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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順被譽為黔中商業重鎮，明清以來，商業之盛、甲於全省

。安順是黃果樹大瀑布的故鄉，是鑲嵌在中國西部的一個明珠城
市，安順正如她的名字一樣，寓意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是
一個平安吉祥、事事順意，能給您帶來好運和福氣的地方。

由於安順區位優勢突出，資源豐富，又有良好的投資環境以
及航空、鐵路、高速公路、水運 「四位一體」 的立體交通網絡體
系等優勢，使安順成為吸引投資商的熱土。

近年來，安順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視招商引資的工作，招商
引資總量取得新突破，2012年，安順市上報招商引資項目802個
，累計引資總額2138.95億元，實際到位資金465.83億元，同比
增長131.46%，佔年初制定預期目標任務的116.46%。

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拓展與港澳及海外在各方面的合作，
15日至17日，由安順市市委書記周建琨、代市長王術君率團赴港舉
行招商引資推介活動。其目的是讓更多的海內外投資者對安順良好
的區位、投資環境、優勢項目、旅遊資源、特色優勢等有更多的認
知和了解。安順將以開放的姿態，真誠的歡迎國內外有識之士，到
安順投資興業、觀光旅遊。

此次活動，共推介90個項目（涉及5個1百工程），推出具
有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的重點項目約18個，主要涉及裝備製造
、基礎設施建設、旅遊、物流等重點行業產業。 文 勞莉

安順安順
中國瀑鄉中國瀑鄉 避暑天堂避暑天堂 投資熱土投資熱土
安順位於貴州省中西部，距貴州省省會貴陽90公

里，素有 「黔之腹、滇之喉、粵蜀之唇齒」之稱。全
市總面積9264平方公里，總人口273萬，少數民族人口
佔總人口的39%。安順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擁有世界
級的山水旅遊資源和國家級的旅遊品牌，著名的黃果
樹瀑布揚名於世。素有 「中國瀑鄉」、 「屯堡文化之
鄉」、 「蠟染之鄉」、 「西部之秀」的美譽，是國家
最早確定的甲類旅遊開放城市之一，是 「中國優秀旅
遊城市」、 「中國十大特色休閒城市」、世界喀斯特
風光旅遊優選地區。

內外並舉多種形式招商引資
安順依託優勢，工業化、城鎮化、旅遊產業化發

展後勁十足。在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布局中，貴州省明
確提出，要加快形成以貴陽為中心的黔中城市群。在
此背景下，安順市制定 「十二五」規劃，提出了 「貴
陽、安順一體化」的構思，這使安順的發展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機遇。

安順市積極貫徹省委、省政府工業強省的戰略部
署，經過努力，一些重點工業園區已具備落戶企業的
條件，推進安順工業化實現跨越式的發展，重點工作
是招商引資。安順市把招商引資作為加快發展的一項
重要手段，創新招商模式，開展駐點招商、小分隊招
商、以商招商、展會招商、委託招商、定向招商等，
使招商方式朝多元化方向發展。通過多形式招商，
全方位對接沿海及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形成了內外
並舉、多路突破的發展格局。同時，堅持外資、民資
、國資三資並舉， 「三管齊下」抓招商，推進招商引
資向招商選資轉變，重點引進投資強度高、產出效益
高、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高的 「四高」項目，重
點瞄準符合安順市產業發展方向的跨國公司和龍頭企
業對接項目，提高利用外資的規模和水平。

2013年安順招商引資捷報頻傳，1至2月，安順市
招商引資項目實際到位資金59.94億元，同比增長
94.80%；省外境內項目實際到位資金總額39.9億元，同
比增長66.46%，實現了開門紅。

3月，安順市在北京舉辦的貴州面向全國優強民營
企業招商項目推介會暨項目簽約儀式活動上，安順市2
個項目參加了集中簽約，總投資額達35億元。其中聯
鑫微企業創億基地項目，投資總額15億元，黃果樹旅

遊商品加工博覽園項目，投資總額20億元。

把潛在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
安順以怎樣的優勢吸引一批又一批客商來投資？

據介紹，除了安順市政府把招商引資作為加快區域經
濟發展的重要抓手和主要推動力，進一步加大招商引
資力度，創新招商方式，優化投資環境，借助外力加
快發展外，更重要的是安順有很大的潛在優勢。

