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的香港，碧波蕩漾，春意盎然，2012年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活動周系列活動在此隆重舉行。
自治區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此次經貿合作活動周，派出了以自治區主席巴特爾為團長，常務副主席潘逸陽為副團長，自治區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及各盟市、工商業界人士組成的500餘人

代表團。從4月10日開始，共在香港進行了開幕式、蒙港經貿合作項目推介會、草原英才招聘推介會、雲計算產業發展專題推介會、內蒙古旅遊專題推介會、內蒙古港澳（臺）同鄉聯誼會、內
蒙古盟市經貿合作活動日等多場主要活動。

這次活動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一批鼓舞人心的洽談成果，更向港人展示了內蒙古人辦實事、求實效、創實績的工作作風。通過本次活動，內蒙古向香港各界展現了近年來的發展成就，展
示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將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內蒙古，讓外界進一步解了內蒙古的良好發展態勢、美好發展前景和蘊藏的巨大商機，為推動香港企業加快在自治區投資項目進程，吸
引更多的港商投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巴特爾主席表示，分享機遇，共創繁榮，是時代發展進步的要求。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具有獨特的發展優勢，是內地企業的重要融資平台和開展國際貿易的窗口。加強同香港的經貿
合作，是內蒙古實現新的更大的發展的戰略選擇。

（本組稿件由喬輝、王靜秋、溫波、白潔採寫）

赤峰市：「玉龍」騰飛 香江助力

「鄂爾多斯市產業轉型升級項目推介會暨簽
約儀式」於11日在香港舉行，中聯辦副主任郭莉
和數百名香港客商參會。

鄂爾多斯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付萬惠介
紹，在去年的 「內蒙古．香港經貿活動周」期
間，鄂爾多斯市與香港等國內外企業簽訂了18項
投資合作協議，目前大多數項目運行良好，其
中，世紀互聯在雲計算產業園一期計劃投資 20
億，有望今年年底前正式投產。 「十二五」期間
鄂爾多斯將加快發展，藉是次推介會進一步深化
交流合作，共用發展機遇。他還表示，鄂爾多斯
將繼續努力打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積極承接先進
產業轉移，繼續堅持改革開放，進一步擴大視
野，加強與國內外有識之士的交流，尋求更大範
圍、更高起點的合作，

付萬惠介紹， 「十二五」期間，鄂爾多斯力
爭在八方面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一是積極創
建國家新型煤化工試驗示範基地；二是做大做強
優勢特色產業；三是全力打造國家西部地區重要
的汽車生產基地；四是重點推進新能源產業；五
是優先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六是加快發展現代
服務業；七是進一步規範金融服務業發展；八是
全力提升文化旅遊質量。

其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重點培育
LED 下游產業、液晶顯示器、筆記本電腦、手
機、軟件、雲計算、物聯網等產業，促進電子資
訊產業快速發展。在規範金融服務業發展上，將
圍繞建設 「中國西北地區金融中心」為目標，引
進一批全國性商業銀行或外資銀行建立分支機
構；幫助地方金融機構上市；積極爭取相關期貨
交易所在鄂爾多斯市設立煤炭、PVC等期貨品種
的現貨交割倉庫。

當日簽約儀式上，鄂爾多斯與香港相關企業
簽訂了一系列項目，涉及雲計算、新材料、化
工、新能源等領域。其中，鄂爾多斯市分別與香
港貿易發展局、中小企業（深圳）產業投資基金
管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和中小企業創業基地
合作協議；與中國鋁業簽訂高鋁煤炭資源開發及

循環經濟產業鏈項目；與法國液化空氣（中國）
投資公司簽訂工業氣體生產項目合作協議。此外
部分旗政府也與相關企業簽訂項目合作協議，其
中烏審旗與內蒙古博源控股及韓國 LG 簽訂化工
多聯產項目合作協議。

據了解，鄂爾多斯資源豐集，以 「羊煤土
氣」著稱。全市羊絨製品產量約佔全國的三分之
一，世界的四分之一。煤炭探明儲量1702億噸，
佔全國的六分之一。年產原煤達 5.9 億噸，是目
前全國最大的煤炭生產基地。全市天然氣探明儲
量達2.8萬億立方米，煤層氣遠景儲量達4萬億立
方米。去年，鄂爾多斯全市地區生產總值實現
3218 億元（人民幣，下同），人均 GDP 近 2.52
萬美元，完成財政收入796 億元，固定資產投資
2243.4億元。

