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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滿洲里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國務

院在《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若干意見》中明確

提出，要積極推進內蒙古滿洲里、廣西東興、雲南瑞麗等

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滿洲里的經濟社會發展被定位

在國家政策方針大盤中，滿洲里迎來沿邊開放20年後又

一次大開發、大開放、大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1、年加工200萬噸重油生產改性瀝青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以俄羅斯重油為原料，年處理重油200萬噸，年
產改性瀝青118.8萬噸。

投資估算：6.4億元
效益預測：投資回收期4.07年（稅前）。
前期工作：已通過內蒙古自治區發改委備案。
2、對俄工程機械組裝出口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利用國內工程機械原材料和零配件，組裝半

成品、成品，銷往俄羅斯市場。
投資估算：1.5億元
3、年產1000噸單晶硅及5400萬片太陽能級單晶硅片
建設內容及規模：建設年產單晶硅 1000 噸，年產單晶硅片

5400萬片。
投資估算：15.3億元
效益預測：總投資收益率 27.82%，投資回收期 5.77 年（稅

後）。
前期工作：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和節能評估報告已編製完

成。
4、小河口景區旅遊開發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呼倫湖小河口景區整體開發。
投資估算：1.6億元

5、滿洲里木材交易市場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建設現貨

交 易 市 場 、 木 材 倉 儲
庫、各企業

展示廳等配套設施，完善木材交易中心功能。
投資估算：10億元
效益預測：年利潤1.5億元。
前期工作：已具備建設條件。
6、年產6萬平方米木結構房屋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生產木結構房屋，設計年生產能力6萬平方

米。
投資估算：2.4億元
效益預測：年產值1.8億元，年利潤5000萬元。
前期工作：已具備建設條件。
7、年產30萬套中高檔實木家具生產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年產30萬套中高檔實木家具。
投資估算：2.5億元
效益預測：年收入4.5億元，年利潤7300萬元。
前期工作：已具備建設條件。
8、國際玉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園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利用俄羅斯白玉，建設及玉料批發、加工、

銷售、展示等為一體的高端玉石產業配套休閑旅遊園區。
投資估算：1.7億元
效益預測：年交易額45億元。
前期工作：已完成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編製工作。
9、物流園區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在滿洲里中俄互市貿易區鋪設鐵路專用線，

建設物流園區。
投資估算：1.8億元
效益預測：基準收益率10%。

前期工作：已建成辦公樓、公寓樓、常
溫庫、展示商場等。

10、國際建材採購中心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面向俄羅斯市場，建設以建材、家居、家飾

展示、展銷為一體的國際建材採購中心。
投資估算：1億元
效益預測：投資回收期3年。
11、達永山景區整體開發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整體開發滿洲里達永山綜合旅遊景區。
投資估算：1億元
效益預測：年營業收入為1000萬元，投資回收期6年。
前期工作：正在編製概念性規劃。
12、東湖區農畜產品加工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建設野韮菜花、卜留克種植基地，及牛羊養

殖加工基地。
投資估算：9500萬元
效益預測：年產值1億元，年純利4000萬元。
前期工作：已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編製工作。
13、現代農業觀光園區農業休閑旅遊項目
建設內容：在東湖區現代農業觀光園區內建農業休閑旅遊項

目，總體規劃面積200畝，位於園區中心地帶，規劃建設農家樂庭
院22戶，採用二層別墅式房屋。

投資估算：4300萬元
前期工作：項目總體規劃已完成，外圍主幹道路已完成硬化及

亮化，水暖電接口已預留。
14、鉀肥生產
建設內容及規模：利用俄羅斯鉀鹽分裝加工鉀肥。
投資估算：8000萬元
效益預測：投資回收期為2年。
前期工作：正在編製可行性研究報告。
15、中俄蒙三國零號界碑旅遊景點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圍繞中俄蒙三國唯一交界點— 「零號」界
碑，開發建設旅遊景觀項目。

投資估算：約1500萬元
效益分析：年收入300萬，投資回收期5年。
合作方式：合資、合作、獨資。
16、中俄文化藝術旅遊一條街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以現有套娃廣場景區為中心，建設中俄文化

藝術旅遊一條街。
投資估算：20億元
效益分析：年收入3億元，投資回收期6.5年。
17、通用航空產業園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建設以整機生產、製造、組裝、零部件生

產、整機銷售四位一體的通用航空產業園項目。
投資估算：35億元
效益分析：年收入5億元，投資回收期7年。
18、呼倫湖景區和通湖大道景觀帶建設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開發擴建呼倫湖景區及通湖大道景觀帶。
投資估算：5億元
效益分析：年利潤1.5億元，投資回收期3.3年。
19、第三方物流中心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建設物流中心，為進出口企業提供貨物倉

