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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業
能源工業 10 個，總投資 276.47 億

元，擬引資 276.47 億元；其中：平魯
區 「煤炭低溫乾餾提取低溫焦油項
目」，該項目採用目前國際上最先進
的低溫乾餾萃取低溫焦油技術，極大
地提高了煤炭資源的附加值，更加有
效地實現了煤炭資源的深度加工和延
伸增值，總投資3億元。右玉縣 「生物
質發電項目」，該項目是利用生物質
所具有的生物質能進行的發電，是可
再生能源發電的一種，包括農林廢棄
物直接燃燒發電、農林廢棄物氣化發
電、垃圾焚燒發電、垃圾填埋氣發
電、沼氣發電，總投資9000萬元。

煤化工業
煤化工業 11 個，總投資 108.57 億

元，擬引資 108.57 億元。其中：右玉
縣 「煤製100萬噸／年二甲醚項目」，
該項目屬煤炭深加工項目，二甲醚是
一種用途廣泛的化工產品和化工產品
的中間體，可合成多種化學品，用途
十分廣泛，需求量也越來越大，該項
目有較好的經濟效益和抗風險能力，
總投資 30 億元，銷售收入 200 億元。
朔城區 「年產60萬噸甲醇及40萬噸二
甲醚項目」，本項目以煤為原料生產
二甲醚，採用目前較為先進成熟的
GSP 煤氣化、低壓甲醇合成及甲醇氣
相法脫水制二甲醚技術，這樣不僅能
高效地利用煤炭資源，而且能生產市
場急需的化工產品，且項目具有較好
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以及社會效
益，總投資 25.07 億元，年銷售收入
10.57億元，投資利潤率為19.22%。

材料工業
材料工業 31 個，總投資 334.83 億

元，擬引資 332.96 億元。其中：懷仁
縣 「粉煤灰綜合利用項目」，總投資
25 億元，年銷售收入可實現 60 億元，
利稅 8 億元。建設年產 80 萬噸高效稀
土複合脫氧材料、年產 2000 萬平方米
粉煤灰輕質高強方孔牆板、年產350萬
立方米粉煤灰空心砌塊、年產150萬立
方米工藝廢渣和粉煤灰鋪料、年產 80
萬噸粉煤灰陶粒及粉煤灰提取冶金級
氧化鋁等生產線項目。朔城區 「年產5
億 Ah 釔鐵鋰離子電池生產線新建項
目」，投資為25.85億元，年銷售收入
可實現 49 億元。該項目針對電池產品
的優勢，在發展低碳經濟的大背景
下，建設一條年產 5 億 Ah 釔鐵鋰離子
電池生產線，項目的建成對電動汽車
行業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項
目的實施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建

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
大舉措，項目的實施可減少能源的使
用和污染物的排放，從而節約能源，
保護環境，擬全部引資。

旅遊業
旅遊業 30 個，總投資 135.76 億

元，擬引資 133.95 億元。其中：山陰
縣 「廣武邊塞軍事文化生態旅遊開發
項目庫」，新建、修復廣武邊塞軍事
文化生態旅遊中心，總投資 38.3 億
元。應縣 「龍首山文化旅遊觀光園綜
合開發項目」，項目建築面積 20 萬平
方米，包括釋迦塔、賓館、孤兒院、
養老院、佛學院、會館、寺廟建築群
等，總投資 15 億元，該項目全部建成
後，通過 「迎新年撞鐘祈福遊」，
「遊龍首山佛園、賞龍潭湖月色」等

特色旅遊活動，並結合佛牙舍利瞻禮
遊，龍首山佛園平安遊，龍首山文化
歷史體驗遊，龍首山聖境祈福遊等為
應縣旅遊業發展帶來巨大商機。

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3個，總投資3.22億元，

擬引資 3.22 億元。其中：懷仁 「垃圾
處理廠項目」，該項目是把生活垃圾
經機械分選後，將可用的塑料、玻璃
等回收加工成各種成品，另一部分經
生化處理後，製成高效全養分系列有
機肥料；回歸大自然，再無利用價值
的可燃物，燃燒取熱作為能源利用；
最後剩餘的磚、瓦、石、渣等製成建
材，資源化減容量達98%以上，最大量
地發揮了垃圾的再生資源利用，總投
資 8000 萬元，處理能力 300 噸／日。
朔州經濟開發區 「日處理5萬噸污水處
理廠項目」，項目規劃用地110畝，日
處理污水5萬噸，主要建設一、二級污
水處理設施及建築物，設備安裝等，
總投資1.64億元。