4 月 13 日上午， 「包頭市招商
引資項目推介會暨簽約儀式」在香
港召開，包頭市孫煒東市長真誠邀
請香港企業家來包頭投資興業，也
歡迎香港市民來觀光旅遊。

據悉，此次推介會上，包頭市
共與 12 家港資企業簽訂了設計高新
技術研發、現代物流、生態建設等
領域的合作協議。其中，與香港共
簽訂包括稀土永磁機電項目、1010
萬噸鎂合金產品生產線項目、年產5
萬噸高端鑄造鋁合金製品項目等 13
項，投資總額達數億美元。

孫煒東市長表示，去年成功引
進一批香港的企業和資金以來，包
頭市不僅加快了經濟發展的步伐，
也通過總結和探索，形成了一套更
為完善的招商引資工作思路，正在
開創更為優越的投資環境以歡迎和
接納更多的香港企業進駐包頭。

推介會上，孫煒東介紹說，包
頭去年生產總值突破 3000 億元，達
到 3005.4 億元，綜合經濟實力進入
到中國西部城市第4位，特別是包頭

始終保持着旺盛的投資需求，成為
西部地區最具發展活力的城市之
一。包頭市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
伐，開闢了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
的廣闊空間；圍繞鋼鐵、鋁業、裝
備製造、電力、稀土等優勢特色產
業，實施了一大批產業延伸和精深
加工項目，使傳統的產業優勢得到
鞏固和提升，形成了新的產業集聚
和配套能力；按照構建現代產業體
系的要求，完善了發展高新技術產
業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新興產
業的政策保障體系，一批符合要求
的產業項目已經開始建設，吸引着
更多投資者的關注；包頭市還加強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各項環境改善
工作，完善了城市綜合服務功能，
形成了 「半城樓房半城樹，居民嵌
在綠蔭中」的獨特景觀，這座昔日
的國家園林城市、國家森林城市，
如今正在向着建設生態宜居城市的
目標邁進，在發展建設中不斷滿足
人們對提高生活品味和環境質量的
要求，努力用藍天、碧水、青山、

大草原繪製一幅工業城市轉型發展
的美好圖景。

孫煒東市長向眾多港商介紹，
近年來，包頭市優化了招商引資環
境，強化了各類生產要素的集聚能
力——浦發銀行、招商銀行、華夏
銀行等先後落戶包頭，金融服務體
系進一步發展壯大；包頭市正在建
設內蒙古地區規模最大、門類最全
的職業教育基地，努力為社會培養
更多的專門型、實用性、技能型人
才，始終保持充沛的、高素質的人
力資源供給。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招商推
介會」十三日在港舉行。錫林郭
勒盟盟委副書記、盟長劉俊臣指
出，在國家 「十二五」規劃中，
錫林郭勒盟被列為全國五大綜合
能源基地之一，具有良好的發展
前景。錫林郭勒盟經濟快速發
展，與香港的交流日益頻繁。而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
和人才中心，這與錫林郭勒盟富

集的資源開發具有積極的互補性。
劉俊臣盟長在會上指出，錫林郭勒盟已先後與恒基

兆業、亞洲電視、華潤電力、協鑫集團等多家香港企業
建立合作關係。他透露，當前錫林郭勒盟將借助國家良
好的政策機遇和資源優勢，着力培育綠色食品、現代能
源、新型化工、有色冶金、文化旅遊五大特色支柱產
業，全力打造煤—電—化工、煤—電—冶金、煤—電—
新型材料三條循經產業鏈，力爭把錫林郭勒盟建成國家
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有色金屬採選冶煉基地、綠色食
品加工基地和草原特色旅遊勝地。

錫林郭勒盟招商局局長馮愛霞介紹，此次重點推介
的投資領域有五個。它們分別為現代能源產業、高端化
工領域、有色冶金領域、綠色食品加工領域和文化旅遊

領域。她續稱，錫盟在發展高新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的條件優越，期望在該領域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以
加快錫盟在雲計算、集成電路、煤炭深度轉化、光伏產
業、生態治理、環境保護、生物工程等高科技產業發
展。在商貿物流、金融服務領域方面，由於香港企業具
備成熟的服務業經營經驗，相信它們能在該方面發現更
多的商機。

