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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多斯的今天，經濟發展不在僅以依賴於煤、氣等資源優勢，更為
傲人的資本，是做大做強的工業。在這個從 「原始工業」跨越到現代化的
征途中，鄂爾多斯憑藉其科學發展的觀念、統籌全局的態勢，步伐穩步前
行、步步為營，着力推動着產業轉型升級。

加快產業轉型 再登發展高峰
站在 「十二五」的新起點上，鄂爾多斯為自己描摹了一個立意更高遠

的經濟新願景： 「做大做強工業，以項目為第一抓手，引進更多大項目、
好項目，尤其是非資源型項目」。的確如此，鄂爾多斯已在着力培育和發
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打造新型化工、汽車、PVC、化肥、氧化鋁、光
伏、雲計算、陶瓷等八大產業集群，非資源型產業的發展的步伐正在加
快。

隨着世界第一條500萬噸煤直接液化生產線、國內第一條48萬噸煤間
接液化生產線、國內最大的300萬噸煤制二甲醚生產線、具有國際先進水
平的天然氣制甲醇生產線、尿素大化肥生產線等等這樣一批 「頂天立地」
的大項目、好項目在這片土地上落地開花，鄂爾多斯的發展更為符合國家
產業政策和市場需求。

鄂爾多斯是一個資源富集的地區，推動工業經濟集群化發展，進一步
提高產業集中度和企業競爭力是運用好這一資源的關鍵。鄂爾多斯以汽車
製造、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發電、氧化鋁、PVC/PVA、陶瓷、光伏、
電子信息、生物製藥等產業為突破口，全力打造了以汽車製造為主的鄂爾
多斯奇瑞汽車、美國 GTA 混合動力汽車等項目的裝備製造業集群。同
時，積極發展煤炭、化工機械和風力發電設備製造，引進建設高端裝備製
造業項目。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節能環保、雲計算等產業的發
展，加快構築了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高端絨紡製品、高檔建材、農畜林
沙產品精深加工等產業規模將繼續做大，加快傳統產業升級換代。

實現工業從一煤獨大到多元支撐的完美轉型，實現成為 「資源型城市
科學發展標本」是鄂爾多斯的新夢想。自 「十二五」以來，鄂爾多斯工業
投資規模和投資結構呈現均衡發展新格局。

曾以 「煤炭工業」所著稱的鄂爾多斯，在有效舉措下，煤炭資源轉
化、非煤資源開發和承接產業轉移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結構轉型正
快速由煤炭產業向裝備製造業，再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升級，使得經濟增長
方式從粗放型走向集約型。

如今的鄂爾多斯能源重化工、裝備製造及戰略性新興產業正全面崛
起，資源型產業延伸升級和非資源型產業發展勢頭更加明顯。

鄂爾多斯為了使發展能打好夯實的基礎，使產業發展的後勁更加扎
實，在2011年共得到國家和自治區批覆項目多達127項，總投資達2286.2
億元。其中，鄂爾多斯高頭窰煤礦、紅樹梁煤礦獲國家發改委核准，億利
1萬千瓦光伏發電、紅慶河煤礦、馬泰壕煤礦獲國家發改委同意開展前期
工作，另有蒙大50萬噸工程塑料、雙欣3萬噸特種纖維、華延LED外延
片芯片、新街礦區鐵路專用線等122個項目獲自治區發改委批覆。這在資
源型產業和非資源型產業兩輪驅動、協調發展的推動下，鄂爾多斯的工業
發展迸發出新的活力。

主動作為，就能激流勇進，從而領先一步；坐失時機，即會步步落
後，必然淘汰出局。在面對國內外產業步入新格局之際，對於將發生新的
重大變化和轉變發展方式所帶來的新挑戰、新機遇，鄂爾多斯始終保持清
醒、冷靜，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實增強轉變
發展方式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積極破解轉變發展方式中的難題和矛盾，並
以創新傳統產業發展為模式，致力做大做強優勢特色產業，培育發展非煤
產業，形成產業集群，構建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產業體系，鄂爾多斯在
轉變發展方式中再次創造了地區科學發展新優勢。

優化布局開篇章 宜居宜業現代城
鞏固和發展全國文明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全國雙擁模範城市創建成