儲、分撥、運輸、報關報檢代理、小額抵押融資等配套服務。
投資估算：1億元
20、利用牛羊臟器加工轉化生物製藥項目
建設內容及規模：對牛、羊臟器，骨血提取後深加工生產生化

藥品。
投資估算：7700萬元
效益分析：年利稅5000萬元。

2009年滿洲里口岸進口木材已佔中國進口俄羅
斯木材的 44%。滿洲里建成了國內最大的木材電子
交易平台。2011年滿洲里進口俄羅斯木材落地加工
量突破500萬立方米，精深加工比例達50%。滿洲里
已成為全國最大俄羅斯進口木材加工集散地。2011
年榮獲 「中國十強進口木材口岸」稱號。滿洲里正
在積極建設全國最大的 「一個市場、兩個基地、三
大企業」。一個市場即全國最大的進口木材交易市
場、兩個基地即全國最大的鋸材集成材加工集散基
地和全國最大的木結構房屋加工基地、三大企業即
全國最大的木屋、木窗、木門生產企業，爭取在
「十二五」中期形成覆蓋全國的木業產業鏈、品牌

群和定價權，推動滿洲里地方特色工業走上高端，
走向國際。

滿洲里政府還在俄羅斯後貝加爾斯克建設了中
俄口岸第一個境外木材加工園區——達烏利亞木材
園區，以保證滿洲里木材加工企業有充足的原料供

應。滿洲里正在積極打造成為國內最大的集成材規
模生產基地和松木傢具製造基地。

滿洲里市重點招商項目一覽表（節選）

中國最大俄羅斯進口木材加工集散地

生機勃勃的工業經濟

中國最大陸路口岸—滿洲里
滿洲里是一座獨領中俄蒙三國風情、中西文化交

融的口岸城市，素有 「東亞之窗」的美譽。滿洲里市
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與俄羅斯、蒙古國接壤，
是中國最大的沿邊陸路口岸城市，也是歐亞陸路大通
道上的重要樞紐，承擔着中俄貿易70%以上的陸路運
輸任務。轄區面積732平方公里，人口30萬，城鎮化
率達到100%。先後榮獲全國文明城市、全國雙擁模
範城、中國魅力城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國際王牌
旅遊目的地、國家級生態示範區等諸多殊榮，是內蒙
古自治區計劃單列的邊境口岸城市，具有省級經濟管
理權限。市轄國家級中俄互市貿易區、邊境經濟合作
區、國家大型煤炭能源基地——扎賚諾爾區、東湖創
匯農業區和綜合產業園區。

滿洲里充分發揮亞歐陸路大通道綜合優勢，堅
持 「發展和惠民」主題，實施 「鏈接俄蒙、融入東
北」戰略，以 「先行先試、率先崛起、關注民生、
共享繁榮」為主旋律，推進全市經濟、政治、文
化、社會跨越發展。 「十一五」滿洲里全市GDP累
計完成 491 億元，是 「十五」的 3.1 倍，年均增長
16.2%。口岸過貨量累計完成 1.2 億噸，年均增長
8.3%。其中2011年全市生產總值完成153億元，城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1萬元，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完成27.7億元，口岸過貨量完成2660萬噸，市
外貿進出口總值完成35億美元，增長9.4%。滿洲里
正全力打造東北亞區域性國際貿易基地、跨境旅遊
基地、進出口加工基地、國際物流樞紐。到 「十二
五」期末，全市 GDP 達到 308 億元，財政總收入達
到32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萬元。

滿洲里發展優勢
絕佳的地緣優勢：滿洲里對內背靠我國東北三

省、與環渤海地區相貫通，經濟腹地遼闊；對外連
接俄羅斯西伯利亞大鐵路直至荷蘭鹿特丹，所經沿
線是俄羅斯人口最多、資源最富集的地區；東連海
參崴、納霍德卡等天然良港，與東北亞各國相望，
是亞太地區國家進入亞歐大陸的理想門戶。獨特的
地理位置使滿洲里成為21世紀東北亞最具開發潛力
的地區。

領先的口岸優勢：滿洲里作為亞歐第一大陸橋
上最便捷的國際大通道，承擔着中俄貿易70%以上的
陸路運輸任務，是中國最大的集公、鐵、空立體化
疏運體系為一身的陸路口岸城市。滿洲里鐵路口岸
是中國規模最大、通過能力最高的鐵路口岸，現通
過能力1.2億噸。總投資13億元的新國際貨場項目正
在加快建設，建成後將使滿洲里口岸站場換裝能力
由3000萬噸提升到7000萬噸。滿洲里公路口岸年通
過能力人員1200萬人次，車輛120萬輛次，貨物600
萬噸，是迄今全國規模最大、通過能力最高、唯一
實行24小時通關制度的國際公路口岸。國際航空口
岸通航，已開通至北京、呼和浩特、三亞等地的10
餘條國內航線，以及至俄羅斯伊爾庫茨克的國際航