當日會上還進行兩個項目的簽約儀式，均為煤炭深
加工項目，涉及總投資100億元人民幣。

據介紹，錫林郭勒盟年出欄牲畜800萬頭隻左右。已
發現礦種80餘種，探明儲量30餘種。煤炭探明加預測儲
量超過2600億噸，褐煤儲量居全國首位。鍺探明儲量佔
內地可開採總量70%、佔世界總儲量35%。全盟可開發利
用風能超過 5000 萬
千瓦。去年全盟地
區生產總值、地方
財政總收入、全社
會固定資產投資分
別 達 到 695.9 億 元
（人民幣，下同）、
96.4 億元、510.3 億
元。

2012年4月，內蒙古
自治區在香港舉辦 「2012
年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
活動周」期間，烏海市人
民政府在這美麗的香江舉
辦了展示烏海魅力的推介
會。

推介會上，烏海市市
長侯鳳岐表示， 「政府創
造 環 境 ， 企 業 創 造 財
富」，歡迎各方朋友到烏
海觀光考察、投資興業，
切身感受烏海的朝氣蓬勃
和發展活力。選擇烏海，
就是選擇發展；投資烏

海，就是投資未來。
烏海市，是一座充滿生機活力宜居宜業的城市，烏

海市收入水平競爭力排名和幸福感指數競爭力排名列內
蒙古自治區前列，在2012年《全國第三屆地市州盟相對
富裕程度與統籌發展監測評價報告》中名列18位。

作為我國重要的煤焦化工和氯堿化工基地的烏海
市，自建市之初就是一座典型的工業城市。豐富的資源
條件，堅實的產業基礎，不僅吸引了大批國內企業投資
烏海，更是吸引了一批香港知名企業投資烏海。香港盈

得氣體集團、香港龍門集團、香港中華煤氣集團、香港
中國天化工集團等企業已牽手烏海市，共繪美好藍圖。

2011 年，國務院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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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海市搶抓機遇，加
快發展步伐。目前，烏海市 PVC 產能 120 萬噸，預計到
「十二五」期末達到 300 萬噸；現有焦炭產能 1800 萬

噸，預計到 「十二五」期末達到2000萬噸。在圍繞兩個
基地和內蒙古自治區精細化工城建設，未來的烏海市將
重點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精細化工、節能環保、裝備
製造等新興產業，培育新的增長極。

經過三十多年的建設發展，烏海市已成為內蒙古工
業基礎最好、產業配套性強的新興工業城市。在工業進
程快速不斷發展的同時，烏海市城市基礎設施日臻完
善，城市品位不斷提高，未來的烏海市將是一座城在湖
畔、水貫城中的生態宜居城市。與此同時，烏海市投資
服務環境也在不斷優化，烏海市採取多種措施積極扶持
企業發展，制定出台了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及優勢產業的
相關政策，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支持，提高行
政辦事效率，為企業提供優質、便捷、高效的服務。

本次烏海市在香港舉辦的推介會備受港人、港企關
注。推介會將烏海市的未來發展美景一覽無遺展示在這
個大都市面前，展現了烏海市勃勃生機的城市面貌，搭
建了展示烏海市魅力的平台，烏海市敞開懷抱歡迎各方
賓客的到來。

4 月 12 日，
2012年內蒙古‧
香港經貿合作周
呼倫貝爾市重點
項目推介會在香
港舉行，期間共
有 10 個 招 商 項
目進行了簽約，
涉及服務業、文
化 產 業 、 旅 遊
業、社會事業等
多個方面，簽約
金額達 200 億元
人民幣。

呼倫貝爾市
市長張利平指出，香港在呼倫貝爾的投資逐年增
加，兩地貿易往來呈現逐年上升趨勢，香港是呼
倫貝爾市利用外資的重點地區。到2011年末，呼
倫貝爾共有港資企業 24 家，佔全部外資企業的
44%，累計利用港資4.3億美元。2011年港資企業
實現銷售收入11億元，納稅1.1億元，解決城鎮
就業5000多人，為呼倫貝爾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
要的貢獻。