果，全力創建國家環保模範城市、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國家森林城市和國
際健康城市，是鄂爾多斯努力打造宜居宜業現代化城市思路之一，城市建
設的重點將落實到優化布局、完善功能、彰顯特色、提升品位、強化管理
上，從而加快推進城市化的進程。

鄂爾多斯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完成，城鄉規劃體系進一步完善。中心城
區 「一核、一圈、一帶」建設步伐加快，東勝南部生態新城、罕台城鄉統
籌示範區、銅川汽車產業園區、鄂爾多斯裝備製造園區快速推進，城區體
量繼續擴大；阿鎮舊城拆遷基本完成，康巴什北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
烏蘭木倫湖南岸高層區已初具規模，阿康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科學規劃
城市空間布局，有序推進康巴什北區和東區、阿鎮北區、東勝南部生態新
城建設，推動東勝與阿康片區相向發展，加快阿康一體化進程。於 2011
年新開工建築面積3620萬平方米，完成拆遷377萬平方米，新增綠化面積
2560萬平方米。配套設施日益完善的城市，增加了中心城區健身廣場、綠
地、公園等公共設施，完善供水、供電、供熱、排污等基礎服務設施，新
建增加停車場、書報亭、幼兒園、衛生室、超市等便民服務設施。並規劃
建設一批書報刊亭、公共電話亭、殘疾人專用設施和停車場、過街天橋、
地下通道等基礎設施，提高城市便捷性和舒適度。

鄂爾多斯市積極推進城區綠化美化，加大環境綜合整治力度，優化人
居環境，着眼提升城市品位，並啟動核心區百萬畝防護林生態圈建設工
程，加快東勝 「三園三川」、烏蘭木倫河道治理、東西紅海子濕地公園等
項目建設步伐，構築城市組團之間以水系、綠化帶環繞、分隔的大生態格
局。精心打造城市亮化、美化工程，年內建成18條精品街區，從而提高
城市綠化檔次和水平。東勝區建設檔次進一步提升，阿康一體化發展步伐
加快，各中小城鎮配套功能和輻射帶動能力明顯增強。

2011年，鄂爾多斯舉全市之力推進 「創城、創衛」工作，持續開展市
容秩序和環境衛生綜合整治，切實增強市民文明意識，啟動建設 「數字化
城市」，成功創建了自治區級園林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和全國文明城市。
旗府所在地和產業重鎮堅持民族、地域特色與現代氣息相融合，開發建設
力度不斷加大，中小城鎮服務功能和人口集聚能力持續增強，全面提升中
小城鎮建設檔次，打造各具特色的小城鎮，全市城鎮化率提高到71%。

加大民生投入 富民強市並重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曾明確提出內蒙古新時期發展戰略由

「強區富民」調整為 「富民與強區並重、富民優先」。正是這種戰略調整
的背景之下，鄂爾多斯在抓經濟建設的同時，不忘民生工程的落實，強市
與富民並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在 「十一五」期間，鄂爾多斯市對於民生建設投入大量資金，繼此之
後的2011年，鄂爾多斯市繼續全力落實民生工程，於年初所確定的各項
惠民實事已全部落實。走在鄂爾多斯的大街上，隨處可見綻放着笑容的臉
龐，鄂爾多斯人民充滿了由衷的自豪，幸福感指日攀升。據了解，鄂爾多
斯市2011年各級財政投入民生及社會事業領域的資金達到250.5億元；城
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986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9982元，
這是近年來增長最快的一年。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鄂爾多斯市現已經將學前教育納入財政保
障範圍，免費職業教育得到全面推行，在部分旗區啟動了15年免費義務
教育。中小學校舍安全二期工程基本完成，全市新建幼兒園69所、中小
學41所，市職業學院新校區建成投用，內大鄂爾多斯學院二期已開工建
設。

「好寶寶鄂爾多斯行動」是鄂爾多斯在教育惠民方面的一個縮影，自
此行動開展以來，借助社會民營機構和幼兒園現已建成25所嬰幼兒早期
發展機構，已有2414名嬰幼兒及家長接受了早期發展教育。2012年，將
由市財政投資建設15所嬰幼兒早期發展中心，這將使更多的嬰幼兒接受
到早期發展教育。

