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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係蒙古語，意為 「青色的城」，是內蒙古自治
區首府和全區政治、經濟、文化、科教、金融中心。近年
來，呼和浩特始終將招商引資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
和突破口，積極走出去、引進來，建設了一大批科技、環
保、高效的工業項目，構築起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經濟
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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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時期，是呼和浩特推動科學發展，實現富民強市

和 「兩個一流」首府目標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全市上下將進
一步優化發展環境，加大力度推進高效特色農牧業、新型工
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着力打造繁榮、宜居、和諧、幸福的
現代化首府城市，為此，呼和浩特推出一批極具發展前景的
重點招商項目。

招商引資重點產業領域
綠色食品加工產業

招商方向：瞄準世界 500 強和中國 100 強食品企業，加
大招商引資力度，形成乳品加工、糧食加工、肉製品加工和
啤酒飲料為主體的食品工業產業集群。乳業，要繼續加強奶
源基地建設，重點引進動植物優良品種選育、繁育和開發項
目、安全高效規模化畜禽清潔養殖項目、牛羊胚胎及精液工
廠化生產項目、乳製品深加工項目等有助於擴張生產規模，
延長產業鏈條，進一步提高市場佔有率的投資項目，保證原
料奶供應的數量和質量，鞏固和提升 「中國乳都」的地位。
在繼續擴張乳業生產規模的同時，依託乳業資源和其他畜牧
資源，引進培育發展肉類加工業及相關產業，形成以乳、肉
為主體的農畜產品深加工產業集群。

到2015年，乳製品國內市場佔有率提高到60%，伊利、
蒙牛進入世界乳品企業前10強，呼市地區綠色食品加工業產
值達到600億元，創建國家綠色食品加工基地。

產業集中區：和林盛樂園區、如意開發區南區、武川經
濟開發區。

電力及能源綜合利用產業
招商方向：利用周邊豐富的煤炭和風能、太陽能資源優

勢，加大電廠、電網及電力通道建設項目引進力度。依託高
鋁粉煤灰的資源優勢，擴大氧化鋁和電解鋁生產規模，積極
引進高性能鋁合金及其深加工產品、廢物回收利用產品項
目，延伸產業鏈條。到 2015 年，火電裝機規模 1500 萬千
瓦，風電裝機容量達到100萬千瓦，太陽能併網發電15萬千
瓦，電力工業產值達到250億元，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電力能
源基地；氧化鋁生產能力 200 萬噸，電解鋁生產能力 100 萬
噸，爭創國家循環經濟示範基地。

產業集中區：托克托工業園區、清水河工業園區。

新型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產業
招商方向：充分利用周邊資源和自身條件，加強泛呼包

鄂區域資源配置的對接與協調，實現企業規模化、集約化發
展，大力發展新型煤化工產業，積極引進煤製天然氣、煤製
苯胺等重點煤化工項目，打造煤氣化、液化、焦化等延伸加
工循環產業鏈，使煤製天然氣達到40億立方米以上，煤製苯
胺達到30萬噸。擴大煉油生產能力，大力開發石油化工下游
產品。力爭到 2015 年，煉油生產能力達到 1000 萬噸，烯烴
生產能力達到120萬噸，PVC生產能力達到100萬噸。

產業集中區：托克托工業園區、金橋開發區、清水河工
業園區。

裝備製造產業
招商方向：進一步發揮首府人力、研發、交通、基礎產

業等綜合優勢，打造裝備製造業產業集群。重點引進風力發
電整機製造和發電機、風電齒輪箱、液壓控制系統等關鍵零
部件、專用汽車及新能源電動汽車、數控機床整機及功能部
件生產項目。力爭到2015年，風力發電機生產能力達到3000
台（套），汽車生產能力達到10萬輛，機床功能部件達到60
萬台（套），裝備製造產業實現產值200億元。

產業集中區：金川開發區、金山開發區、裕隆工業園
區。

新能源及新材料產業
招商方向：抓住建設國家級綠色能源示範城市機遇，充

分發揮我市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優勢條件，重點引進風電、光
伏發電產業項目，積極發展生物質能源，努力打造 「多晶
硅—單晶硅—太陽能電池及組件—太陽能電站」完整的硅材

料產業鏈，結合裝備製造和材料工業，培育上下游聯動的新
能源產業集群。大力引進 F-12 高強有機纖維、碳纖維、塑
料光纖等新材料下游產業；重點引進鎂合金、陶瓷材料、新
型建築材料、石墨及深加工產品項目，建設非金屬新材料產
業生產基地。打造稀土深加工及應用產業鏈，重點引進發
光、拋光、儲氫等功能材料和應用產品。

