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今，這方熱土不僅是 「呼包銀重點經濟區」
核心及 「呼包鄂」金三角中心，還是鏈接黃河經濟
帶、亞歐大陸橋、環渤海經濟圈的重要橋樑，成為
中國北方沿邊開放城市的前沿陣地，國家主體功能
區規劃 「呼包鄂楡重點開發區」中心城市。歷經
「十一五」時期的轉型發展，依託良好的投資環境

和資源優勢，呼和浩特將生產要素迅速轉化成生產
力優勢，成為 「全球經濟增長20 強城市」、 「中國
西部投資環境最佳城市」、 「中國旅遊競爭力百強
城市」和 「2009、2010 年最具投資價值的中國新能
源產業城市」。

呼和浩特係蒙古語，意為 「青色的城」，位於
華北西北部、內蒙古自治區中部的土默川平原，是
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和全區政治、經濟、文化、科
教、金融中心，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森林城
市、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城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同時有 「中國乳都」美譽。全市總面積為 1.72 萬平
方公里，建成區面積 230 平方公里，現轄四區、四
縣、一旗和一個國家級開發區。全市總人口291萬，
是一個以蒙古族為主體，漢族佔多數，回、滿、達
斡爾、鄂溫克等41個民族共同聚居的塞外名城。

經濟做主 啟動發展引擎
「十一五」期間，呼和浩特市 GDP 年均增長

15.6%，經濟總量實現了向千億元的跨越；城鄉居民
收入年均增長 15.6%和 13.4%，人均 GDP 超過 1 萬美
元。與此同時，萬元GDP能耗下降22.58%，為經濟
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2011 年是呼和浩特市實施 「十二五」規劃取得
良好開局的一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突破 2000 億
元，達到 2177 億元，比上年增長 16.7％。其中三次
產業增加值分別完成 109 億元、790 億元和 1278 億
元，增長 19.8%、16.4%和 16.7%。全市財政總收入
285億元，增長18.3％。固定資產投資1032億元，增
長 17.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890 億元，增長
17.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877 元，農民人
均純收入10038元，增長14.7％和14.8％。簡單的數
字背後跳動的是呼和浩特市強有力的經濟脈搏，經
濟引擎的發力，成為呼市邁上發展新台階的強大動
力。

首府優勢 助力區域發展
呼和浩特作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其首府優勢

無可替代。
「十一五」以來，呼和浩特市發揮首府地區比

較優勢，進一步促進了服務業發展。金融體系建設
取得明顯成效，成功引進了一批股份制商業銀行、
保險機構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央行為核心，國有
控股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
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依託，多種機構並存的開
放式金融體系已經形成，為企業的投資和發展創造
了充滿活力的金融環境。在加快發展物流業政策措
施的推動下，一批規模較大的物流企業脫穎而出，
加上正在建設的白塔空港物流園和和林盛樂現代服
務業聚集區等，為入駐呼和浩特市的企業提供多功
能、一體化的綜合性服務。

目前，按照 「打造一流首府城市、建設一流首
府經濟」戰略部署，呼和浩特正在全面打造如意總
部基地。如意總部基地突出行政中心、商務中心、

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在短期內將會建設成西部最
具活力、現代服務業高度聚集的行政、商務、金融
中心。隨着服務業的高速發展，呼和浩特市已經成
為西部地區重要的消費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
和旅遊目的地。

同時，呼和浩特集中了自治區重點的大中專院
校和科研院所，人才聚集。全市約有各類專業科技
人員9萬餘名，佔自治區全部科技人員總數的30%以
上。呼和浩特市現有各類院校 88 所，高等院校 22
所，成人高校 1 所，中等職業學校 65 所，能夠滿足
各類企業對不同層次人才的需求。

區位優越
構築現代物流中心城市

翻開中國地圖，其區位優勢赫然躍入眼前。城
區東距首都北京440公里，北距內陸開放口岸二連浩
特490公里，西至包頭150公里，距準格爾大型煤炭
能源基地100多公里，西南距鄂爾多斯天然氣田300
公里。憑藉如此便捷的地理位置，呼和浩特精心鋪
就了一張連通四面八方的交通網絡，繪就了 「條條
大路通呼和」的宏圖。

如今，呼和浩特位列國家 45 個公路主樞紐城市
之一，市域內有公路 94 條，其中國道 3 條，省道 5
條，上等級公路6300多公里，110國道、209國道、
呼準高速、京藏高速橫貫全市。京蘭鐵路經市區北
側通過，成為東北、華北溝通大西北、大西南的重
要通道。目前正在建設北京至呼和浩特高速鐵路，
屆時呼和浩特到首都北京僅需要兩個多小時。