民生建設是多面的，鄂爾多斯始終圍繞在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之處入
手，致力為百姓建設一個和諧的家園。對於保障房的建設，政府施政力度
空前，開工建設各類保障性住房65078套。對於穩控物價積極採取措施，
制定了《鄂爾多斯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穩定市場物價的意見》，重點加
強農副產品生產基地和流通體系建設， 「菜籃子」工程基地已達 6.4 萬
畝，新建標準化菜市場 11 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 20 個、平價便民店 120
家，為有效抑制了物價過快上漲發揮了積極作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進展
順利，基本藥物制度在基層公辦醫療機構實現全覆蓋，新建標準化衛生室
100個、流動衛生室50個，招聘基層衛生技術人員100名，投入1600萬元

補助全市社區和村嘎查衛生機構。
心繫每一個貧困家庭的鄂爾多斯政府，2011年累計發放困難群眾臨時

物價補貼3304萬元，保障了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並且將社會保障標準
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低保標準每月各提高20元，城鄉居民養老金每月
各提高100元和60元，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每月提高100元，重點優撫對
象生活補貼每月提高 500 元，孤兒集中、分散供養標準每月各提高 200
元，生態移民生活補貼由每人每年4000元提高到6000元。同時，新建和
改擴建敬老院17所、綜合福利中心6個；1.3萬貧困人口實現穩定脫貧；
解決了9.82萬人安全飲水問題。

生態綠意重歸 美富兼收雙贏
從昔日的滿目黃沙到如今的漫山遍野盡披綠裝，鄂爾多斯生態環境的

改觀得利於鄂爾多斯人憑其 「愚公移山」的精神，科學創新，科學實踐，
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生態治理模式。如今 「鄂爾多斯生態建設模
式」早已家喻戶曉， 「生態建設是最大的基礎建設」的理念早已成為鄂爾
多斯人的共識。

在過去五年，鄂爾多斯一如既往的加強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保護與建
設，發展保障能力在不斷增強。農村牧區 「三區」發展規劃的制定與實
施，深入推進禁牧、休牧、劃區輪牧，建成生態自然恢復區 2 萬平方公
里，生態環境持續好轉，森林覆蓋率和植被覆蓋度得以很大程度的恢復。

「十二五」開局之年，鄂爾多斯持續加大生態建設力度，不斷提高生
態文明建設水平，共計完成造林235萬畝、退牧還草520萬畝、水土流失
治理162萬畝，生態建設與保護任務完成率達到117%。全市森林覆蓋率、
植被覆蓋度分別達到23.4%和70%以上，生態環境穩步好轉。

2012年，鄂爾多斯將新建生態自然恢復區6563平方公里，完成林業
建設120萬畝、退牧還草340萬畝，規劃建設高標準苗圃基地1.5萬畝。繼
續嚴格執行禁牧、休牧和劃區輪牧政策，加強草牧場保護和建設，做好水
土保持工作，實施黃河大型攔沙壩、十大孔兌治理和水沙置換等項目，目
標完成治理面積160萬畝。全面推進五大類型區生態監測和集成示範項目
建設，創建全國水土保持生態環境建設示範市。以建設 「綠色大市」為目
標，加快構建高質量的林業生態體系、高標準的森林安全體系、高效益的
林沙產業體系、高品位的生態文化體系，為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創造
良好的生態環境。

近幾年，鄂爾多斯以轉化沙生植物為主的沙產業迅速壯大與升級。東
達蒙古王集團、億利集團、博源集團等大企業紛紛向沙漠進軍。內蒙古毛
烏素生物質熱電有限公司投資3億多元，利用沙柳發電，已建成2×15兆
瓦生物質熱電廠。世界最大沙棘產業園區也坐落於此，這個位於東勝區塔
拉壕鎮建設的園區，共佔地2.5平方公里，內有眾多大型企業入駐，沙棘
園區同時與國家水利部沙棘中心融資研製開發沙棘飲品、藥品、保健品、
化妝品系列產品。其中，天驕沙棘資源公司與北京王致和集團在此共同投
資2000萬元興建了萬噸沙棘醬油醋生產線。

鄂爾多斯的沙產業體系如今初步形成了以人造板、造紙、生物質發
電、飼料、飲食品、藥品、化妝品加工及生態旅遊為主。全市建成林沙產
業原料林基地2100萬畝，建成規模以上林沙產業企業21家。隨着林業生
態工程的快速推進、退耕還林政策性補助的發放和重點公益林補償的啟