金昭副市長稱： 「一直以來，呼倫貝
爾始終高度重視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在
土地供應和稅費徵收等方面，制定和實施
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也營造了安商、富
商、親商的良好發展環境，贏得了入駐呼
倫貝爾市的企業和商家的高度認可。經過
多年的努力，我們要把呼倫貝爾建設成為
北疆生態安全屏障、國家大型優勢特色產
業基地、沿邊開發開放試驗區、國際原生
態多民俗旅遊勝地、邊疆民族和諧幸福家
園。」

項目簽約儀式上，呼倫貝爾市政府與
香港快運航空公司簽訂呼倫貝爾到香港、
延伸至台灣航線合作協議。據了解，呼倫

貝爾已開通了香港，俄羅斯赤塔、伊爾庫茨克，
蒙古國喬巴山等 8 條國際航線，連接香港、北
京、呼和浩特、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30餘
條長期及季節性航線，僅海拉爾機場旺季日進出
港航班就達 60 架次以上，旅客年吞吐量突破 75
萬人次。呼倫貝爾市旅遊局長錢瑞霞稱，呼倫貝
爾——香港航線的開通以來，使得呼倫貝爾市民
來往於香港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打造了一條
旅遊黃金線，成為呼倫貝爾冬季旅遊破題的點睛
之筆，更為呼倫貝爾與香港、與世界各地架起了
一條方便、快捷的 「空中通道」，力促了經濟國
際化進程。此次，這條航線延伸至台灣，更加推
動了呼倫貝爾市旅遊業的發展，讓更多的寶島市
民來到呼倫貝爾觀光旅遊。

「呼倫貝爾地域廣大，區位獨特，生態良
好，資源富集，具有明顯的後發優勢、歷史人文
優勢、要素組合優勢、政策優勢和要素組合優
勢。如今，呼倫貝爾市正面臨一個加快發展的難
得戰略機遇期，百業競興、商機無限，熱忱歡迎
各位朋友，並通過你們邀請更多的朋友，到呼倫
貝爾旅遊作客，投資興業，共謀發展。」張利平
市長最後說。

4 月 13 日，滿洲里‧香港項目合作推介會在香港舉
行。

滿洲里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梁寶源介紹，滿洲里1992
年被國家批准為首批沿邊開放城市，2010年被確定為國
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滿洲里地處東北亞經濟圈的中
心，是全國最大的沿邊陸路口岸，承擔着中俄貿易 60%
以上的陸路運輸任務。對內背靠我國東北三省、與環渤
海地區相貫通，經濟腹地遼闊；對外連接俄羅斯西伯利
亞大鐵路直至荷蘭鹿特丹，所經沿線是俄羅斯人口最
多、資源最富集的地區；與東北亞各國相望，經濟地理
條件十分優越。

目前，《滿洲里建設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實施方
案》經過多番論證已經通過自治區政府上報國家發改
委，正待國務院批准實施。開發開放試驗區的吸引集聚
效應開始顯現，人流、物流、項目等要素日趨活躍，正
成為國內外商家關注的熱點地區。

在如何與港深入合作這個問題上，梁寶源副市長對
記者說： 「一是充分利用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有利
條件，積極推動經濟、社會各方面項目融資；二是充分
發揮香港作為世界自由貿易中心的有利條件，積極推動
兩地經貿合作；三是充分利用香港作為亞太地區重要旅
遊城市的有利條件，積極促進跨境旅遊合作；四是充分
利用香港擁有眾多實力較強工商貿企業的有利條件，促
進香港企業到滿投資興業。」

梁寶源副市長稱，要進一步深入推進對外開放升級
戰略，積極落實中俄合作規劃綱要，全方位、多領域加
強與俄蒙等東北亞國家的交流合作，擴大開放領域，優
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水平，建設輻射東北亞的開發開
放經濟帶。口岸建設方面，進一步加快鐵路、公路、管
道、航空立體化疏運網絡建設，打造功能齊全、設備先
進、管理科學、服務優良、高效通關的現代化國際口
岸。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建設 「四大基地」的戰略目
標。要推動外貿戰略升級，實施貿易企業集團化戰略、
境內外貿工一體化戰略、外貿商品市場專業化戰略、農
副產品出口規模化戰略，建設國際貿易基地。充分利用
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大力發展進口資源接續和
出口產品分撥的口岸加工製造業，建設進出口加工製造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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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框架協議120億元（人民幣），
涉及光伏電站、褐煤提質項目、農
業深加工等項目。