到2015年，多晶硅生產能力達到2萬噸，單晶硅生產能
力達到 2000 兆瓦，太陽能電池及組件生產能力達到 1000 兆
瓦，風電裝機容量達到100萬千瓦，太陽能併網發電裝機達
到15萬千瓦，新能源及新材料產業實現產值350億元。

產業集中區：金山開發區、裕隆工業園區、金橋開發
區、鴻盛工業園區、如意開發區南區。

生物發酵及製藥產業
招商方向：在發酵和生物製藥產業領域，主要依託電力

優勢和地方資源優勢，繼續引進國內生物製藥企業和高新技
術成果，以發酵工程下游產品、微生物製劑、保健品為重
點，發展生物製藥。同時，立足現有骨幹企業，加大新產品
研發投入，重點引進現代中、蒙藥研發、生產及製藥工藝與
設備、天然藥物開發與生產等項目，形成體現民族特色、大
企業為支撐，集生產、銷售為一體的生物製藥產業集群。
「十二五」期末，生物發酵能力達到10萬立方米，力爭把我

市建設成為 「中國生物發酵之都」和國內重要的生物醫藥基
地。

產業集中區：托克托工業園區、清水河工業園區、金山
開發區、金川開發區。

信息技術產業 雲計算
招商方向：抓住沿海地區加工企業向內地轉移生產基地

的時機，實施更優惠的政策，發揮我市勞動力素質較高、成
本較低的優勢，立足國內三北市場，積極開拓俄蒙及歐洲市
場，加快推進由組裝加工型向生產加工型轉變，重點引進高
清晰度彩電、光存儲設備、新型平板顯示、高性能集成電
路、稅控收款機等應用新產品和配套元器件產業，力爭形成
集組裝加工、關鍵部件製造、技術研發、運營服務為一體的
國家級電子信息產業基地。

立足首府豐富電力資源、發達的服務業、優越的自然環
境等優勢，在穩步推進中國移動、電信、聯通三大運營商雲
計算數據中心項目的同時，積極引進培育發展雲計算產業的
雲軟件、雲平台、雲設備項目，努力打造國內最具影響力的
雲計算產業聚集區。

產業集中區：鴻盛工業園區、和林盛樂現代服務業聚集
區。

現代服務業
招商方向：積極推進國際物流和航空物流，啟動和發展

海運物流，重點優化城市配送物流及物流節點建設。大力發
展商貿流通，重點建設金海生產資料、首府農副產品、建材
貿易、肉類批發交易、汽配等交易集聚區。金融產業，優化
首府金融發展環境，吸引國內外銀行、證券、保險、信託、
基金等各類金融機構落戶首府。旅遊會展業，以草原文化、
黃河文化、民族文化為主題，着重引進旅遊基礎設施建設項
目，打造 「京津夏都」；以中國民族商品交易會、中國內蒙
古藥交會等會展活動為重點，逐步擴大規模和影響力，打造
一批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的會展品牌，培育發展會展經濟。
文化創意產業，積極培育發展一批具有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
團和文化產業集群，重點引進動漫、網絡傳媒、網絡遊戲等
新興產業項目，建設國家級動漫產業基地。商務服務，積極
引進國內外知名的會計、法律、諮詢、評估等中介服務企
業，形成立足本市、輻射西北的商務服務體系。

產業集中區：如意工業園區、鴻盛工業園區、和林盛樂
現代服務業聚集區、白塔空港物流園區。

總部經濟
招商方向：加快發展總部經濟，抓好以如意區為先行區

和核心區的總部經濟聚集區建設，積極引進商務型大企業、
大集團地區總部以及國內外、市內外商務型企業總部，打造
自治區商務中心；積極引進國內外大中型銀行、保險、基
金、信託、投資、財務、資產管理等非銀行性金融服務企業
以及信用卡中心、信息中心等金融後台服務機構，鼓勵銀
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設立自治區分支機構總部，打造
自治區金融中心。

產業集中區：如意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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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最大的乳品生產車間

1.大型集約化羔羊養殖加工基地建設
建設內容：建立4個羔羊養殖加工綜合基地。
投資估算：33843萬元。
效益預測：年銷售收入 16723.2 萬元，年利潤 7560.62