同時，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場是國家二級航空
口岸機場，是首都機場備用機場，可起降各種型號
飛機。呼和浩特有 70 餘條通往國內主要城市的航
線。

2005年3月，呼和浩特成功地開通了至德國法蘭
克福鐵路專列 「如意號」，全程運輸距離 9814 公
里，可到達國家主要有德國、荷蘭等西歐國家和波
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
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等東歐國家，列車運行速度
700 公里／天，物流運輸僅 15 天（比海運縮短 27
天），費用與海運相差不多。專列主要面向東歐、
西歐市場，從事跨越亞歐大陸的多式聯運國際貿易
業務，所運輸的貨物已經擴展到電子產品、服裝、
日用品、藥品、農產品、塑料製品等多個產品領
域，吸納的貨源品類已形成規模。專列全程使用 20
英尺和40 英尺國際標準集裝箱，提供包括運輸、倉
儲、裝卸、通關和諮詢等綜合物流服務，並在沿途
各國具有強大的分撥能力，專列物流通道安全、穩
定、經濟、便捷。隨着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日趨完

善，呼和浩特已成為中西部地區物流樞紐中心城
市，遠期將形成中西部乃至中國與蒙古、俄羅斯及
歐洲中東部經濟往來的現代物流中心。

資源優勢
力保發展曲線呈增函數

呼和浩特處於內蒙古 「南糧北牧、東林西鐵、
遍地寶藏」豐富資源的中心地帶，周邊地區礦產和
物產資源十分豐富，通過對優勢資源有效整合，有
力保證呼和浩特經濟社會發展曲線呈現增函數。

呼和浩特地區太陽輻射能十分豐富，年太陽輻
射量在 5055 兆焦耳／平方米—5958 兆焦耳／平方米
之間（4.54千瓦時／平方米—4.73千瓦時／平方米之
間），一年中以 12 月最少，為 209 兆焦耳／平方
米—255兆焦耳／平方米；5、6、7月份最多，為595
兆焦耳／平方米—737兆焦耳／平方米。

同時，呼和浩特地處準煤和晉煤交匯帶，交通
便利，水資源較為充足，電力輸送方便經濟，發展
電力工業的條件得天獨厚。目前已建成大唐托克托
電廠、呼市熱電廠、北方金橋電廠、金山電廠，總
裝機規模達近 1000 萬千瓦。依託大唐電廠建立的托
電工業園區可為入園企業提供更加優惠的電價。

呼和浩特所屬武川縣風力資源較為豐富。據
2004—2005 年對呼和浩特武川縣風能的普查顯示，
縣轄境內幾個海拔1800米以上的地區，10米高度的
年平均風速都大於6米／秒，是我國較有名的大風區
之一，其風能資源具有穩定度大、持續性好、風能
品質高等特點。現有中國風電武川風電場、華能武
川發電場、中國國電武川發電場併網發電，裝機容
量共30萬千瓦。

呼和浩特所屬清水河縣石灰岩遠景儲量達 21 億
噸，已探明儲量1.2億噸。高嶺土、陶土、白雲岩等
礦產資源極為豐富，特別是陶土的儲量之大，品位
之高居全國之冠。土左旗紫砂土已探明儲量為 3200
萬噸，遠景儲量上億噸，陶土品位高無剝離層，可
直接進行露天開採。

距呼和浩特托克托縣 50 公里的鄂爾多斯煤田已
探明儲量 1500 億噸，年開採量 1 億噸。煤田煤質優
良，儲量大，運距短，成本低廉。距呼和浩特約300
公里有全國最大的整裝大氣田——蘇里格氣田，探
明儲量 6025 億立方米，供氣能力達到 47.5 億立方米
／年，向呼和浩特的送氣能力為5.4億立方米／年，
工業用天然氣平均使用價2元／標準立方米，為發展
工業項目提供了有力保證。

現代化產業格局
打造西部工業發展聚集帶
目前，呼和浩特市已構築起以乳業為核心的現

代農牧業體系，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為特徵的新型
工業體系，以生產性服務業、旅遊業為主的現代服

務業體系等三大優勢產業體系，形成了乳業、電力
等支柱產業及化工、冶金、生物製藥、裝備製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優勢產業。水泥生產能力達到
1000 萬噸，電力裝機容量達到 1000 萬千瓦，單晶
硅、多晶硅產能超過1萬噸，伊利、蒙牛兩大乳企雙

