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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優勢六大優勢 構築投資熱土構築投資熱土

打造區域中心城市打造區域中心城市
構建活力宜居之都構建活力宜居之都

赤峰赤峰
有人說， 「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

從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負。」 現在，內蒙
古赤峰市這本 「城市力作」 正擺在世人
面前，讓人們用心去體會書中的無限精
彩和城市決策者的良苦用心。近些年，
赤峰變得既陌生又親切。陌生是因為這
座城市每天都發生新的變化，親切則源
於這些變化均堅持以人為本，讓人身居
鬧市卻能享受溫馨舒適的生活。這正是
赤峰這些年城市建設的魅力所在。迅速
而巨大的變化，沖刷人們對赤峰的傳
統記憶，拔地而起的時尚建築和新型產
業園區，印證赤峰城市蓬勃發展的光
輝歷程！

近些年，赤峰市的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城市建設
日新月異，作為一座歷史悠久、文化積澱極其深厚的
城市，赤峰在新的歷史時期爆發出勃勃生機。

以赤峰為 「圓心」 建區域中心城
赤峰市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蒙、冀、遼三

省區交匯處，具有天然的區位優勢，距北京、天津、
瀋陽等大城市均在400公里左右，距錦州、秦皇島等
港口不足300公里，既地處環渤海經濟圈，又是東北
老工業基地的一部分，是內蒙古距離出海口岸最近的
地區和蒙東、遼西、冀北重要的物流集散地。赤峰周
邊沒有其他同等規模的城市，具備打造區域性中心城
市得天獨厚的條件。

赤峰市委書記王中和表示，國務院促進內蒙古經
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加大內蒙
東部地區開發開放力度，進一步融入東北及環渤海經
濟區（圈）。赤峰正在通過加強與周邊地區的合作，
全面融入東北及環渤海經濟區（圈）一體化發展，提
高對各類先進生產要素的吸引力，借助外力發展自己
，進而加快建設經濟繁榮、功能完善、環境優美、宜
居宜業的百萬人口區域性中心城市。

以北京為例，在能源供給上， 「錫盟的煤＋克旗

的水＝北京的天然氣」，這說的是大唐國際克什克騰
煤製天然氣項目，總投資近300億元，今年下半年開
始向北京輸送天然氣，2013年達產後每年可向北京提
供40億立方米天然氣，成為北京第二大氣源，對改善
北京大氣環境、保障首都能源供應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從農產品供給和環境保護方面來看，赤峰每年約有
20%的農畜產品進入北京市場。赤峰的生態環境建設
也直接關係到京津地區的生態安全和環境質量。這些
年赤峰歷屆黨委、政府堅持不懈大搞生態建設，森林
覆蓋率從建國初期的不足 5%提高到去年的 34.57%。
在2010年啟動實施的新一輪京蒙對口幫扶合作中，赤
峰被確定為北京市兩個重點對口幫扶合作地區之一，
赤峰市正搶抓機遇，積極建設北京市的產業轉移承接
基地、能源保障基地、農副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商貿
輻射帶動基地、重要的旅遊目的地和生態安全屏障，
並積極爭取進入首都經濟圈發展規劃。

此外，經濟實力和產業基礎也決定了城市對周邊
區域的 「凝聚力」，這對於 「區域中心」而言，是一
個 「硬槓桿」。 「十一五」時期，赤峰市地區生產總
值邁上了千億元台階，地方財政總收入突破百億元，

年均分別增長17.7%和30.5%。2011年，地區生產總值
完成 1347 億元，增長 15.5%；地方財政總收入完成
120億元，增長20%；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16
元，增長 16.4%；農牧民人均純收入 6138 元，增長
22.5%。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居自治
區第 1 位，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增速居自治區第 2 位，
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居自治區第3位，各項工作實現了
「十二五」良好開局。