線，航空口岸年吞吐能力逾100萬人次。即將開通滿
洲里至俄羅斯、蒙古、日本、韓國等多條國際航
線。滿洲里口岸已發展成為中國沿邊口岸中吞吐能
力最大，設施最先進，功能最完善的一流口岸。

富集的資源優勢：滿洲里資源富集，有面積近
2400 平方公里的北方第一大淡水湖—呼倫湖，特
別是其毗鄰的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煤、鐵、石
油、木材蓄積量、天然氣以及許多有色金屬的儲量
均居世界前列，其能源儲量佔世界總儲量的 1/3 以
上，被譽為 「人類21世紀資源的寶庫」。

良好的合作優勢：滿洲里周邊市場巨大，高速
發展的外向型經濟，使滿洲里與毗鄰的俄羅斯地區
的赤塔、烏蘭烏德、伊爾庫茨克、蒙古國東方省建
立了友好城市的合作關係。2011 年與北京市石景山
區、俄羅斯赤塔市政府共同簽署了《兩國三地友好
交流與合作協議》，開啟了中俄地區間友好交流與
合作的新模式。坐擁兩種資源，對接兩個市場，為
滿洲里充分發揮向北開放的橋頭堡作用、大力發展
國際貿易協定、外向型加工製造和口岸物流業帶來
了有利契機。

滿洲里對外交流區域逐漸由俄羅斯毗鄰地區向
腹地城市延伸。加強與後貝加爾斯克區、莫斯科波
多利耶公司合作，積極推進中俄互市貿易區雙向開
通。拓展了與莫斯科市、阿迪格共和國和克拉斯諾
達爾邊疆區的對接交流，實現了對外開放向俄腹地
延伸，向項目合作的轉變。 「十一五」累計對外承
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 243 個，合同金額達 4643 萬
美元，實際利用外資累計完成5154萬美元，年均增
長2.3%。外經貿企業由406家增加到614家。口岸外
貿進口總額累計完成425億美元，年均增長17.9%。
全市外貿進出口總額累計完成162.7億美元，年均增
才長5.2%。

2011年12月16日，俄羅斯正式加入國際世貿組
織，2012 年是中俄旅遊年，俄羅斯大力實施遠東大
開發戰略。2012 年是滿洲里作為國家重點開發開放
試驗區正式啟動的一年，國務院支持內蒙古發展
《意見》全面加快落實的一年，這些國際、國內的
良好因素，為滿洲里今後一個時期的跨越式發展提
供了強大的後勁。未來15年，中國、日本、韓國、
朝鮮、蒙古以及俄羅斯在內的經濟體，其GDP有望
超過25萬億美元，成為與西歐、北美三足鼎立的經
濟區。滿洲里再次迎來新一輪歷史性發展機遇！

滿洲里所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為工業經濟發展
注入了勃勃生機。 「十一五」期間，工業經濟規模
不斷壯大，規劃建設了扎賚諾爾能源重化工基地、
進口資源加工園區二期和產業園區，實施了一批木
材深加工、環保建材、機電化工等重點工業項目，
引進龍源風電30萬千瓦風電場、華能呼倫貝爾能源
公司60萬噸煤製甲醇項目、華能風電等一批有利於
產業升級的重大項目，在原煤礦採掘、煤電聯營、
煤炭轉化、風力發電、工業硅冶煉等資源綜合利用
上取得重大突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由24家增加到
104 家，工業增加值累計完成 73.2 億元，年均增長
26.4%。

大項目的引進拉動工業發展後勁。目前，滿洲
里已被國家列為重點建設的煤電基地。依託儲量104

億噸的扎賚諾爾煤田，已建成華能 2×20 萬千瓦電
廠、呼倫湖電廠，正在申報建設 2×20 萬千瓦電
廠。滿洲里煤炭轉化有效推進，促成華能和東能煤
轉甲醇項目嫁接合作，編制完成煤製40萬立方米天
然氣項目可研並報國家發改委，泰強重油加工項目
已在自治區備案並確定項目選址，蒙發集團工業硅
冶煉實施了技術改造並進入生產階段。

五大風電項目啟動低碳經濟。近兩年滿洲里積
極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引進了一批
高科技新能源企業。目前全市在建風電項目4項，投
資67億元，主要包括總投資17億元的深能源風電發
電項目、總投資15億元的華能風電項目、總投資10
億元的華潤風電發電項目，總投資25億元的龍源風
電項目。新能源產業成為滿洲里發展的支柱產業。

