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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產業：以內蒙古神舟硅業有限責
任公司已投產的多晶硅為主，一、二期
產能盡快達產，三期盡快啟動，多晶硅
產能達到10500噸。

太陽能光伏產業：內蒙古中環光伏
材料有限公司已投產的單晶硅晶體為
主，在 「十二五」末期，形成年產單晶
硅晶片 3GW-5GW，多晶硅晶體 1GW
的產能。

太陽能電池、組件：以內蒙古中環光
伏材料有限公司為主，重點從事研發、
生產和銷售太陽能電池片、電池組件，
拉動內蒙古地區光伏產業鏈的發展和整
個內蒙的經濟發展，在 「十二五」期間，
使太陽能電池產能達到2GW的太陽能光
伏電池產能，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能
達到2GW。

光伏發電系統：以內蒙古中環光
伏材料有限公司和內蒙古神舟光伏電
力公司為主，充分發揮企業在光伏產
業、光伏組件、系統集成方面的技術
優勢和規模優勢，重點引進和開發太
陽能光伏電池，帶動下游太陽能電池
片、封裝組件、系統集成、光伏電站
等新能源的發展，完成 500MW 光伏
電站建設。光伏產業年產值實現 500

億元，成為內蒙古地區最大的光伏產
業基地。

中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入駐金
橋經濟技術開發區規模最大的企業，佔
地 130 公頃，現原油年加工能力 150 萬
噸，擁有七大類 20 餘種產品，年產值
60多億元。目前正在建設的500萬噸煉
油擴能改造項目仍在原廠址上進行，煉
油擴能項目計劃建設投資 72 億元，煉
油能力達到 500 萬噸／年，建成投產
後，可實現銷售收入300億元，稅收貢
獻 30 億元。遠期規劃，煉油擴能技改
二期項目完成後，年煉油能力達到
1000萬噸。

中海石油天野化工股份公司：現已
形成年產合成氨 30 萬噸、尿素 52 萬
噸、甲醇20萬噸、聚甲醛6萬噸的生產
能力，實現銷售收入近 20 億元。目前
正在實施 20 億立方米煤氣化項目和新
建 60 萬噸大顆粒尿素、35 萬噸合成氨
項目，計劃投資近 50 億元，建成後，
公司年銷售收入達到 50 億元，成為內
蒙古地區最大的化工產業基地之一。中
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煉油能力 1000
萬噸∕年，產值600億元；中海石油天
野化工股份公司產值50億元。

園區產業未來發展目標

金橋經濟開發區大事記：
1999年9月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創建。
2001年12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為自治

區級開發區。
2004年，內蒙古建設廳批准金橋開發區總體規劃。
2005年3月7日，內蒙古自治區工業辦公室批准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為自治

區重點工業（園）區，9月被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評為先進重點工業開發區、發展
速度最快的開發區。

2007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2007）第六號公告，批准呼和浩特金橋經
濟開發區為省級開發區， 「呼和浩特金橋經濟技術開發區」 更名為 「呼和浩特金橋經
濟開發區」 。

2009年，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區委、區政府決定實施 「142」 發展戰略，將呼和浩
特金橋經濟開發區納入呼和浩特市 「一核雙圈」 發展戰略規劃，成為呼和浩特市四大
工業集中區之一。

2011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為自治區級呼和浩
特市光伏材料示範基地。

一片有特色的區域才有靈魂，一片有靈魂的區域才有魅
力，一片有魅力的區域才會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呼和浩特金
橋經濟開發區就是這片既有靈魂和魅力又有着吸引力和凝聚
力的熱土。自開發區成立之初，布局者高瞻遠矚，共同繪製
產業興區藍圖。經過多年的發展，這幅宏篇力作以欣欣向榮
的姿態展現在人們面前。高聳林立的大廈、治理後清澈的河
流、居民生活配套設施的完善、產業集群的優先發展，無不
展現出時代發展的強音！ 本報記者 王靜秋

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創建於
1999 年 9 月，2001 年 12 月 11 日，內蒙
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呼和浩特金橋
經濟開發區為自治區級開發區。呼和
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位於市區東南
部，隸屬於呼和浩特市賽罕區，規劃
面積 13.6 平方公里，分為工業一區
（高新技術產業區）和工業二區（石
化工業區），總體規劃由國內甲級設
計院規劃設計。

為了更好地融入呼和浩特市經濟
發展大格局中，創建 「一流首府經
濟」，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制定
了 「十二五」經濟發展目標，到 2015
年，開發區工業總產值實現 1000 億
元，工業增加值實現300億元。

建設兩大 「基地」
打造產業集群

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在 「十
二五」期間，重點規劃了 10 平方公里
作為光伏產業發展基地，將重點發展
以內蒙古神州硅業公司和內蒙古中環
光伏材料公司為龍頭的高新技術產業
集群，打造以多晶硅→單晶硅→太陽
能電池為主線的太陽能光伏產業，將
金橋開發區建設成自治區光伏產業基
地，重點發展以中石油、呼和浩特石
化公司、中海石油、天野化工股份公
司為主的石油化工產業基地。