裝備製造業
裝備製造業 12 個，總投資 68.6 億

元，擬引資 68.6 億元。其中：平魯區
「大型綜採設備製造項目」，主要生

產煤礦綜採設備、液壓支架、泵站、
單體支柱、刮板機、皮帶輸送機等成
套煤礦設備，總投資5億元，建成後可
實現年銷售收入10億元，年利潤1.2億
元，屆時將建設成為山西省最大的裝
備製造企業，輻射晉、陝、蒙等地
區。朔城區 「煤礦裝備製造基地項
目」，該項目為了提高煤礦井下自動
化水平和煤炭資源開發效率，避免或
減少礦井重大人員傷亡，保障煤礦安
全、促進煤炭資源開發的可持續發
展，擬建設煤礦裝備製造基地，從而

使煤礦的掘進作業更加直觀化、便
捷、高效、安全。並且與現有煤機產
品配套，有利於產品結構調整，提高
企業市場競爭力，具有良好的市場前
景，總投資50.03億元，年平均利潤總
額6.21億元。

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3個，總投資2.59億

元，擬引資 2.59 億元。其中：應縣
「芪中藥材基地建設及產業化開發項

目」，總投資1.5億元，建設10萬畝黃
芪中藥材基地開發示範區；建設黃芪
系列產品加工生產線，開發極品禮品
芪、炮台芪、芪片、芪湯料、芪五等
系列產品；建設 1000 噸黃芪提取物深
加工生產線。項目建成後，年可實現
銷售收入 5 億元，利潤 6600 萬元，稅
金5800萬元，同時可帶動基地10萬農
民年人均增收2500元。

社會事業服務業
社會事業服務業 28 個，總投資

415.67 億元，擬引資 415.67 億元。其
中：朔城區 「大型綜合農業現代化產
業示範園項目」，該項目依託當地自
然資源建設農業新品種展示圖、農業
休閑觀光園、林、草，鵝羊一體化示
範園、優質水產養殖垂釣園、無公害
生豬養殖園、苗木花卉觀賞園等內
容，集旅遊、觀光、休閑、生態農業
於一體的農業產業示範園，總投資
7500 萬元。朔州經濟開發區 「煤機裝
備製造園區項目」，隨着朔州市煤礦
進行資源整合和機械化升級後，對煤
機裝備製造維修的需求大幅增加，未
來的煤機裝備維修製造市場潛力巨
大，該區近年來通過政策引導、資金
扶持、整合優化，培育和扶持了一批
具有自主品牌和創新能力的企業，煤
機裝備園區現已初具規模，投資 10 億
元，年可實現銷售額15億元，利稅金1
億元。

農業及相關產業
農業及相關產業 45 個，總投資

48.85億元，擬引資47.76億元。其中：
應縣 「1 萬噸胡蘿蔔濃縮汁生產線項
目」，年加工胡蘿蔔8萬噸，年產胡蘿
蔔濃縮汁 1 萬噸，總投資 0.7 億元，項
目建成後，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1.2 億
元，利潤 2400 萬元，稅金 1500 萬元。
平魯區 「蕎麥深加工項目」，該項目
為新建項目，建成年加工蕎麥 20000
噸，現代化生產線一條，總投資1.2億
元，項目建成投產後，此系列產品60%
外銷。年產麵粉20000噸，年產值8000
萬元，年利潤1200萬元。

這裡是東經111°53'，北緯39°05'，年平均氣溫3.6℃～7.3℃，海拔1090米，南鄰忻州，北接大
同，西北與內蒙古交界。每年夏天，涼爽宜人的氣候和風景迷人的景觀，讓難耐炎熱之苦的南方人跨過雁
門關，來此享受清涼之快。 本報記者 李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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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右四），省委副書記、
省長王君（右一）在朔州市觀摩檢查指導工作