動，農牧民成為生態建設的主體和直接受益者。近幾年以來，現金直補農
牧民16億元，人均3200元，農牧民獲得挖坑、栽植、澆水、管護等勞務
和種苗收入近60億元，就業農牧民5萬多人。 「反彈琵琶，逆向拉動」思
路，培育了一批依託林沙資源、帶動農牧民增收的林沙龍頭企業，實施
「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形式，不以綠色畫句號，在產業鏈上做足文

章，保證了持續發展的形勢。
在黃沙離去，綠意重回的鄂爾多斯，這裡不僅改善的是生態環境、農

牧民的致富增收，更是人居環境的質量和人民的幸福指數的提升。

文化比翼經濟 園區支撐繁榮
鄂爾多斯在 「科學發展、富民強市」為目標的指引下，以更加開闊的

思路、更加有力的措施，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管理機制，形成文
化建設的強大合力，不斷開創文化建設的新局面。

近幾年，鄂爾多斯積極推進文化產業集約化、規模化發展，根據其文
化資源特點，經過科學規劃、傾力打造，一批高水平、高標準建設的文化
產業基地和園區正在形成。

——東勝區境內的秦直道遺址有19公里，是秦直道全程中保存最為
完好的一段，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中國100處大遺址項目其中
之一。秦直道文化旅遊景區是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也是國內外唯一的
秦直道文化主題旅遊景區、秦漢邊塞文化園區、匈奴故地文化園區，形成
了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融會發展和精采演繹的文化旅遊勝地。秦
直道文化旅遊景區在保護遺址的同時實現了與歷史遺迹開發利用的有效統
一，現已形成了 「一道兩樓三區」的整體布局，一道即模擬直道，兩樓即
甘泉宮大殿和九原郡城樓，三區即秦漢邊塞文化區、匈奴故地文化區、直
道演藝廣場區。

——鄂爾多斯文化產業園是以蒙元文化為主線，利用高科技手段打造
成為我國西北地區最大的集主題遊樂、主題演藝、主題商業、主題環藝、
主題科普展示、主題人居、數字城市、主題創意產業孵化相結合，以市內
建築為主，生態環保為特色並與之配套的遊客服務設施、管理和維護保障
設施等相互支撐的文化產業基地。文化產業園擬選址在康巴什新區烏蘭木
倫水庫上游兩側，佔地約18000畝，項目總投資約100億元。

——蒙古源流文化產業園預算投資50億元人民幣，選址於伊金霍洛
旗境內，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陵園平行於同一軸線上，取其 「尋根溯源，
一脈相承」之意。蒙古源流影視文化主題公園兩大主體定位是 「民族影視
產業基地、草原文明博覽園區」，涵蓋了影視拍攝、文化觀光、會議產
業、文博展示、娛樂互動、藝術休閑等內容。此外，主題公園還為大型室
內外演出、影視嘉年華、國際影視文化與學術交流、蒙元文博展覽與拍
賣、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展示等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平台。

大盟凱德文化產業廣場、成吉思汗文化產業園、馬主題文化產業園、
江源文化創意產業園、鄂爾多斯市王愛召文化旅遊產業園區、鄂前旗文化
產業園等一批精心謀劃集中打造的文化產業園區也在規劃建設當中。

生活富足、安居樂業的鄂爾多斯在享受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大力推進
精神文明的建設。具有鄂爾多斯特有文化氣息的精品景區和旅遊線路已是
展示鄂爾多斯文化的閃光之點，隨着這一批批高標準、高水平文化園區的
建成，將為其文化發展錦上添花。

