省政府和威海市政府共同创办的全国三个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区之一。开发区位于威海市市区西北部的文教科研区，总面积 39.2 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 12.5 公里。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距市中心 3 公里，距威海港 4 公里，火车

站 10 公里，威海机场 30 公里，烟台机场 80 公里。
开发区自然环境优美,依山傍海，有绵延二十多公里的沿海防护林带和万亩林场,空气
清新，拥有四个天然海水浴场，是旅游、避暑、疗养的好地方，也是国内外专家公认的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理想之地；区内水、电、路、暖、通讯等设施完善,绿化覆盖率达到
40.3%；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各类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完备,内部管理体制健全,建立了电子政
务系统，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和“一条龙”优质服务。2001 年，开发区通过了 ISO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2002 年 12 月被国家环保总局和科技部认定为 ISO14000 国家示范区。
开发区规划兴办了三星、光威、威高、万丰、精密印刷、双丰等高科技工业园区。创业中
心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创业中心，孵化器面积达 4.8 万平方米。开发区还设立种
子基金和科技风险投资基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了融资平台。区内形成了电子信息
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群。

潍坊市市情介绍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世界风筝都、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饮料制造业、动力机械业、海洋化工业、纺织服装业、食品加工业、造纸包装业、电子
信息业是潍坊市的六大支柱产业。设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综
合保税区各 1 处，拥有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汽
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汽车厂、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化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福田雷沃国际重工有限公司等众多知名企业。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潍坊市北部，渤海莱州湾南畔，交通便捷，地理位
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2010 年 4 月正式获批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是全
国最大的生态海洋化工生产和出口创汇基地。
开发区立足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胶东半岛高端产
业区的“三区”建设，确定了“一城四园”的规划布局。一城是指 150 平方公里滨海水城，包
括科教创新区、商务居住区、旅游度假区三部分。四园包括先进制造业产业园、生态化工
产业园、绿色能源产业园和海港物流园，重点发展循环经济型生态海洋化工和石化产业
风电、光伏发电等为主的绿色能源产业和临港物流、加工配送产业，现已引进中国海洋
石油、以色列化工等数百家企业，以及潍柴控股、新和成药业、华能风电项目、森达美物
流、海正物流等众多项目。
目前，开发区已形成了先进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临港物流、生态海洋化工、高端服
务等共同发展、独具特色的蓝色高端产业体系。着力培育六大高效生态产业集群，即高
端装备制造业、石化产业、临港物流业、绿色能源产业、高端服务业和生态海洋化工产业。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 1992 年 4 月建立，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
发区之一。开发区地处潍坊市区东部，与老市区相接，紧临济青、潍莱高速公路入口处
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交通十分便利。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建设成为潍坊市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科技交流、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并被国家科技部列为最具创新
活力、最具和谐魅力的 5 个高新区之一。
潍坊高新区产业基础雄厚，现已形成了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新材料
四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划建设了电子工业园、大学产业园、软件园、科技创业园、民
营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台湾机电园等 10 个工业园。潍坊保税区、出口产业加工区座落
在区内。开发区拥有潍柴动力、富维塑胶、沃华医药、五洲明珠、天德化工、青鸟华光、歌尔
声学 7 家上市企业。目前，已有美、日、德、新及港澳台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
区内兴办外商投资企业 130 家。另外，潍坊高新区还拥有完善的创新体系和支持服务体
系，建设有高标准、大规模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开发区还建立健全了会计审计、律师事务
信息咨询、人才交流、产权保护、合同仲裁、金融服务等支撑服务体系，为各类人才投资
创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