在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增強綜合經
濟實力的同時，赤峰還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加快構建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工業
形成了有色冶金、能源、農畜產品加工三個優勢特色
主導產業，新型化工和裝備製造產業快速發展；以有
機綠色農牧業、設施農牧業、節水高效農牧業為主的
現代農牧業發展領跑全區，區域性商貿物流中心、金
融中心和面向京津地區的重要旅遊目的地建設正在加
快推進，產業支撐強勁有力。赤峰新城區在短短8年
時間內就建成了一座建成區面積20平方公里、人口8
萬的現代化新城，與內蒙古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要求合
拍合力，並先行一步；去年赤峰市中心城區建成區面
積達到 82 平方公里、人口 85 萬，一座輻射蒙東遼西
冀北的百萬人口區域性中心城市呼之欲出，這使得赤
峰在區域發展中的影響力和帶動力不斷增強。

提升城市品位 建生態宜居城
在赤峰的履歷上可以看到，赤峰連續16年保持了

國家衛生城市榮譽，連續7次獲得全國雙擁模範城稱
號，連續4次被評為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地市
；赤峰還是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市
，全國防沙治沙十大標兵單位，全國十大百姓幸福感
最強城市之一，去年又被評為全國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這些榮譽既反映了城市建設管理水平，也折射這
座城市的文明、幸福、和諧。

城市規劃得好，建設得好，管理得也比較有秩序
。赤峰人重視生態建設保護，生態環境質量好，可以
經常看到藍天白雲，呼吸到新鮮空氣，大街小巷非常
乾淨，大家生活在這樣的城市，感覺很舒心。赤峰各
項社會事業發展水平比較高，科技、教育、衛生、文
化等事業的發展水平均居內蒙古自治區前列，金融、
商務、商貿、物流、交通、通訊等方面的服務水平較
高，公共服務保障能力強，人們生活在這座城市很方
便、很愜意。

一些離開赤峰多年的遊子回到家鄉後，都有一種
「千里尋故地，舊貌換新顏」的喜悅和感慨。慢慢體

會這座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滿心感受到的是這
座城市勃發出的濃郁現代文明氣息。赤峰城區的高樓
大廈拔地而起，寬闊的街路縱橫交錯，時時可見精緻
的文化景觀，處處鋪滿花草綠地，美麗整潔的草原明
珠綻放出迷人的風采。

滿懷豪情的赤峰人，正在努力實現新的夢想：
百萬人口區域性中心城市，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全國
文明城市，蓬勃發展的 「塞外明珠」……

交通通暢便利。赤峰利用地處蒙、冀、遼三省區交
匯處，距北京、瀋陽等大城市近的優勢，積極打造通暢便捷

的立體交通網絡。
資源豐富多樣。全市耕地面積2100多萬畝，草原8600多萬畝，林

地 4300 多萬畝；年產糧食 90 億斤，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年度
牲畜存欄1700多萬頭（隻），居內蒙古前列。赤峰位於我國重要的金
屬成礦帶，已發現礦產70餘種、礦產地1200 多處，其中大型礦床25
處，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儲量大、品位高、易開採。非金屬礦儲量豐
富，已探明螢石 760 萬噸，石灰石 3.5 億噸，膨潤土 1650 萬噸。境內
有效風力資源達5000萬千瓦以上，已建成風電機組230萬千瓦。

文化悠久燦爛。境內有8000年的人類文明史，是中華文明的發祥
地之一。6000多年前的紅山文化、4000多年前的草原青銅文化、1000
多年前的契丹．遼文化、800多年前的蒙元文化以及100多年前的清末
民初移民文化一脈相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相輝映，形成
了鮮明的特點。興隆窪聚落遺址被史學界譽為 「華夏第一村」。紅山
文化標誌性器物—玉龍被史學界定為 「中華第一龍」。遼上京和遼
中京分別坐落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和寧城縣境內。目前，赤峰正在推動
紅山文化遺址群和遼代大遺址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風光秀美獨特。赤峰是中國優秀旅遊城市，素有 「內蒙古縮影」
和 「內蒙古名片」之稱。境內有克什克騰世界地質公園，賽罕烏拉世
界生物圈保護區，有距北京最近最美的烏蘭布統草原，有國內現存規
模最大的清代蒙古族王爺府喀喇沁親王府，同時還有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7處、國家森林公園6處、4A級旅遊景區3處，草原、森林、沙漠
、湖泊、石林、冰臼、溫泉、文物古蹟、民俗風情等旅遊資源獨具特
色。