鄂爾多斯，蒙古語意為 「眾多的宮殿」 ，這裡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長眠

之地，從而被美譽為 「天驕聖地」 。黃河環繞於鄂爾多斯西北東三面，其南部

與相連黃土高原，這裡既有芳草如茵的美麗草原，又有開闊坦蕩的波狀高原，

壯美的成吉思汗陵、神奇的響沙灣、古老的秦直道是人們的嚮往之處。

她的崛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這個倍受關注的城市在 「十二五」 開局之

年，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早已布下一盤好棋。鄂爾多斯統籌全局，在創造了

一個個奇迹之後，將繼續在新的征程上，續寫着 「鄂爾多斯傳奇」 。

2012 年，城鄉統籌試點，扶
貧開發示範區，縣域經濟發展示
範區將成為鄂爾多斯新發展的
「關鍵詞」。

鄂爾多斯城鄉統籌重點工程
扎實推進、進展順利，建成入住
16 個精品移民小區，啟動實施 21
個中心居民點，轉移農村牧區人
口 3.9 萬人。新建現代農業基地
44.8萬畝、設施農業1.4萬畝、草
原畜牧業示範戶775戶。新增高等
級公路334公里、鐵路82.8公里、
航線 17 條，機場航站區改擴建主
體工程完工。新增工業供水能力
2.6億立方米，建成高標準黃河堤
防 81.6 公里，完成 3 處蓄滯洪區
建設。新建、擴建220千伏變電站
9座，新增110千伏以上輸變電線
路326公里。完成園區基礎設施投
資108億元，擴建工業園區36.4平
方公里。新增高等級公路 334 公
里、鐵路 82.8 公里、航線 17 條，

機場航站區改擴建主體工程完
工。並積極開展對口援建興安盟
工作，一批重大項目開工建設，
開創了盟市合作共贏的新局面。

2012 年，鄂爾多斯將全面落
實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
建設方案，大力推進鄂前旗試點
工作。加快旗府所在地和產業重
鎮建設，推進小城鎮內涵式發
展。積極探索土地流轉途徑和方
式，實行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
與吸納農村牧區人口規模掛鈎、
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與土地開
發和整理數量掛鈎，開展農村牧
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流
轉試點，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
場。按照創新機制、合理引導、
完善管理、強化服務的方針，綜
合運用產業轉移、教育轉移、扶
貧轉移、生態轉移等多種辦法，
落實 「四個一」配套措施，五年
轉移農牧民15萬人。

鄂爾多斯是資源富集區，得天獨厚的資源
優勢可以用三句話概括： 「羊（羊絨）、煤
（煤炭）、土（高嶺土、陶土）、氣（天然
氣）」； 「山（土地資源）水（水資源）秀
麗」； 「風（風能）光（太陽能）無限」。

鄂爾多斯市在招商政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
優厚的優惠政策，為投資者搭建了一個更為優
異的投資環境，生活環境的舒適、人文關懷的
體貼，使得鄂爾多斯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

招商投資之——資源優勢篇
鄂爾多斯年產羊毛 9000 噸，羊絨 1700

噸，並擁有世界上纖維最長、細度最細、品質
最優的阿爾巴斯羊絨。煤炭資源是全國地級市
中最豐富的區域，已探明煤炭儲量 1696 億噸,
約佔內蒙古自治區的1/2、全國的1/6，預測遠
景儲量1萬億噸。可供工業開採的礦產資源33
種，天然碱儲量 6000 萬噸，石膏儲量 35 億
噸，芒硝儲量 70 億噸，高嶺土儲量 65 億噸，
石英砂儲量 5000 萬噸，食鹽儲量 1000 萬噸。
我國最大的世界級陸上整裝氣田—蘇里格氣
田也坐落於此，鄂爾多斯天然氣儲量佔全國1/
3，達2.3萬億立方米。

地域遼闊的鄂爾多斯市，土地資源
豐富，人口不到 200 萬。項目建設無需

佔壓耕地和牧場，具

備發展大工業的優越條件。風向較為穩定，年
內冬、春和秋三季風速較大，夏季次之，分布
均勻，連續性好，穩定性佳的風能資源，是理
想的時空分布，完全適合建立特大型風場。在
鄂爾多斯市杭錦旗西北部，有總面積 1.9 萬平
方公里的荒漠、乾旱沙漠區，日照充足，地上
水位高適合實施光伏太陽能發電項目。

招商投資之——政策優勢篇
為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要求，投資規

模大、技術含量高的煤炭深加工轉化和裝備製
造、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配置煤炭
資源；達到國際一流、國內領先的落戶重點產
業研發中心，給予總投資 30%-50%的財政補
貼；為重點產業項目提供50%的境內培訓技術
工人經費；為具備絕對競爭優勢的項目提供產
業基金支持，推動加速擴張和高效建設；落實
責任領導隨時解決重點產業項目建設過程中遇
到的問題，並實行 「一條龍」服務，確定專人
領辦項目前期工作。