大美朔州 邀您前行
朔州市八大工業園區規劃佔地 33 萬畝，規劃入

園項目256個，總投資3302億元。
目前，園區建成生產項目100個，其中：煤炭類

16個，電力類4個，化工類3個，製造類2個，冶金
類3個，材料類11個，陶瓷類45個，農副產品深加
工類12個，其他類4個，總資產達444億元。2011年
實現產值203億元，利稅36億元。

園區在建項目 77 個，其中：煤炭類 3 個，電力
類 4 個，化工類 4 個，製造類 7 個，冶金類 2 個，材
料類19個，陶瓷類20個，農副產品深加工類7個，
其他類11個。總投資1108億元。

園區規劃入園項目79個，總投資1764億元。
八大工業園區所有項目建成投資達效後，預計

年可實現產值 2669 億元，利稅 593 億元，將為朔州
建設集煤炭、電力、裝備製造、陶瓷、新材料、化
工、物流於一體的循環經濟發展基地奠定堅實的基
礎。

朔州市固廢綜合利用工業園區
朔州市固廢綜合利用工業園區是市委、市政府

落實省委袁純清書記 「全循環、抓高端」指示精
神，在 「四化一體東部新區」核心區規劃建設的一
個重要循環產業集聚區。也是省經信委精心打造的
一個亮點工程。園區規劃佔地面積2.4萬畝，一期佔
地1.2萬畝，總規劃投資120億元，年消化粉煤灰500
萬噸，於去年 4 月開工建設，目前已有 9 個入園企
業。到今年年底，將有16個項目建成投產，有13種
產品投放市場。年消化粉煤灰 240 萬噸，實現產值
16.5億元。朔州市固廢綜合利用工業園區按規劃全部
建成後，將成為全國最大的粉煤灰綜合利用產業集
聚區。

朔城區富甲循環工業園區
朔城區富甲循環工業園區位於市區東南方向，

距市中心約5公里，是朔州市 「四化一體東部新區」
規劃的一類工業園區之一。北同蒲鐵路、大運高速
公路朔州支線、朔州世紀大道、朔廣公路環繞園
區。園區內交通便利，地勢平坦，地下水資源豐
富，電力供應充足，基礎設施配套齊全，是山西省
大運高速公路沿線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園區規
劃佔地面積5.7萬畝，一期規劃2.6萬畝。現有21家
企業 25 個項目入駐園區，總投資 205.18 億元，建成
後年可實現產值362.27億元，實現利稅80.13億元，
安排就業7500餘人。

近年來，該園區成功引進了中煤粉煤灰綜合利

用、中煤300萬條全鋼載重子午線輪胎、日本熱虹吸
管、大唐金風科技風機設備、信泰750兆瓦太陽能電
池組件等一批體現高新技術和循環發展的大項目。
「十二五」期間，該園區二期規劃入駐鋁合金輪

轂、鋁板帶箔等企業 20 個，投資 300 億元，園區所
有項目投產達效後，預計產值500億元，利稅200億
元，可安排就業20000人，使園區真正成為生態環境
優美、產業集群發展、功能設施齊全的一流現代工
業園區。

