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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通遼
——美麗富饒傳佳話

錦繡大地，四季牧歌。
西遼河蜿蜒橫亘於美麗的科爾沁大草

原，沃野千里的豐饒一如巨幅的北國油
畫，把內蒙古通遼市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渲
染成金，這個318萬人口的地級市、內蒙古
自治區第二人口大市，勤勞質樸的蒙漢各
族人民，團結奮進，在經濟社會開放轉型
的大發展中，炫舞成蝶。

通遼市東接吉林、南依遼寧，市區距
瀋陽260公里、長春280公里，與二省會呈
三角依託。市區距港口城市錦州330公里、
營口380公里、大連600公里，是東北經濟
區與環渤海經濟圈的重要組成部分。長
深、大廣等高速公路貫穿境內，民航客機
開通北京、上海、重慶、長春、哈爾濱、
瀋陽、大連、呼和浩特、鄂爾多斯等10多
條航線。米字型鐵路6方向輻射，成為蒙東
和東北地區西部最大的交通樞紐、東北地
區4個區域性物流中心城市之一、東北進關
的第二條通道咽喉要衝。

通遼市主城區海拔平均高度191米，空
氣質量Ⅱ級以上良好天數逐年遞增，2011
年已達 357 天。2012 年主城區實施 43 個綠
化景觀工程項目，種植喬木400萬株以上，
其中大樹20萬株，新增綠化面積10平方公
里，使老城區綠化覆蓋率達 40%，新城區
綠化覆蓋率達 50%，西遼河與孝莊河穿城
而過，市區內藍天白雲輝映，成為我國北
方生態宜居城市。

通遼市耕地面積 1600 萬畝，2011 年糧
食產量突破140億斤，優質玉米產量百億斤
以上，是全國紅乾椒最大種植基地、蕎麥
之鄉。全市草原總面積 5129 萬畝，豐富的
草場資源，孕育了黃牛養殖的悠久歷史，
200多萬頭黃牛存欄通遼，使其成為我國黃
牛的主要集中產區，全國最大供應香港活
牛基地。經過改良的西門塔爾牛、科爾沁
牛等品牌已進入國際大超市。目前，通遼
市活牛出口優質率已達 99%以上，改良培
育黃牛以及黃牛數量、商品率均位居全區
首位。獨特風乾工藝的通遼牛肉乾譽響全
國。通遼境內已探明煤炭、石油、硅砂等
礦產 41 種，煤炭探明儲量 130 多億噸，霍
林河煤礦是中國五大露天煤礦和國家重點
規劃建設的 13 個億噸級大型煤炭基地之
一，風電建設規模突破500萬千瓦，裝機併
網突破300萬千瓦，多條風電裝備生產鏈條
形成，東北能源基地優勢突顯，煤化工、
煤電鋁等完善的產業鏈條和先進的技術已
轉化為引資吸金的資源潛力優勢。通遼市
石油遠景儲量8億噸左右；優質天然硅砂儲
量550億噸，居全國之首， 「金砂之城」魅
力映射。鐵、鋅、鎢、銅等金屬礦藏開發
潛力巨大，富含鈮、鉭、鈹、鋯等稀有金
屬和重稀土礦藏以及中華麥飯石等獨特資
源儲量豐富。

通遼市集國家振興東北、新一輪西部
大開發、國務院支持內蒙古經濟社會又好
又快發展等多項優惠政策，制定實施了融
入東北以及發達地區的具體政策方案，着
力優化投資環境，實施更加優惠的財稅政

策、更有吸引力的電價政策、針對性的勞
動力培訓政策、高端科技與人才引進政策
和更加高效的服務體系，打造出看得見、
落得實的 「成本窪地、投資寶地、發展高
地」。

2011 年，通遼全市完成地區生產總值
1449億元，增長14.6%；地方財政收入完成
121億元，增長18%。固定資產投資首次超
千億，投資總量和增長速度均創歷史新
高，開工建設了一大批產業項目和重大基
礎設施項目；全部工業增加值完成 813 億
元，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734億元，非資源
產業已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 83%，超
百億元工業園區達到7個。全市已有 「蒙古
王 」 、 「蒙 王 」 、 「清 谷 新 禾 」 、
「Kerchin ‧科爾沁」、 「宇標」等 6 個中

國馳名商標。

活力通遼
——特色產業築鳳巢

加快開放轉型、實施創業富民戰略，
通遼市着力於科技支撐與突破發展，將建
成鋁加工新材料基地、國家重要的玉米生
物產業基地和全國最大的小氨基酸生產基
地、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現代蒙藥科研生
產基地。建成煤電、風電、光伏互補的綠
色能源基地、綠色有機食品的農畜產品加
工基地、全國北方重要生態屏障和百萬人
口區域中心城市。