區位優勢明顯：安順地處黔中腹地，具有良好的
交通區位優勢，交通極為便捷，滬昆高速、關興公路
、水黃公路等高速、高等級公路縱橫交錯，已形成二
橫一縱二連線一環線的基本架構；株六鐵路橫貫全境
，長昆快速鐵路在境內設立了三個站點，建成後乘坐
快鐵，1小時可達昆明、重慶，2小時可達成都、長沙
，3小時可達廣州；軍民兩用的黃果樹機場距市區僅6
公里，為安順架設了通向全國的空中紐帶；距省會貴
陽最近出海碼頭鎮寧壩草碼頭500噸級的船舶可直達廣
州出海。公路、鐵路、航空、水運 「四位一體」的現
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初步形成。發達的交通體系將大
大降低運輸物流成本，這是吸引投資商選擇的首要條
件。

礦產資源豐富：安順有豐富的煤炭、鉛鋅礦、鋁
土礦、銻礦、重晶石、螢石、石膏、硅石、方解石、
煉鎂白雲石、飾面用灰岩、水泥用灰岩等礦產資源分
布。其中以煤炭資源儲量最多，目前已探明的儲量為
17.85億噸，遠景預測儲量130餘億噸；同時，長江和珠

江最重要的支流烏江和北盤江流經安順，使得安順的
能源資源具有 「水火互濟」的優勢。目前，全市電力
裝機容量達到258.7萬千瓦，佔全省總裝機容量的7.9%
，現已成為國家 「西電東送」的主要電源點之一。投
資開發鋁製品、鋁合金等資源具有巨大的產業鏈空間
和廣闊的市場前景。此外，安順還擁有400多種重點藥
材、生物資源。

優化投資環境：為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安順市
委、市政府要求相關部門不管是對中小企業，還是對
大型企業，都要為企業發展提供保姆式服務，尤其是
對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在融資、擔保、員工培訓、法
律諮詢等方面，要給予最大的幫助。安順市採取一系
列優化發展環境，提高服務效能的措施。執行各種優
惠政策，堅決兌現對外商的各項承諾，確保將政策不
折不扣地落實到外來投資者身上，安順將以優質的政
務環境、公平的投資環境、公正的法治環境、誠信的
商務環境和靈活的體制機制為廣大客商提供一個成本
低、回報快、市場大、機會多、信譽好、效率高的投
資熱土。積極營造 「親商、安商、富商、愛商」的投
資環境。

安順借助招商引資平台，把諸多潛在優勢，真正
轉化為開放的優勢、發展的優勢。

以開放促招商以招商引項目
安順蘊藏以航空、汽車為重點的裝備製造業，

以黃果樹大瀑布為龍頭的旅遊業，以食品、藥品為重

點的特色輕工業，以煤炭、電力為重點的能源原材料
工業等發展潛力。安順市決策層認識到只有正確分析
當前形勢，重新認識區位優勢，變被動招商為主動出
擊，各級政府積極 「走出去、引進來」，充分利用網
絡、新聞媒體、投資洽談活動、旅遊宣傳促銷活動等
載體，擴大對外宣傳；借助 「中國．黃果樹瀑布節」
進行招商和旅遊推介；利用歷屆 「夏洽會」、 「西洽
會」、 「渝洽會」、 「珠洽會」等各種投資貿易洽談
會宣傳推介安順。

安順通過黃果樹瀑布節、油菜花旅遊節、屯堡文
化旅遊節等節會活動 「引進來」大批國內外各界賓朋
到安順考察、旅遊、休閒、避暑和投資興業，利用節
會招商引資項目涉及工業、城建、農業、旅遊等方面
。光靠 「引進來」的方式，遠遠滿足不了安順加快發
展的需要，在 「引進來」的同時，安順市委、市政府
採取積極 「走出去」的方式，赴香港、溫州、珠海、
東莞等經濟發達地區開展招商引資活動多達150餘次。
目前已有大潤發、肯德基、星美影院等12個國內外品
牌商家現場簽約入駐。

通過 「走出去、引進來」宣傳推介，提高了安順
的知名度和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各地投資者紛至沓來
，呈現出從 「散客型」投資考察向各地商會組織的 「
團隊型」投資考察拓展的態勢，為安順市的加快發展
帶來越來越多的機遇。

無論是 「走出去」還是 「引進來」，安順以開放
促招商，以招商引項目，以項目增投資，以投資推跨
越。一個個項目的簽約，一個個項目建設的開工，為
安順市經濟發展增添了後勁。

「安順的發展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隨安順立體交
通網絡體系、物流條件一系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加上安
順土地、勞動力、電力等成本比較優勢和良好的生態環境
、氣候條件，外來投資者的吸引力越來越大，承接產業轉
移的條件越來越成熟。隨工業強市戰略的深入實施，產
業園區加快發展，誠邀各位企業家朋友們更多地關注安順
、投資安順，與我們同繪就安順發展新藍圖」，安順市委
書記周建琨向海內外有識之士發出邀請。