開放市內設施完善、水平較高的醫院和學
校，解決落戶重點產業項目人員家屬就醫、子
女入學等問題；對簽定合同擬在本市工作3年
以上的重點產業項目的高級管理人員、核心技
術人才及技術工人，按照優惠租金提供專家公
寓及公租房。

雲計算時代已經呼之欲出，這
將是科技業的下一次革命，IBM的
創立者托馬斯‧沃森曾這樣形容雲
計算時代 「全世界只需要5台電腦
就足夠了」。顯而易見，雲計算將
對我們未來的工作方式和商業模式
產生根本性改變。

鄂爾多斯獨具慧眼，早已看準
這一發展機遇並探路 「雲計劃」，
為鄂市與世界接軌搭造科技平台，
構築未來經濟發展新的增長級。目
前，鄂爾多斯正在全力推進多晶硅
及下游產品加工項目建設，全力打
造光伏產業基地，積極搶佔着雲計
算產業發展先機。

「草原硅谷」雲計算產業園區
是 「雲計劃」布局內容之一，該園
區規劃有數據中心機房區、雲計算
平台創業區、數據管理產業創新
區、共享服務區、雲計算培訓與體
驗區、行政辦公區、生活配套區等
功能區域，未來將成為鄂爾多斯的

百億園區。

今年，雲計算產業園區計劃完
成投資約 18 億元，完成一期全部
市政道路及電網、訊網等建設工
作，並開始二期道路建設。目前，
園區內已有5條道路開工建設；鄂
爾多斯市智慧互聯科技有限公司和
鄂爾多斯市雲泰互聯科技有限公司
已開工建設，計劃於今年8月底開
始運營。浪潮集團、上海數據港、
金蝶、用友、北京雙洲科技、鄂爾
多斯鼎聯數碼、宇光科技等企業已
攜手鄂爾多斯，達成入駐合作協
議，另有華為、騰訊、百度等國內
外知名 IT 企業正在做進一步調
研。

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隨
着雲計算產業園區逐步的建設完
善，將吸引更多的企業來共同建設
鄂爾多斯高科技產業集群。建設雲
計算產業研發基地、產品製造基地
和技術培訓中心，打造自治區乃至
我國西北地區雲計算產業基地，
「一體兩翼」的雲計算產業集群格

局即將在未來的鄂爾多斯實現。

雲計算助產業升級 草原硅谷揚帆起航

▲東勝鐵西新區▲

東勝區打造生態和諧、宜居宜業城市

康巴什新區

太陽能光伏電池板生產線

當前，鄂爾多斯市重點培育
的超百億元企業30戶，現已有15
戶企業實現超百億元，這些企業
和新形成的產業集群發展勢頭強
勁，對產業和產品配套發展需加
快步伐。

煤化工產業：重點延伸發展
煤製油、煤製甲醇、煤製二甲
醚、煤製天然氣、煤製化肥、煤
製烯烴、煤焦化等產品的深加工
精細化工產品；

氧化鋁產業：重點延伸發展
粉煤灰、煤矸石—氧化鋁、硅鋁
鈦—電解鋁—鋁箔、碳素—鋁彩
板—水泥產業鏈條及深加工產
品；

光 伏 產 業 ： 重 點 延 伸 發 展
電—工業硅—多晶硅—單晶硅—
切片—組件—電池產業鏈條；

氯碱化工產業：重點延伸發

展 PVC、PVA 及下游製品各類型
材、管材和電力系統的電線電
纜、薄膜深加工產業；

汽車及高端裝備製造業：重
點圍繞整車、沖壓、焊裝、塗
裝、總裝等生產，配套發展發動
機、變速器及配部件製造產業
鏈；

電子信息產業：重點配套發
展 LED 產業鏈、鋰離子電池、芯
片、筆記本電腦、手機、3G信息
等產品製造及研發、信息服務
業、軟件業；

新能源產業：重點培育發展
風電、太陽能光伏、風光互補、
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

陶瓷產業：重點升級發展拋
光磚、日用陶瓷、禮品瓷等高端
產品。

東康快速通道

生態建設與保護效果

鄂爾多斯招商投資優勢

城鄉統籌新步伐 協調發展新格局

鄂爾多斯 八大產業配套發展有需求意願

神華煤液化廠區

▲鄂爾多斯城鄉統籌試驗示範區的移民小區▲

首屆鄂爾多斯國際那達慕大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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