通遼市依託自身資源稟賦，借助國家
支持內蒙古又好又快發展的東風，加快融
入東北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大力招商引
資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產業做大做
強，下好工業化、城鎮化、農牧業現代化
「三化互動」這盤棋，將資源、政策、區

位、交通優勢轉化為通遼市實實在在的產
業優勢。

霍林河煤礦是全國五大露天煤礦之
一，是全國重要的褐煤基地。進入新型工
業化時代，煤電鋁的產業發展之路為褐煤
發展指明了方向。銷售一噸原煤價值是400
元，用煤發電價值增加 1000 元，用電煉
鋁，一噸普鋁價值1.8萬元，普鋁做成精鋁
一噸增值1.3萬元以上。隨着煤電鋁產業鏈
的延伸，目前通遼市已經形成 6700 噸原
煤、440萬千瓦火電裝機、95萬噸電解鋁、
55 萬噸鋁後加工能力，一個全產業鏈條已
然形成，煤電鋁產業成為通遼地區工業經
濟的擎天柱。圍繞煤發展的煤電硅、煤化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草原沃野群山大漠是她的容顏；
這是一方雄渾的天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是她的底蘊；
這是一片發展的熱土，開明開放百業俱興是她的牧歌；
這裡就是——

香港投資企業
1.通遼格林風電設備有限公司：
通遼格林風電設備有限公司，是英國格菱控股集團全資擁有的子公司之一，也

是格菱控股的風力發電機塔筒及相應配套設施的生產基地，擁有先進的生產設備和
雄厚的技術開發能力，開發出了具有國內外先進水平的風力發電機組塔筒加工工
藝。為滿足通遼風電市場對塔架的需求，降低生產成本，減少運輸費用，格菱控股
集團在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投資成立了通遼格林風電設備有限公司，註冊資本人民
幣6,000萬元，項目始建於2009年8月，工廠總面積140,000平方米，擁有28,800平
方米的生產車間，年產1.5MW風機塔筒300套，公司將根據發展需要，擴大到600
套風機塔筒的產能。2010年9月，通遼格林風電以嚴謹規範、科學高效的內部管理
順利通過了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認證。

2.美澤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於開魯縣循環工業園區，這裡風電產業鏈齊全，有主機、塔筒、葉

片、機艙罩等企業落戶於此。美澤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簡稱 「美澤新能源」）在
中國香港註冊，是一家從事新能源產業投資、風電場投資運營、風電設備研發、設
計、製造、銷售的國際性企業集團。美澤新能源依託國際資本、採用國際最先進的
風機葉片設計製造技術，致力於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美澤新能源在中國電谷保
定投資設立了風電葉片研發中心——美澤新能源（保定）風能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在中國風電資源中心內蒙古通遼市投資設立了 600 套 MW 級風電葉片生產製造基
地——美澤風電設備製造（內蒙古）有限公司。美澤新能源現已擁有了 850KW、
1.0MW、1.5MW、2.0MW等多個系列產品的設計製造技術，其中1.5MW、2.0MW
葉片產品已經通過了GL認證，開始批量生產和配套供貨，正在投入資金、人力進
行 2.5MW、3.0MW、3.6MW、5.0MW 風機葉片前期研發。公司將始終如一堅持
「以人為本、以質為先、持續創新、顧客滿意」，竭誠為客戶和夥伴提供適應性

強、質量過硬、周到全面的風電葉片產品和服務。
3.通遼泰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
通遼泰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7 年 8 月 4 日，註冊資本 1.5 億元人民

幣，註冊地為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扎魯特旗，內蒙古錫林郭勒白音華煤電有限責任
公司持股比例為51%，中國風電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49%。現委託蒙東協合新
能源有限公司進行經營管理。通遼泰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負責扎魯特旗風電場一期
工程，位於內蒙古扎魯特旗阿日昆都楞蘇木境內，共安裝33台1500kW風機，裝機
容量為49.5MW。本風場同期建設一座220kV升壓站，一期安裝一台50000kVA主變
壓器，風電場發出的電能通過升壓站升至220kV，送入阿拉
坦500kV變電站的220kV側聯網。該風場已於2010年1月份
投產，目前已處於運營期。

煤電鋁產業已形成完整產業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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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甫 牧人 伍華余 張啟民