萬元，年利稅總額 8770.62 萬元，帶動項目區產值 900 萬
元。
2.奶牛規模化養殖場建設項目

建設內容：乳牛舍、犢牛舍、育成牛舍、產舍、隔離
牛舍、青貯窖、乾草棚、飲水池、奶站、沼氣池等。

投資估算：1億元。
效益預測：項目正常銷售收入為 10080 萬元，淨利潤

2000萬元。
3.綠色無公害蔬菜生產基地建設項目

建設內容：1）引水渠道。2）安裝噴滴灌溉系統。
3）高效節能日光溫室。

投資估算：1800萬元。
效益預測：銷售收入 1200 萬，淨利潤 400 萬，投資回

收期4.5年。
4.年產5萬噸精細高嶺土項目

建設內容：建設年產5萬噸精細高嶺土生產線及相應的
輔助設施。

投資估算：7012萬元。
效益預測：年銷售收入可達 1.15 億元，年利潤可達

3277萬元，投資回收期大約為2.2年。
5.年產10萬噸有機硅單體項目

建設內容：建設年產10萬噸有機硅單體裝置，主要包
括濃鹽酸解吸、恆沸酸深解吸、甲醇回收、氟甲烷合成、
單體合成、單體精餾、M2水解裂解、配套的公用工程及三
廢處理裝置。

投資估算：總投資約8.5億元人民幣。
效益預測：裝置達產後，將實現年銷售收入10億元、

年利潤2億元。
6.托克托工業園區鋁生態工業園項目

建設內容：利用大唐再生資源生產的電解鋁進行鋁製
品深加工，主要生產鋁板、鋁帶、鋁箔、鋁型材和鋁輪等
產品。

投資估算：依具體項目而定。
效益預測：實現鋁工業產值500-600億元。

7.大型風力發電設備製造基地項目
建設內容：一期工程建成年產30萬千瓦大型風力發電

機組。
投資估算：一期工程項目總投資48790萬元。
效益預測：一期工程風電機組總裝廠、風力發電機

廠、齒輪箱廠、葉片製造廠、塔筒製造廠年產值分別為
160000 萬元、9600 萬元、26000 萬元、29000 萬元、24000
萬元，稅金分別為18592萬元、1084萬元、3021萬元、3561
萬元、2868萬元。
8.礦用設備生產製造項目

建設內容：大型煤礦機械生產或防爆、智能型，如防
爆變壓器、防爆開關、真空管、礦用安全警報系統。

投資估算：總投資10億元。
效益預測：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10億

元人民幣，利稅1億元人民幣。
9.年產300套20英寸高純石墨加熱裝置建設項目

建設內容：項目總用地30畝，年處理高純石墨圓形料
和碗形料 350 噸，年產 20 英寸石墨加熱裝置（包括石墨坩
堝和保溫裝置）300套。

投資估算：項目總投資2000萬。
10.年發電量500MW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項目

建設內容：建設 500 兆瓦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形成
25W、2.5KW、5KW、10KW、20KW等各規格的系列太陽
能光伏發電系統。

投資估算：該項目總投資50億元。
效益預測：該項目發電併網後形成年收入43億元。

11.內蒙古軟件創意示範基地
建設內容：該項目佔地1280.6畝，建設周期為5年，建

設創意及軟件產業孵化區、工業研發中心（含風力發
電）、生態農業及科技研發區、金融結算服務中心、人才
培訓交流中心、基地管理中心、辦公和生活服務區及配套
基礎設施等。

投資估算：總投資26億元。
12.內蒙古大陸多晶硅太陽能產業集群有限公司多晶硅項目

建設內容：項目設計總規模為年產多晶硅18000噸。
投資估算：項目總投資180億元人民幣。
效益預測：項目全部達產後可實現銷售收入300億元。

13.內蒙古晟納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建設項目
建設內容：年產500噸8英寸太陽能硅單晶圓棒及年產

1500 萬片太陽能硅單晶薄片。建設生產廠房、配套工藝設
備以及水、電、環保等公用工程設施及員工食堂。

投資估算：總投資 53046.14 萬元人民幣，其中固定資
產43064.17萬元，流動資金9981.97萬人民幣。

效益預測：銷售收入18.3億元，財務淨現值為33243.81
萬元，回收期4.96年。
14.托克托工業園生物製藥產業下游半成品、成品藥項目

建設內容：目前，托克托工業園區生物製藥生產能力
為 1 萬噸青黴素、20 萬噸液糖、3000 噸阿莫西林、3000 噸
維生素 B12、270 噸輔酶 Q10、2300 噸黃黴素、120 噸阿維