政策優勢明顯。在同時享受國家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等老工業
基地優惠政策的基礎上，去年國務院又專門出台了支持內蒙古經濟社
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意見，支持內蒙古建設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新型
化工基地、有色金屬生產加工基地和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基地，支
持在內蒙古建設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並在產業、土地、財稅
、金融等方面給予了明確的政策扶持。目前，赤峰正搶抓機遇，積極
建設國家重要的有色金屬生產加工基地、能源基地、新型化工基地、
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建設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

發展環境優良。赤峰市赤峰市1212個工業園區中有個工業園區中有66個自治區級園區，其個自治區級園區，其
中，赤峰經濟開發區被自治區政府命名為有色金屬產業示範基地，玉中，赤峰經濟開發區被自治區政府命名為有色金屬產業示範基地，玉
龍工業園區是自治區首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園區。現有各類金融機構龍工業園區是自治區首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園區。現有各類金融機構
3535家，年貸款投放能力家，年貸款投放能力560560多億元，正在建設總投資百億元的金融商多億元，正在建設總投資百億元的金融商
務區。赤峰市政府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對投資項目實行一站式服務，未務區。赤峰市政府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對投資項目實行一站式服務，未

能進入市行政審批服務中心的項目，實行窗口服務制，由相關能進入市行政審批服務中心的項目，實行窗口服務制，由相關
旗縣區政府全程代辦。除此之外，赤峰市對新入駐的企旗縣區政府全程代辦。除此之外，赤峰市對新入駐的企

業和項目實行一事一議、一企一議的辦法，解業和項目實行一事一議、一企一議的辦法，解
決招商引資過程中的具體問題。決招商引資過程中的具體問題。

經過多年培育，赤峰重點突
出、多元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逐
步建立，具備了加快發展和全面
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條件。

一、有色冶金產業是赤峰最具競
爭力的主導產業

赤峰依託有色金屬等礦產資
源優勢，先後與中國有色、雲南
銅業、銅陵有色、中鋼集團等大
企業、大集團建立了良好合作關
係，全力推進大礦山、大產業、
大基地建設。全市有色金屬日採
選能力達到 12 萬噸，年冶煉能力
85 萬噸，深加工能力 20 萬噸；
鋼鐵產能300萬噸。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鉛鋅
冶煉後續深加工項目；2、銅線、
銅桿、銅箔、銅板帶及高檔光纜
加工項目；3、金屬合金加工項目
；4、金屬粉末深加工項目。

二、能源產業是赤峰極具發展前
景的主導產業

赤峰是我國東北地區重要的
能源基地。全市規模以上能源企
業 69 家，電力裝機 640 萬千瓦，
其中火電裝機406萬千瓦，風電裝
機230萬千瓦，是全國風電裝機規
模最大的地級市之一。全市原煤
產量 3000 萬噸，原油產量 14 萬噸
。 「十二五」期末電力裝機將達
到 1200 萬千瓦，其中風電 500 萬
千瓦、太陽能發電200萬千瓦。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風光
互補一體式發電項目；2、微風發
電開發項目；3、太陽能光伏電站
建設項目；4、褐煤提質項目。

三、食品加工產業是赤峰具有區
域優勢的主導產業

多年來，赤峰立足豐富的農
畜產品資源，大力發展綠色有機

食品加工業。目前年銷售收入500
萬元以上的農畜產業加工企業449
家，2011 年實現銷售收入 293 億
元。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有機
雜糧深加工項目；2、肉類奶類產
品深加工項目；3、蔬菜脫水保鮮
等深加工項目；4、保健食品、飲
料研發與加工項目；5、現有食品
企業重組與技改項目（特色養殖
─馬鹿產品研發生產項目，生
物保健品─大豆異黃酮、大豆
低聚糖研發生產項目）。