工產業也正呈現強勁發展之勢。
玉米生物產業發展是通遼經濟發展中

濃墨重彩的一筆。玉米是通遼最豐富的農
牧業資源，通遼發展玉米生物產業條件得
天獨厚。從玉米和秸稈加工開始，以生產
澱粉、酒精、變性澱粉、總溶劑、氨基
酸、谷氨酸為途徑，通遼市打造了一棵茂
盛的玉米 「經濟樹」。在通遼市以玉米為
根的 「經濟樹」集聚了通遼梅花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順通生物科技、中科天元澱粉
化工、萬順達澱粉等以玉米為原料的加工
企業，如今通遼已經成為北方最大的玉米
發酵工業基地。

依託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通遼市的
物流業風生水起。在這裡，興起了東北最
大的木材集散中心；在這裡，作為蒙東地
區唯一一個無海有港的地方，通遼內陸港
通江達海。作為蒙東和東北地區的一個地
級城市，通遼和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個
副省級城市被國家發改委並列為東北 4 大
物流中心。借助國家振興東北經濟戰略的
實施和西部大開發戰略，通遼市不斷做大
物流業，積極承接先進發達地區產業轉
移，大力發展非資源產業，一個承接發達
地區非資源產業轉移的基地正在興起。

通遼市從優化結構入手，借着融入發
展的東風，對現有工業基礎進一步整合提
升，重點培育15個聚集要素、承載產業的
工業園區。各旗縣市區已分類形成產業聚
集特色，形成能源工業、煤電鋁及鋁後加
工、煤電硅、新型煤化工產業；先進裝備
製造、優質農畜產品加工、玉米生物、現
代蒙藥、物流加工、汽車配套產業園等科
技含量高的產業。全市集中建設通遼市承
接產業轉移園區，在304國道沿線建成300
平方公里工業長廊，突破區域建設煤電鋁
循環經濟產業園區和通遼市化工產業園
區，提升了通遼工業的集中度、成長性和
區域整體競爭力。

着眼未來，通遼市積極培育壯大主導
產業，着力推動資源型產業轉型升級，同
時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新型能
源、先進裝備製造業、生物醫藥等產業發
展，打造承接產業轉移平台；加快建設鋁
加工新材料基地、國家重要的玉米生物產
業基地和世界最大的小氨基酸基地、國內
外具有影響力的現代蒙藥科研生產基
地——一個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展的通
遼正在走進世人的視野。

色彩通遼
——金燦草原迎賓來

深厚的文化底蘊，神奇的旅遊天堂。
藍天白雲相依，駿馬羊群如梭，這是

科爾沁大草原真實的寫照。
通遼市作為我國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

地區，蘊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是紅
山文化和富河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也是蒙
古族文化最為繁榮的地區之一，史稱科爾
沁蒙古部落，是清代國母孝莊文皇后、愛
國將領僧格林沁、民族英雄嘎達梅林的故
鄉，是中國草原文化名城，擁有着 「中國
安代藝術之鄉」、 「中國馬王之鄉」、
「中國民族曲藝之鄉」和 「中國版畫藝術

之鄉」等眾多美譽， 「安代舞」、 「烏力
格爾藝術」、 「蒙古族四胡」已被列為我
國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如今，這顆美麗的塞外明珠，打造了
集草原、沙漠、溝壑、賽馬等為主的多種
特色文化的旅遊品牌。哲里木賽馬節、科
爾沁藝術節、草原婚禮節讓世界矚目；大
清溝、三大寺、孝莊園、奈曼王府等旅遊
區已成為重要的旅遊目的地，吸引了越來
越多的國內外遊客觀光旅遊。

蒙古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科爾沁馬
是馬中的極品，它的雄姿是草原上一道亮
麗的風景。通遼市先後引入三河、頓河、
蘇高血、阿爾登等品種種公馬，對當地蒙
古馬採取級進雜交和複雜雜交方式進行改
良，逐步培育出乘挽兼用型科爾沁馬新品
種。在 1992 年廣州舉辦的 「中國馬王杯
賽」上，通遼市騎手扎那力克群雄，獲得
了 「金馬杯」，榮登 「中國馬王」的寶
座，成為中國的第一個馬王。同年 7 月，
在北京舉辦的 「康熙杯」大賽中，扎那和
他的馬再次折桂。1996年，科左後旗騎手
那達木德繼扎那之後，又奪得 「中國馬
王」稱號。 「中國馬王」的兩連冠，讓通
遼市的馬產業威震天下。

1995 年 8 月 18 日，首屆 「8·18」哲里
木賽馬節閃亮登場，鋪開了通遼市打造
「科爾沁賽馬」的品牌之路。2002 年，
「8·18」哲里木賽馬節被國家旅遊局列為

全國重點旅遊活動項目，10多年來，吸引
着越來越多的國內外遊客慕名而來。通過
這項具有民族特色的賽馬盛會，讓世界了
解了通遼，讓通遼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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