平魯區北坪循環經濟園區
北坪循環經濟園區位於平魯區井坪鎮和向陽堡

鄉之間，規劃佔地 15000 畝，其中一期佔地 5000
畝，現已利用土地 4270 畝。去年年初啟動以來，平
魯區舉全區之力支持園區建設。投資 2.18 億元的園
區天然氣站、供熱站、污水處理廠、道路等基礎設
施已陸續投入使用。園區內山西晉坤礦產品有限公
司、中煤平朔井工3號井、中煤平朔木瓜界洗煤廠、
平安化肥公司、木瓜界鐵路專用線改擴建工程5個項
目已建成投產；正在建設的有大型輪胎翻新、膠管
膠帶、平安四期、劣質煤綜合利用、2×60 萬千瓦
CFB煤矸石示範電廠5個項目；2012年下半年準備開
工建設的項目有大型煤機裝備製造和煤炭運輸抑塵
劑2個項目；擬入園的有煤炭低溫乾餾、雲計算物聯
網應用和基地建設、粉煤灰提取氧化鋁、粉煤灰建
材、大型服裝廠、門神防盜門、電力設備製造等7個
項目。到 「十二五」末，19 個入園項目總投資將達
到 800 億元，年新增產值 400 億元，利稅 100 億元，
安置就業近萬人。屆時，園區將建設成為晉北最
大、最具活力的轉型跨越項目集聚區。

平魯區東露天循環經濟園區
東露天循環經濟園區位於朔州市平魯區榆嶺、

下面高兩鄉之間。初期規劃佔地7.836萬畝。目前，
年產 2000 萬噸的東露天煤礦已建成投產，配套建設
的年入洗2000萬噸的洗煤廠和年發運2000萬噸的鐵
路專用線建設工程已近尾聲；正在建設的中電國際
「上大下小」一期2×60萬千瓦坑口電廠項目進展順

利；中電國際 「上大下小」二期2×100 萬千瓦坑口
電廠、4×30萬千瓦煤矸石綜合利用發電廠、粉煤灰
綜合利用項目一期60萬噸超細粉煤灰水泥添加劑、
30萬噸高鋁粉煤灰綜合利用鋁基合金4個項目具備開
工條件。園區現已累計完成投資136億元，預計今年
下半年完成投資37億元。

到 「十二五」末，將建成集煤炭、電力、冶
金、建材、物流、生產生活於一體的循環經濟園
區。總投資將達500億元，年新增產值200億元，利
稅60億元，安置就業4000餘人。

山陰縣北周莊
低碳循環經濟工業園區

山陰縣北周莊低碳循環經濟工業園區前身為中
煤金海洋循環經濟工業園，成立於 2001 年，總面積
5.8萬畝。園內生產企業18家，在建項目9個，規劃
入園項目10個，總投資723.3億元。達產達效後，產
值可達632億元，創利稅105億元。該園區現已形成
煤炭產—運—洗—銷、矸石發電─冶金生產─新型
建材和粉煤灰─廢棄水─電廠餘熱綜合利用三條工
業循環鏈，各個項目的產品與廢物得到了綜合循環
利用，實現了資源利用最大化、企業生產清潔化、
廢棄物再生化。

園區內中煤集團金海洋能源有限公司已發展成
為山陰乃至朔州新型能源龍頭企業，先後被省委、
省政府三次評為結構調整先進企業，躍居全省工業
企業30強，躋身全省大企業、大集團 「三大方陣」
和首批十大循環經濟試點園區之列。

懷仁縣金沙灘陶瓷工業園區
金沙灘陶瓷工業園區位於大運二級路懷仁段西

側、新家園鄉和金沙灘鎮之間，規劃佔地6.4萬畝，
總投資 202 億元。現有生產企業 36 家，73 條生產
線，生產日用瓷、琉璃瓷、包裝瓷、建築瓷、藝術
瓷、酒店瓷、工業瓷等七大類，2000 多個花色品
種。在建項目16家，其中15家陶瓷生產企業、27條
生產線，使全縣陶瓷生產線達到100條，產量達到10
億件。

到 「十二五」末，各類陶瓷生產企業將達到 65
家，生產線 150 條，年產各類陶瓷 15 億件，從業人
員達到6萬人，人均勞務年收入6萬元。同時，園區
將加快建設倉儲物流中心、陶瓷技術研發中心，產
品質量檢驗中心、陶瓷職業技術學院、懷仁陶瓷博
物館、陶瓷交易大市場等配套建設，使陶瓷產業真
正成為懷仁縣域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朔州新型產業科技創新園
朔州新型產業科技創新園是省轉型綜改辦確定