我們相信，通過此次招商引資推介活動，更加增
進香港對安順的進一步了解，加快推進相關項目牽手
合作。同時，也向外展示了一個充滿魅力、開放開明
、快速發展的新安順。

1、黔中歷史文化名鎮─舊州鎮開發項目
總投資：50億元人民幣

借助周邊的龍宮、黃果樹兩個5A及國家風景名勝區和
屯堡文化，依託舊州濃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開發自然和歷史
文化資源，將舊州打造為 「在水鄉田園中體會歷史文化」
集文化、旅遊、度假、休閒於一體的國家4A旅遊景區。
聯繫：西秀區投資促進局金燕 0853-3330146

2、金刺梨產業園項目
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

依託安順已建成10餘萬畝種植基地，擬建成佔地
500-1000畝的金刺梨產業園，包括生產廠房、深加工基地、
生物製藥研發中心、交易中心、博物館等。可開發具有美容
、抗衰老、助睡眠、防癌抗癌、防 「三高」、增強免疫力的
保健食品、藥品及化妝品等系列產品。
聯繫：西秀區投資促進局金燕 0853-3330146

3、平壩縣白龍灣商貿城項目
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

佔地約400畝，主要建設商住樓、大型家居市場、購物
中心、酒店、寫字樓，及商業街。總建築面積：37萬平方米
。其中：商業面積11萬平方米，住宅面積20萬平方米，停車
場面積6萬平方米。容積率：3.41；建築密度：351.96%；綠
地率：30.46%。
聯繫：平壩縣投資促進局趙學功 0853-4227998

4、斯拉河峽谷風光風情旅遊區開發項目
總投資：100億元人民幣

一是溫泉度假，溫泉為自然滲出，水溫在43℃-48℃，
日出水量600餘噸。二是旅遊地產。可建設：國際養生中心
、老年城、公寓、產權式酒店等。三是高爾夫球場，擬建設
一個36洞的高爾夫球場。四是民族風情，齊伯鄉斯拉河沿岸
居住一支苗族同胞，是保存很好的原民族。
聯繫：平壩縣投資促進局趙學功 0853-4227998

5、普定經濟開發區30萬㎡標準化廠房建設項目
總投資：6億元人民幣

規劃用地面積20萬平方米，建築總面積30萬平方米，其
中：標準廠房293500平方米；辦公樓3000平方米；宿舍樓
1500平方米；服務樓2000平方米，建築密度40.4%。
聯繫：普定縣投資促進局徐開琳 013885333829

6、青山文化體育公園項目
總投資：25億元人民幣

整個文化體育公園將分主運動場館區、歌劇院、五星級
酒店、休閒運動區、生態觀察區、滑草區、林間體驗區、極
限運動區、休閒水景區、山地野營區以及相關的休閒綠地
聯繫：普定縣投資促進局徐開琳 013885333829

7、安順紅星精細化工產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總投資：30億元人民幣

紅星精細化工產業園規劃面積為20.33平方公里，其中
規劃建設用地13.9平方公里。近期（2013-2018）用地規模
為7平方公里，其中建設用地4平方公里。打造貴州省綜合性
精細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材料基地、省級循環經濟示範園區
，打造世界最大的鋇鹽新材料生產基地。
項目建設內容：10萬㎡
聯繫：鎮寧自治縣投資促進局謝濤 0853-2220009

8、鎮寧自治縣黃果樹中老年生態養生園度假旅遊項目
總投資：60億元人民幣

規劃用地2000000㎡（約3000畝），總建築面積59000㎡
，擬建會所、休閒養生園區、酒店式別墅、生態體育公園、
觀光農園、農業生產體驗園、少數民族風情園
聯繫：鎮寧自治縣投資促進局謝濤 0853-2220009

9、關嶺化石群國家地質公園整體開發項目
總投資：5.6億元人民幣

1、建設野外景點、連接道路及綠化工程。2、擴建原位
保護館主體工程及設備安裝項目，面積約10000平方米。3、
建設關嶺三迭紀海生動物動漫遊樂園，面積約4000平方米。
4、建設以關嶺生物群為主要內容的旅遊紀念品開發及購物
中心，面積約3000平方米。5、建設地質公園賓館，面積約
7000平方米。
聯繫：關嶺自治縣化石群國家地質公園管理處蔡濤

013885304624、0853-7224477

10、頂雲經驗．創新文化生態園城市綜合體項目
總投資：3.175億元人民幣

主要建設星級酒店2.0萬平方米、商業步行街2.0萬平方
米、旅遊公寓1.94萬平方米、遊樂場所及農家生活體驗區等
。專案總佔地面積約965畝。
聯繫：關嶺自治縣投資促進局邊江 0853-7516002