雙進入世界乳業20 強。隨着神舟硅業、中石油、中
海油、丹麥維斯塔斯等一批重點項目、大企業、大
集團的培育和引進，光伏產業、石油化工和裝備製
造業正在不斷發展壯大；成功引進TCL300萬台液晶
電視、創維300萬台液晶電視、賽維高純硅及光伏應
用、浩源碳纖維等一批大項目，邁出產業多元、產
業升級的堅實步伐。商貿流通、餐飲住宿、交通運
輸等傳統服務業全面提升，現代物流、金融保險、
會展、旅遊、中介等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中國移
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三大運營商雲計算數據中
心項目均在呼和浩特市落地。如意總部基地建設初
見成效，白塔空港物流園區、盛樂現代服務業集聚
區建設穩步推進。呼和浩特市在自治區率先形成了
服務業佔主導的產業結構，凸顯出在自治區現代服
務業領域的中心地位。10 個各具特色的園區成為全
市支柱產業和龍頭企業的集聚區、新型工業化發展
的示範區， 「產業集群化、企業規模化、布局基地
化、生產潔淨化」的現代化產業格局初具規模。

政策優惠
招商項目享受綠色通道

呼和浩特地處環渤海經濟圈、西部大開發、振
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三大戰略交匯處，是 「呼包銀」
經濟帶核心及 「呼包鄂」金三角中心，又是少數民
族地區和沿邊開放城市，不僅可以享受國家實施的
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優惠政策，而且可以享受少數民
族地區的優惠政策。2011 年，國務院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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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為呼和浩特市的經濟發展迎來了新契機。
同時，市政府陸續出台了多項地方性法規和政策性
文件，凡是對呼和浩特市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
的投資項目，均可採用 「特事特辦、一事一議」特
殊政策。

曾經的陰山山腳，如今的敕勒熱土，依託得天
獨厚的地域、資源和政策優勢，呼和浩特厚積薄
發，用飽滿的熱情喜迎 「鳳凰築巢」。

北依巍巍陰山、南瀕萬里長城、東臨漫漫岱海、
西傍九曲黃河，這裡，是胡服騎射的發祥地，是昭君
出塞的目的地，是鮮卑拓跋的龍興地。初升的朝陽
裡，映射過 「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彎弓射鵰的雄姿，
歷史的長河中，孕育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深厚文化
底蘊的草原都市……這裡，就是內蒙古自治區首
府——呼和浩特。

文 郭婷 安偉

有故事的歷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有兩千多年的文字記載，文化遺存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

秀旅遊城市、國家森林城市。這裡有距今七、八十萬年的古人類石器製造場 「大窰文化」遺址；有始
築於戰國時代的我國最古老的 「趙長城」；有作為 「胡漢和親」歷史見證的昭君博物院和聞名遐邇的
遼代萬部華嚴經塔；有世界上唯一用蒙古文字刻寫天文圖的金剛舍利寶塔─五塔寺；有由被譽為
「召城之最」的大召、 「佛教建築典範」的席力圖召、烏素圖召、喇嘛洞召等眾多召廟共同組成獨具

魅力的召廟文化。加上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群、具有大漠風情的黃河旅遊區、老牛灣風景區，號稱
「塞外西湖」的哈素海度假村、南湖濕地公園和位於大青山叢林翠柏中的烏素圖國家森林公園、哈達

門高山牧場，以及周邊的希拉穆仁、格根塔拉、輝騰錫勒草原等旅遊勝地，構成了呼和浩特
歷史人文旅遊資源。此外，蒙牛集團澳亞示範牧場、液態奶觀摩工廠和伊利集
團奶粉全球樣本工廠構成了呼和浩特市獨具特色的工業旅
遊資源。

城 市 名 片 ：

▲

中共呼和浩特市
市委副書記、市長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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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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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辦事處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錫林南路9號銀都大廈A座1206室TEL:(471)6688126 FAX:(471)6688198＊安徽辦事處合肥市寧國路寧國新村5棟504室TEL:(551)2622408 FAX:(551)2622202＊河北辦事處石家莊市休門街1號濱江國際A座2305室TEL:(311)85377132 FAX:(311)85377131＊寧夏辦事處寧夏銀川市北京東路大地世紀小區49號TEL:(951)3978666 FAX:(951)3875600＊甘肅辦事處蘭州市平涼路166號交大鐵道校區西樓320室TEL:(931)8585106 FAX:(931)2180108＊貴州辦事處貴陽市中華北路53號美佳大廈北樓20樓7號TEL:(851)6822423 FAX:(851)6822425＊廈門辦事處廈門市思明西路58號2樓TEL:(592)2261718 FAX:(592)2261619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督印．承印（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3樓 電話總機：25757181-7 採訪部：28311741 傳真：28345104 廣告部：28310500 傳真：28381171 發行部：25733194 傳真：2572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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