的省級科技創新園。該園規劃佔地2.5萬畝，總投資
299.63 億元。園內現有生產企業 16 家，資產達 11.8
億元，2011 年實現產值 10.85 億元，利稅 1.9 億元；
在建項目 14 個，投資 19.8 億元，2012 年 1-6 月完成
投資5.24億元，項目建成後可實現產值37.19億元，
利稅 3.69 億元；規劃入園項目 12 個，投資 270.43 億
元。

在總體規劃框架內，目前正在推進城南、城西
兩大片區建設。其中，城南片區位於縣城南 4 公里
處，在推進原有食品、新能源以及陶瓷三個產業集
群的基礎上新增規劃面積1萬畝，主要用於發展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技術、電子信息及高檔陶瓷等高
新技術項目；城西片區位於縣城長征路以西，規劃
面積1.5萬畝，主要承載汽車裝備製造、太陽能光伏
電站、建材市場、物流配送中心、化工等項目。

在不久的將來，朔州新型產業科技創新園有望
打造成政策優惠、機制靈活、環境寬鬆、服務到
位、貢獻較大的新興產業孵化基地。

右玉縣梁威工業園區
梁威工業園區是右玉縣政府規劃建設的一處以

農畜產品加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工業園區，園
區地勢平坦，交通便利，規劃佔地面積1.5萬畝。幾
年來，累計投資3.5億元，完成水、電、路、通訊、
綠化、污水以及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

截至目前，園區入住企業 22 家，正式投產 17
家，累計完成投資100多億元，初步形成了以永昌科
技 LED 產業園、全盛化工、臣豐食業、山西匯源公
司為主的工業園；以新一中、紫玉苑幼兒園等為主
的公共服務區；以玉龍住宅小區、同煤鐵峰小區為
主的商住區；以山西清華多經苗木有限責任公司為
主的生態產業區。今年上半年，園區實現工業產值
11.6億元，實現利稅2.7億元。

國家級文物保
護單位——應縣佛
宮寺釋迦塔

▲中國速度賽馬俱樂部聯賽（決賽）右玉站比賽現場▲

朔州市七里河景區

▲2012 「中國平朔杯」 全國摩托車越野錦標賽（平魯
站）現場

策劃：崔金鑫 石永杰 組稿：劉青春 王華棟 崔 貴

用發展的變化認知朔州
朔州這片神奇而又廣袤的土地，歷史積澱

下來的不止深厚的文化底蘊，還有歷經千載而
積變的 「黑色」，黑色給這座城市帶來翻天覆
地變化的同時，也帶來了滿目瘡痍的傷痕，黑
色消失，綠色亦消失。這樣的發展模式無異於
竭澤而漁。

傷痛的代價給人以警醒，時代壓在朔州市
委、市政府的使命已不再是單純的依煤而富，
有限的資源帶不來無限的財富，省委書記袁純
清帶來的轉型發展的聲音振聾發瞶，他似一個
蒼老的智者給迷途者指點迷津，給山西指明了
出路，給朔州帶來了希望。

站在右玉精神發源地右玉的土地上，鋪天
蓋地的綠色，像潑墨的國畫慢慢地浸潤着這片
土地。讓綠色成為朔州的主色調已成為該市人
民的主旋律，他們用傳承的右玉精神慢慢地把
綠色渲染開來，在各縣區，綠色盡染。

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朔州的經濟得到
迅速發展，現已初步形成以煤、電、奶為支柱
產業，兼有陶瓷、食品、機械、建材、化工、
輕紡、醫藥、冶金及耐火材料等較為完整的工
業體系和以農牧業為主導、農林牧副漁綜合發
展的格局，經濟發展成效備受矚目。

用歷史的情懷感知朔州
懷着對大自然的敬畏，對這片土地人民執

著的仰慕，記者從太原出發，跨過雁門關，直
抵朔州，感受到的是陣陣清涼。

眼前是舊廣武城，一個歷史的小圈落，在
這新時代的背景下，與雁門關遙相呼應，相得
益彰。衰敗的城牆，還有搖搖欲墜的城門，歲
月侵蝕的滄桑刻畫在每一個人的心裡。城裡的
居民在古老的城堡裡過着現代文明的生活，古
老與現代氣息的融合，自是別有一番韻味。