11、低熱河谷早熟蔬菜產業示範園區建設項目
總投資：10.8億元人民幣

擬在紫雲產業園區貓營工業園建設石材加工園，按照 「
區中園，園中園」方式布置，主要入駐貓營片區的大理石開
採企業。主要建設內容包括園區道路、給排水工程、相關服
務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園區計劃入駐石材加工企業20-30
戶，年銷售收入可達10億元以上。
聯繫：紫雲自治縣投資促進局吳曉敏 013985318480

12、貓營石材加工園建設項目
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

擬在紫雲產業園區貓營工業園建設石材加工園，按照 「
區中園，園中園」方式布置，主要入駐貓營片區的大理石開
採企業。主要建設內容包括園區道路、給排水工程、相關服
務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園區計劃入駐石材加工企業20-30
戶，年銷售收入可達10億元以上。
聯繫：紫雲自治縣投資促進局吳曉敏 013985318480

13、蠟染藝術園項目
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

該項目擬佔地150畝，擬建設成為中西部規模最大的集
蠟染生產加工、蠟染展示、物流、下游循環經濟及大型綜合
商業為一體的綜合性大型蠟染產業服務平台，輻射整個中西
部地區並面向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蠟染製品交易市場。本項目
包括生產廠房、藝術展區、物流中心、零售商業區及配套服
務綜合體這五個基本內容，形成完整的高新蠟染藝術園區。
聯繫：安順開發區招商引資局劉琦

018608531767、0853-3416083

14、汽車零部件生產項目
總投資：5億元人民幣

以安順民用航空高產業國家高技術產業基地為依託，重
點打造安順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裝備製造業基地。在現有整車
製造企業進一步擴大規模的同時，進一步引進更多汽車製造
項目，打造西南甚至全國有一定影響力的汽車生產基地。
聯繫：安順開發區招商引資局劉琦

018608531767、0853-3416083

15、石頭寨景區綜合開發項目
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

一、以布依族建築、水文化為代表的觀光旅遊；二、酒

店、風情木屋、沿河酒吧街等休閒度假配套設施建設；三、
布依美食；四、布依日常生活、蠟染製作、節慶活動體驗；
五、以蠟染、稻草畫為代表的布依手工藝品、原生態農業產
品的特色購物；六、自駕遊營地；七、影視拍攝基地等。
聯繫：安順黃果樹風景名勝區投資促進局潘錫林

018608536234

16、朗宮國際生態旅遊度假區項目
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

景區開發定位為世界級休閒度假勝地，黃果樹國家公園
會客廳。打造集綜合休閒度假、國際會議、探險旅遊、生態
旅遊、體育運動、溫泉養身和文化遺產體驗等旅遊複合因素
為一體的國際生態旅遊度假區。開發內容有：亞熱帶風情小
鎮、國家休閒體育公園、溫泉瀑布SPA酒店、企業會所、野
奢型度假酒店、房車營地、溫泉度假區、高爾夫球場。
聯繫：安順黃果樹風景名勝區投資促進局潘錫林

018608536234

17、龍宮國家旅遊度假區綜合開發建設項目
總投資：45億元人民幣

1、酒店、地產開發內容：五星休閒療養度假溫泉酒店
建設項目、國際健體療養度假基地建設項目、產權式酒店、
快捷酒店、別墅群等。2、休閒娛樂開發內容：戶外拓展訓
練基地建設、自駕車營地建設、高爾夫練習場建設、網球場
競技類體育設施建設等。3、文化娛樂建設項目內容：室內
演繹中心、酒吧、博彩中心等。
聯繫：安順市龍宮風景名勝區管經濟發展局丁寧

013985715298

18、龍宮生態旅遊小鎮建設項目
總投資：15億元人民幣

規劃面積為3.6平方公里，包括基礎服務設施、商業中
心、娛樂服務設施、文化旅遊產業設施、酒店群、健體休閒
中心等。主要包括：1、商業一條街，規劃總長2000米，集
商品銷售、加工、商業服務等為一體。2、生態居住街區，
以地方建設風格為特點，力打造兩層式花園房、公寓房，
打造功能齊全、環境舒適的高端小區。3、娛樂休閒園區，
集遊樂、餐飲、酒吧、健身等一體。
聯繫：安順市龍宮風景名勝區管經濟發展局丁寧

01398571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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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順市安順市20132013年赴港招商重點推薦項目年赴港招商重點推薦項目

世界著名的黃果樹大瀑布世界著名的黃果樹大瀑布

▲▲安順市市委書記周建琨安順市市委書記周建琨（（右二右二））實地考察項目選址實地考察項目選址 ▲▲市委副書記市委副書記、、代市長王術君代市長王術君（（中中））到企業調研指導工作到企業調研指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