通遼市市長胡達古拉在會上致
辭表示，通遼與香港的交往源遠流
長，目前，在通遼的港資企業已達
到 26 家，佔外資企業的一半以上。
她說，香港是世界的自由港和國際
貿易、金融、航運中心，工商業發
達，資金、技術力量雄厚。通遼與
香港兩地各方面合作關係一直保持
友好。港商作為通遼的主要外資來
源，香港客商在帶來資金的同時，
也帶來先進的理念等，為促進兩地

的溝通聯繫、推動通遼發展做出重
要貢獻。通遼也是大的供港活牛基
地，每年供應1萬多頭活牛，佔據香
港活牛市場的五分之一。

胡達古拉市長介紹，跨入 「十
二五」通遼更加注重開放合作；更
加注重依靠先進技術，更加注重引
進高端人才等。着力在煤電鋁、煤
電矽、新能源、新材料、先進裝備
製造、現代服務業等產業發展，以
及交通、市政等重大基礎設施領
域，積極謀求與國內外企業、集團
進行戰略合作。目標把通遼建成在
東北地區乃至全國有重要影響力的
煤電、風電、光伏互補的綠色能源
地；綠色有基食物為主的農畜產品
生產加工基地；東北地區重
要的交通樞紐和區域性物流
中心等。

近年來，通遼通過探索
在農牧業資源富集地區推進
新型工業化，經濟社會實現
跨越式發展。去年通遼的地
區生產總值就達到 1448 億
元；財政總收入達到 121 億

元，均位居內蒙古自治區第四，規
模以上工業列全區第三位。胡達古
拉表示，通遼將以更靈活的合作機
制、更優良的創業環境，讓香港企
業到當地投資興業。

據了解，通遼市是次推介的項
目達十多類逾百個項目。類別中包
括生物科技、新型煤化工、光伏產
業、綠色農畜產品加工、特色裝備
製造、高新技術、醫藥化工等。此
外，多家香港企業的主管及代表有
出席當日的會議，並發表在當地投
資的經驗及心得。他們均表示，當
地投資環境良好，各方合作和洽，
會加強當地發展同時，也希望讓更
多外商了解當地，赴當地投資。

在2012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周期間，赤峰市與香
港簽下150億元人民幣的合作項目。

自去年 「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活動」開展以來，
赤峰市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就引進港資七十多億元，一
年來的實踐證明，港資企業的注入對赤峰市的產業優化
升級發揮着強大的拉動力量，這種長效的積極作用讓赤
峰市的企業和群眾切實感受到了合作的力量。

今年，赤峰市加大與香港的合作：赤峰市與蒙東雲
計算投資聯盟簽訂了投資合作協議，5年內該聯盟將在赤
峰投資70億元建設雲計算產業化項目，將赤峰打造成蒙
東地區的雲計算中心。同時還簽訂了通訊電子產業園、
風電資源開發和風機整機銷售、雲計算公共服務平台、
少數民族語言雲計算應用信息平台、民情諮詢平台、雲
醫療、羊絨產業鏈建設、金融合作、現代醫藥物流、大
型綜合超市等系列項目，共計13項合作協議。

擁有 「玉龍之鄉」美譽的赤峰市，是一片充滿希望
的投資熱土。韻味十足的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豐富

了文化的底蘊；良好的區位交
通、富集的礦產資源構建了發展
的基礎；豐富的農牧業資源、獨
特的旅遊資源插上了騰飛的翅
膀；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
業基地的雙重優惠政策提供了發
展的保障，這些優勢因素的疊
加，必將推動赤峰經濟實現又好
又快的發展。