菌素、2萬噸酶製劑、5000噸黃原膠、2萬噸金黴素和2萬
噸土黴素碱等。由於其主要產品大部分都是初級產品，附
加值較低，所以在未來幾年，園區將大力引進與目前生產
規模相對應的半成品、成品藥項目，加快推進生物製藥產
業從原料藥、醫藥中間體到半成品、成品藥的完整醫藥轉
型升級。

投資估算：依具體項目而定。
效益預測：園區生物製藥產業以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

的發酵和生物製藥產業基地為目標，以企業為主體，以特
色發展為重點，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科技創新為支撐，
以環境保護為前提，依託資源和技術優勢，加快推進生物
製藥產業從原料藥、醫藥中間體到半成品、成品藥的完整
醫藥轉型升級，努力實現製藥產業系列產品生產一體化的
產業發展格局，積極培育和引進技術含量高、三廢治理技
術先進、資源綜合利用程度高、產業鏈符合循環經濟發展
要求的配套企業，逐步形成具有鮮明特色和核心競爭力的
生物製藥產業集群。
15.清水河縣黃河峽谷旅遊景區

建設內容：依託當地獨特的資源優勢，將景區建設成
為5A級景區，年接待能力達到20餘萬人次。建設內容主要
包括：老牛灣賓館、黃河文化苑、老牛灣生態園景區、停
車場、釣魚平台、跨河索道。

投資估算：項目計劃總投資1億元。
效益預測：2011年-2015年，縣域年可接待遊客不低於

10萬人，旅遊全年總收入應在1.5千萬元以上，按利潤32%
計算，直接經濟收入約500萬元左右。2015年以後遊客人數
和旅遊收入呈急劇上升趨勢，同時，世界旅遊組織統計資
料表明，旅遊業每直接收入1元，相關行業將增收4.3元，
本項目產生的經濟效益將是巨大的。
16.內蒙古敕勒川文化旅遊產業園區

建設內容：建設遊客服務中心、娛樂水郡中心、草原
文化景觀區、濕地生態景觀區、陰山山地景觀區。

投資估算：本項目擬投資總額約30.4億元人民幣。
效益預測：本項目的建設，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重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對完善呼
和浩特旅遊產品結構、提升旅遊品牌形象、塑造良好的生
態環境起到積極推進作用。
17.回民區沿山大青山生態旅遊項目

建設內容：1）永安寺宗教旅遊區濱水世界。2）溫泉
會議度假中心。3）濱水世界。4）烏素圖溝谷徒步探險和
漂流項目。5）烏素圖高檔別墅區。6）烏素圖高檔住宅
區。7）滑雪（滑草）場。8）宗教旅遊觀光區。9）段家窰
土默川特色餐飲村。10）焦贊墳綠色特色農業觀光。11）
國際馬術俱樂部。

投資估算：項目總投資28.54億元。
效益預測：按年市民出遊量68萬人次，平均每人花費

300元計算，綜合收益為2.04億元。
18.和林格爾大南山生態文化旅遊園區

建設內容：建設文化景觀區、生態度假區、歡暢娛樂
區、生態休閒區、濱河休閒景觀帶。

投資估算：總投資為5.1億元。
效益預測：景區全面建成後，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顯

著。無論是從產業政策、地理環境、財務核算諸方面進行
分析，該項目經濟效益顯著。
19.白石生態旅遊區

建設內容：白石生態旅遊區將在充分開發、利用現有
資源的基礎上，建設一個集吃、住、行、遊、購、娛為一
體的，具有高品位的生態度假遊樂區，建成後年接待遊客
可達到33.5萬人次。

投資估算：景區佔地 28 平方公里，開發使用面積 8 平
方公里，總投資8087.55萬元人民幣。

效益預測：總投資8087.55萬元人民幣，經測算，靜態
投資回收期3.14年，動態投資回收期4.16年。
20.新華西街地塊招商項目

建設內容：商場、酒店餐飲、寫字樓、住宅、行政辦
公、金融保險。

投資估算：按每個項目平均30億元估算。
21.白塔國際空港物流園區建設項目

建設內容：重點發展臨空物流、保稅物流、金融信
息、農副產品物流、家具建材物流、大宗產品物流、第三
方物流等。

投資估算：項目一期投資50億元人民幣。
效益預測：年物流處理能力達到2000萬噸，實現利潤

600萬元。

項目推薦單位：呼和浩特市經濟協作局

招商熱線：0086-471-46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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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0086-471-4621313 4612786

網 址：www.hhhtinvest.gov.cn

郵 編：010010

地 址：中國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新華東街6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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