時空轉換，記者來到了應縣木塔。
應縣木塔全名為佛宮寺釋迦塔，位於朔州

市應縣縣城內西北角的佛宮寺院內，建於遼清
寧二年（公元 1056 年），是我國現存最古老最
高大的純木結構樓閣式建築，是我國古建築中
的瑰寶，世界木結構建築的典範。

站在塔下，高聳入雲的木塔猶
如劍指蒼穹，充滿了誰與爭鋒的氣
勢。塔樓上懸掛的匾額，為歷代
帝王將相及文人騷客為它的
奇而激情揮灑，為其增色
不少。站在木塔上，濃郁
的歷史文化氣息從斑駁的
塔里散發開來，擁抱着古
人獨具匠心的智慧，重
溫着木塔的璀璨。

輾轉右玉，沿着先
輩晉商的足迹，記者來
到了走西口的必經之
路——殺虎口。如此

氣魄的名字，承載的是歷史的厚重、晉商的輝
煌、民族的血淚。

殺虎口位於我境內的晉蒙交界處，是古時
守衛京津的重要屏障。出了殺虎口，就是一望
無垠的內蒙古草原，廣袤的草原馳騁着晉商白
銀帝國的豐功偉績，也激勵着後人奮勇趕超。

這裡地勢海拔相對較高，加上一馬平川的
大草原，風在這裡肆意地長驅直入，驅逐着夏
天的浮躁與炎熱，遊客飛揚的裙擺、搖曳的頭
髮、萦繞的笑聲，這裡成了人們消夏的不二之
選。

用自然的熱愛體驗朔州
綠色，是生命的顏色，是夢想的顏色。生

機勃勃、綠色盎然的煤炭新城——朔州，正在
用右玉精神的堅韌，去塑造它的本真，生命的
本真在朔州市蔓延。

金沙植物園位於朔州市朔城區，總佔地面
積2600畝。公園從2009年10月開始建設，目前
已完成 2100 畝景觀綠化，建設了菊花園、月季
園、海棠園等20多個品種園，栽植各種樹木310
萬株，是塞北最大的植物園地，具備科研展
示、苗圃生產、生態保育、科普教育和景觀遊
覽等多種功能，園區分為高大喬木、生態群
落、花卉、疏林草地和水生植物等多個展示
區。

信步走在金沙植物花園，感受着習習的微
風，漸欲迷人眼的是花的海洋、林的景致，撲
面而來的芬芳，曲徑通幽的小河，似假亦真的
小山，娓娓而瀉的瀑布，亭亭玉立的涼亭，一
切都好似徐徐展開的畫上江南，不禁讓人陶
醉。

來這裡消夏的市民絡繹不絕，萦繞公園的
人工河，激情四射的噴泉，給人們帶來涼爽的
同時，也成了人們嬉戲的天堂，光着腳丫，捲
着褲管，趟着潺潺的流水，炙熱的夏天早已被
拋在了九霄雲外。

從金沙植物園出來，穿過西山森林大道，
便來到了西山森林公園。放眼望去，綿延千里
的綠色，隨着地勢的起伏而綿延不絕。一棵棵
茁壯的小樹，以堅韌的生命笑傲風沙，同時又
成為朔城區的綠色心臟、天然氧吧，這裡也成
為了人們親近自然，享受自然不可多得的好去
處。

歷史成就了朔州市豐富多彩的人文景觀，
朔州人民的堅韌與勤勞成就了無限的生態美
景，他們用歷史的厚重演繹着今日的歡歌，
「西口風情生態旅遊文化節」、 「平魯門神文

化節」等，如此的文化盛宴正在朔州大地絢爛
綻放，正是這些文化與生態的掩映，這座嶄新
的資源城市取得了 「2011 中國最佳投資城
市」、 「2011 中國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
「影響中國改革十大資源型城市」等殊榮，這
些榮譽見證着朔州的成長，更多的是鞭策朔州
的未來，相信朔州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歡迎
每一位遊客。

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應縣淨土寺

園區助推轉型 朔州商機無限

桑源如畫

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朔城區崇福寺大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