打造東北亞國際物流中心

滿洲里市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滿洲里在參
與和推動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發展中是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內蒙古經濟
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國家明確指出要
將滿洲里建成東北亞國際物流中心。目前總投資13
億元的新國際貨場項目正在加快建設，建成後，滿
洲里口岸換裝能力將由3000萬噸提升到7000萬噸。
在加快物流企業引進方面，滿洲里市積極發展現代

物流業，引進了大中華物流、博匯通、滙豐物流、
雲浩物流等一批有實力的物流企業，總投資達10億
元。滿洲里積極拓展物流對外輻射，加快發展航空
物流業，建設空港物流園，開展國際航空快遞、集
裝箱專櫃、鮮活產品配送等業務，積極引進以中轉
分撥、倉儲運輸、離岸加工為主要方式的現代物流
企業。

獨領三國風情的旅遊業

2003 年，滿洲里市跨入中國優秀旅遊城市行
列。2009年，在世界旅遊精英博螯峰會上，滿洲里
又被評為 「國際王牌旅遊目的地」。滿洲里現有4A
級旅遊景區 3 家，吸引了大量的遊客到滿洲里觀光
旅遊。 「十一五」期間，滿洲里旅遊總人數突破
2280萬人次，旅遊總收入實現154.5億元，年均分別
增長18.4%和12.5%。2011年，滿洲里旅遊總人數已
達580萬人次，旅遊總收入達到39億元。

滿洲里旅遊資源富集，目前滿洲里已開發草原
觀光遊、紅色記憶遊、異域風情遊、歷史文化遊、
休閑度假遊五大旅遊主題，並全力打造跨國商務
遊、自然生態遊、特種旅遊等新型旅遊項目。呼倫
貝爾市大草原的草原風光，三國交界的邊境風光，
俄羅斯、蒙古的異域風情吸引了大批國內外遊客。
一是歷史悠久。在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中，東胡、匈
奴、鮮卑、突厥、室韋、烏古、塔塔爾、蒙古等民
族先後在這裡游牧和征戰。這裡已發現的猛獁象化
石、拓跋鮮卑古墓群、古戰場等古迹，訴說着滿洲
里悠久的歷史。二是風光秀美。滿洲里旅遊可享受

到由呼倫貝爾大草原、中國北方第一大淡水湖——
呼倫湖、中國最大的國門、列入世界吉尼斯紀錄的
套娃文化廣場等景區景點所帶來的獨特體驗。三是
中西合璧。滿洲里建成了以俄羅斯、哥特式、法國
古典主義、意大利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為主題的建
築、街道，可以欣賞木刻楞、俄式水塔、石頭房等
百年歷史的俄式建築，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和滿街
金髮碧眼的俄羅斯人，塑造了滿洲里大氣、洋氣的
城市風格和中西文化交融之美。四是交通便捷。滿
洲里已經構建起了集公路、鐵路、航空於一體的立
體化疏運體系，交通便捷。滿洲里機場被確定為國
際航線直飛點，開通了俄羅斯赤塔、烏蘭烏德、伊
爾庫茨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等多條國際航線，國
際航班量達到每周22架次，實現與毗鄰俄羅斯主要
城市的全覆蓋。鐵路方面，開通滿洲里至北京、大
連、呼和浩特、哈爾濱、齊齊哈爾和俄羅斯赤塔等
列車。五是線路豐富。現有市內旅遊線路、區域旅
遊線路、境外旅遊線路達二十餘條，充分領略和體
驗草原、森林、異域風情。

滿洲里積極爭取綜合保稅區建設項目

近年來，滿洲里為促進口岸全面發展，正在積
極向上爭取，建設滿洲里保稅區。目前由滿洲里市
政府撰寫的《對滿洲里市申請建立綜合保稅區的調
研報告》已經由內蒙古自治區報國務院批准，目前
已經委託有關諮詢公司開展了規劃製作等前期工
作。

滿洲里作為全國最大的陸路口岸，區位優勢十
分獨特，既是我國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重要
組成部分，又肩負着加快西部大開發的重要任務，
同時滿洲里口岸是亞歐過貨量第一的大陸橋的軸

心，是我國環渤海港口通往蒙古、俄羅斯等獨聯體
國家以及其他歐洲地區的最便捷、最經濟、最重要
的陸海聯運大通道。

在滿洲里市設立綜合保稅區，可發揮國際物流
樞紐作用，有利於滿洲里市當地經濟發展，服務東
北、華北地區經濟，優化我國開放布局促進區域協
調發展，實現 「富民安邊」，並將加強我國對俄羅
斯、蒙古及歐洲地區的經濟輻射，提升我國的國際
影響力，增強國家經濟安全和穩定。

滿洲里市全景

滿洲里市委書記吳浩峰與赤塔市政府合作洽談

滿洲里市委副書記、市長李才與紅石市政府
戈爾曼簽署會談紀要和合作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