金橋開發區還是首府 「首」區賽
罕區構築大產業、培育大企業、發展
大工業的發展載體，是呼和浩特市落
實內蒙古自治區 「沿黃沿線」產業發
展規劃確定的四大工業集中區之一，
是呼和浩特市光伏材料示範基地，是
內蒙古自治區重點工業區之一。經過
幾年的發展，金橋開發區已經形成以
石油化工產業、光伏材料產業為主的
兩大主導產業，形成了以捲煙、電
力、印刷、建材為主的四大支柱產
業。2011 年，呼和浩特金橋經濟技術
開發區實現財政收入 4.14 億元，同比
增長10%，完成工業總產業135億元，
同比增長 5%，完成工業增加值 38 億
元，同比增長 9%，完成固定資產投資
87.25億元，同比增長16.3%，完成國內
投資 73.85 億元，同比增 24%，完成國
外投資7569萬美元。

概括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工
業發展的思路，是以民營企業、外資
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為主，做大光伏
產業，做強硅產業，做精石油化工產
業。進一步營造創新創業環境，提高
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
和產業高端化，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
融合，建設一流首府經濟。以培育有
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為目標，通過產業
集聚和科技創新，加快發展速度，提
高發展質量。合理調整產業布局，優
化產業結構，以發展光伏產業、新能
源產業和石油化工產業為主，成為全
國最大的光伏產業基地和化工產業基
地。

優惠政策支持
招商成果顯著

一項項經濟數據的不斷攀升，折
射出園區的發展速度。良好的投資環
境引來大批企業入駐，目前已先後有
50 多家企業入駐園區。金橋熱電廠、
蒙昆捲煙、天野化工6萬噸聚甲醛、中
石油呼和浩特分公司500萬噸煉油擴能
改造等上億規模的大項目的落地，形
成了以石化、電力、硅業、煙草、製
藥、多晶硅、印務等為主的產業體
系。

在招商優惠政策支持上，優先組
織光伏企業申報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取得認證後，享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的優惠政策，減按15%的稅收率徵收企
業所得稅。光伏企業從事技術轉讓、
技術開發及與之相關的技術諮詢、技
術服務所得收入，免徵營業稅。新建
光伏企業自成立起5年內，企業所得稅
地方留成部分的50%返還企業，用於支
持企業的技術創新。入住園區的企
業，將享受國務院西部大開發優惠政
策。

今天的呼和浩特，已成為中國西
部政策最優惠，服務最優良，投資環
境最理想的地區之一，目前，金橋開
發區正在加緊規劃建設，一個新型的
現代化工業區即將呈現在呼和浩特
市。金橋開發區堅持以 「工業立區、
商業活區、科技興區、生態美區、設
施固區」為方針，以高新技術產業為
龍頭，以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為重
點。二、三產業同步發展，建設成
為—個現代化的工業區和完善的社會
服務功能體系，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同
步發展。

加強基礎建設
打造宜居城區

今天的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
形成了高標準的路網、通訊、水、
電、氣、暖等公用設施，開發區 13.6
平 方 公 里 區 域 全 部 達 到 「七 通 一
平」，同時，在開發區周邊建有較高
水平的中學、小學、幼兒園以及公
園、賓館、俱樂部、住宅別墅區、購
物中心等配套設施，既適合企業研發
生產，也適合人員居住、生活。

走進金橋經濟開發區，除了這裡
欣欣向榮的變化令人感嘆，濃濃的綠
意也是新區的一大亮點：一條條筆直
寬闊、四通八達的綠廊坦途，穿越於
靜謐的葱翠屏障之間，湧動凸顯着金
橋人造綠、添綠、追求綠色卓越夢想

的決心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生態建設
發展的節奏。近年來，金橋經濟開發區
黨工委、管委會以爭創國家環境保護模
範城市為目標，全力進行道路、遊園、
廣場、景觀街、生態環境保護、高壓帶
走廊綠化建設，不斷改善園區生產、生
活環境，逐步構建生態、園林型園區的
綠化新格局。

「樹立精品意識」，營造 「四季有
綠、三季有花」景觀效果，為駐區單位
營造優美環境，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為
園區經濟建設發展提供良好環境，一直
是開發區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內
容，同時也是順應民意的民生工程。幾

年來，金橋經濟開發區在加快推進基礎
設施建設的同時，特別注重生態建設，
在提升園區品質，構建生態、綠色園區
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

今天的金橋經濟技術開發區，已是
基礎設施最完善，辦事程序最便捷，發
展前景更廣闊的開發區，以其優良的投
資環境，優惠的稅收政策，優質的項目
服務迎接國內外投資者投資創業。我們
堅信，具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一定會
把目光投向這裡，抓住西部大開發的發
展機遇，充分利用金橋開發區的創業平
台，拓展業績，與時俱進，大展宏圖，
再造輝煌。

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管委會辦公樓

開發區便利的交通

落戶開發區內的企業

呼和浩特金橋經濟開發區一景

中國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

開發區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