在 「2012赤峰‧香港經貿合
作項目推介會」上，赤峰市委書
記王中和表示，赤峰市將依託資
源優勢和現有產業基礎，圍繞打
造國家重要的有色金屬生產加工基地、能源基地、新型
化工基地、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基地 「四個基地」，
面向全球招商引資，努力為赤峰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他
還表示，香港經濟發達，人才濟濟，資金、技術、管理
力量雄厚，先進生產要素集中，與赤峰的資源、區位、
勞動力、產業基礎、產業發展方向等具有很強的互補
性。赤峰的經濟發展保持着良好的態勢，對外開放已經
漸入佳境，政策好、環境優、空間大，完全有條件、有
機遇吸引香港的企業家到赤峰去。

「招商推介會」最後，王中和書記真誠希望香港各
界能夠對赤峰有更多的了解，進一步深化香港、赤峰兩
地的合作，熱誠歡迎香港有識之士到赤峰觀光考察、投
資興業、共謀發展，今後還將通過各種途徑，把赤峰更
多地介紹給香港各界。

包頭市長真誠邀請：「請到包頭來」

錫林郭勒打造四大基地 期與港互補

鄂爾多斯產業轉型更好更快 冀深化合作 呼倫貝爾廣納港資促發展

雙贏共進 通遼市簽約120億元

朝氣蓬勃烏海市 香江之行展魅力

滿洲里加強與港合作 推動開發開放實驗區建設
2012 內蒙古‧香港經貿活動周期間，由內蒙古團委、青

聯、內蒙古香港青年交流促進會共同組織的內蒙古青年訪問
團，來港進行經貿洽談、項目對接、考察交流等系列活動。活
動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府
和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蒙港青年和青年組織一直有着良好的工作關係。2011年，
為加強互動交流，深化合作，蒙港兩地共同成立了蒙港青年企
業家促進會，並成功舉辦了 「蒙港兩地青少年手拉手」、

「2011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活動周聯誼會」、 「愛我中華兩岸
四地青少年火車團——內蒙古之旅」等活動，為促進兩地經
貿、旅遊、文化、科教等各方面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
豐碩的成果。

在蒙港青年企業家交流期間，香港企業家代表表示，內蒙
古資源豐富、發展速度驚人，去年國務院還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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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企
業在內蒙古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政策支持和投資機會。此次蒙港

經貿合作活動周，為香港企業家了解內蒙古提供了機會，為有
投資意向的香港企業搭建了平台。

內蒙古團委書記、青聯主席常志剛表示，香港是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和信息中心，內蒙古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獨
特的區位優勢、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蒙港經貿合作前景廣
闊、生機無限。青年在蒙港交流合作中代表着未來和希望，發
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說， 「我們將以本次活動周為新的起
點，充分發揮蒙港青年交流促進會的作用，廣泛凝聚蒙港兩地
各界青年的智慧和力量，不斷深化溝通交流，積極搭建合作共
贏的有效平台，為鞏固內蒙古與香港良好合作關係、促進兩地
共同繁榮發展貢獻力量。」

蒙港青年企業家深化合作 實現互利共贏

赤峰市委書記王中和赤峰市委書記王中和

20122012赤峰‧香港經貿合作項目推介暨簽約儀式赤峰‧香港經貿合作項目推介暨簽約儀式

雲光中書記（中）雲光中書記（中）在鄂爾多斯市經貿活動在鄂爾多斯市經貿活動
日項目簽約儀式上，右一為中聯辦副主任郭莉日項目簽約儀式上，右一為中聯辦副主任郭莉

孫煒東市長在包頭市招商引資孫煒東市長在包頭市招商引資
項目推介會簽約儀式上致辭項目推介會簽約儀式上致辭

錫林郭勒盟劉俊臣盟長錫林郭勒盟劉俊臣盟長

錫林郭勒盟招商推介會簽約儀式錫林郭勒盟招商推介會簽約儀式

鄂爾多斯市經貿活動日項目簽約儀式鄂爾多斯市經貿活動日項目簽約儀式

通遼市胡達古拉市長通遼市胡達古拉市長

通遼市招商推介會簽約儀式通遼市招商推介會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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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倫貝爾市張利平市長呼倫貝爾市張利平市長

呼倫貝爾市重點項目簽約儀式呼倫貝爾市重點項目簽約儀式

內蒙古自治區團內蒙古自治區團
委書記常志剛委書記常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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