四、新型化工產業是赤峰發展潛
力巨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新型煤化工方面，赤峰煤炭
儲量 50 億噸，可用於煤化工的水
資源量為7億立方米，錫林郭勒盟
煤炭可開採量為 1500 億噸，兩地
正在積極推進 「水煤合作」，打
造國家大型煤化工產業基地。
2015 全市煤化工產業銷售收入將
達到500億元。氟化工方面，赤峰
有豐富的螢石資源，年產硫酸170
多萬噸。玉米化工方面，赤峰位
於全國著名的玉米種植黃金帶，
年產優質玉米40多億斤。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氫氟
酸重組項目；2、氟化工硫酸化工
下游產品深加工項目；3、玉米變
性澱粉、氨基酸、多元醇等產品
的深加工項目。

五、裝備製造業是赤峰重點發展
的非資源型產業

近年來，赤峰依託資源而不
依賴資源，大力調整產業結構，
積極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推
動裝備製造等非資源型產業實現
快速發展。全市規模以上裝備製
造企業達到 48 家，去年實現銷售
收入 106 億元，2015 年將達到 300

億元。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裝備

製造及汽車零部件配套加工項目
；2、礦山冶金機械設備製造加工
項目；3、農牧業機械、機具製造
加工項目；4、風力發電設備關
鍵部件製造加工項目；5、大型
輸變電電工產品製造加工項目。

六、建材產業是赤峰具有較大市
場優勢的傳統產業

全市水泥年生產能力已超過
800 萬噸，2015 年達到 1200 萬噸
，陶瓷等其他建材產業也具備了
一定規模。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建築
陶瓷製造加工項目；2、新型建築
材料加工製造項目；3、花崗岩、
大理石等石材深加工項目；4、高
純硅、多晶硅、單晶硅等光伏材
料項目的研發生產。

七、醫藥產業是赤峰具有較強技
術優勢的特色產業

赤峰已基本形成了涵蓋化學
藥品、生物製藥、中成藥、醫療
器械、衛生材料、製藥器械和獸
用藥品的完整醫藥工業體系。去
年醫藥產業實現銷售收入 22 億元
，2015 年將達到 50 億元。目前正
與上海迪賽諾合作，推進總投資
100億元、佔地面積1.45平方公里
的醫藥產業園建設。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中藥
材研發加工項目；2、高端生物製
藥開發項目；3、現有企業重組擴
建和技術改造項目。

八、紡織服裝業是赤峰具有較好
基礎的傳統產業

赤峰的紡織服裝業基本形成
了以毛紡、棉紡及羊絨毛製品和
服裝加工為主的紡織生產加工體

系。
重點招商合作項目：1、紡織

企業的提檔升級改造項目；2、中
高檔服裝加工項目；3、服裝加工
配套項目。

九、服務業是赤峰充滿生機的朝
陽產業

赤峰區位好、人口多、交通
便利，近年來搶抓國家實施擴大
內需政策和工業化、城鎮化快速
推進的有利時機，推動服務業實
現了快速發展，傳統服務業加快
提檔升級，物流、金融、旅遊、
文化等服務業快速發展，且規模
化、專業化、現代化水平不斷提
高。去年服務業實現增加值414億
元，2015年將達到740億元。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大型
物流，精品商貿城、高檔賓館酒
店和娛樂服務城及城市綜合體建
設項目；2、大宗商品電子交易、
期貨交易、服務外包等新興業態
建設項目；3、特色精品旅遊景點
、旅遊產品研發和熱水溫泉旅遊
度假區開發建設項目；4、各類投
融資平台建設項目。

十、信息產業是赤峰正在傾力打
造的新興產業

去年，美國 IBM 公司入駐赤
峰，正式啟動了蒙東雲計算中心
項目。今年赤峰市又與蒙東雲計
算投資聯盟簽訂合作協議，5年內
在赤峰投資 70 億元建設雲計算產
業化項目。以此為基礎，赤峰正
在全力推進以信息技術產品為主
的 「龍雲工程」建設，努力打造
中國北方重要的信息服務中心。

重點投資合作項目：1、信息
科技產業園建設項目；2、雲計算
產品研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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