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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之區首善之區 磅礴遠航磅礴遠航

北依巍巍陰山、南瀕萬里長城、東臨漫漫岱海、西傍九曲黃河。這裡，是
內蒙古政治、經濟、文化、科教、金融的中心，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森
林城市，是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城、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和 「中國乳都」 。今
天，在自治區8337發展思路的引領下，呼和浩特，這座綠色城市，內蒙古的
首善之區開始了她的宏大遠航。 文 喬輝、王月

近幾年，塞外名城呼和浩特的經濟社
會飛速發展顯而易見，讓呼和浩特人增添
了更多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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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居民收入和農
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5.6%和13.4%，人
均 GDP 超過 1 萬美元。與此同時，萬元
GDP能耗下降22.58%，為經濟社會發展奠
定了堅實基礎。

2012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達到2475.6
億元，同比增長11%；固定資產投資完成

1301 億元，增長 26.1%；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1022億元，增長14.9%。城鎮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2646元，農民人均純收入
11361 元，增長 13.1%和 13.2%。三次產業
比例演進為4.9：36.4：58.7，服務業成為
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增加值達到
1452.8億元。簡單的數字背後跳動的是呼
和浩特市強有力的經濟脈搏，經過 「十一
五」時期的轉型發展，呼和浩特現已榮膺
「全球經濟增長20強城市」、 「中國經濟

實力百強城市」等稱號。

呼和浩特位於內蒙古中西部的土默特平原。東距首都北
京440公里，北距內陸開放口岸二連浩特490公里，西至包
頭150公里。位於 「呼包銀重點經濟區」核心及 「呼包鄂」
金三角中心，是連接黃河經濟帶、亞歐大陸橋、環渤海經濟
圈的重要橋樑，成為中國北方沿邊開放城市的前沿陣地。

作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集中了自治區重點科
研機構和科學院所，人才聚集。全市約有各類專業科技人員
9萬餘名，佔自治區全部科技人員總數的30%以上。市內擁
有各類高等院校22所，在校學生25萬人，年畢業人數8萬餘
人，擁有內蒙古自治區70%的科技與教育資源，能夠滿足各
類企業對不同層次人才的需求，在人流、物流、資金流、信
息流方面優勢明顯。

在交通優勢方面，憑藉如此便捷的地理位置，呼和浩特
精心鋪就了一張連通四面八方的交通網絡，繪就了 「條條大
路通青城」的宏圖。呼和浩特是我國45個公路主樞紐城市之
一，市域內有公路94條，其中國道3條，省道5條，上等級
公路6300多公里，110國道、209國道、呼準高速、京藏高
速橫貫全市。京蘭鐵路經市區北側通過，成為東北、華北溝
通大西北、大西南的重要通道。北京至呼和浩特高速鐵路通
車後將呼和浩特到北京的時間縮短到三個小時。2005年3月
開通的呼和浩特─法蘭克福鐵路專列 「如意號」，全程運輸
距離9814公里，可到達德國、荷蘭等西歐國家和波蘭、捷克
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立陶宛、白俄羅
斯等東歐國家，列車運行速度700公里／天，物流運輸僅15
天（比海運縮短27天），費用與海運相差不多。專列主要面
向東歐、西歐市場，從事跨越亞歐大陸的多式聯運國際貿易
業務，所運輸的貨物已經擴展到電子產品、服裝、日用品、
藥品、農產品、塑料製品等多個產品領域，吸納的貨源品類
已形成規模。

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場是國家二級航空口岸機場，是首
都機場備用機場，可起降各種型號飛機。呼和浩特有70餘條

通往國內主要城市的航線，通達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和俄羅
斯赤塔的兩條國際航線，通往俄羅斯和東歐諸國的貨用包機
航線，至香港、首爾、上海、東京航線都已開闢。

在政策方面，呼和浩特地處環渤海經濟圈、西部大開發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三大戰略交匯處，是 「呼包銀」經濟
帶核心及 「呼包鄂」金三角中心，又是少數民族地區和沿邊
開放城市，不僅可以享受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優惠
政策，而且可以享受少數民族地區的優惠政策。在呼和浩特
投資西部地區鼓勵類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所得稅。

2011年，國務院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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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出台了《關於呼包銀
榆經濟區的發展規劃》，這為呼和浩特市的經濟發展迎來了
新契機。同時，政府陸續出台了多項地方性法規和政策性文
件，凡是對呼和浩特市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投資項目
，均可採用 「特事特辦、一事一議」特殊政策。

2002年，呼和浩特市率先成立了內蒙古第一家行政審批
服務中心，按照 「集中審批職能、集中審批事項、集中審批
人員」的要求，將各部門過去由不同領導分管、不同科室承
擔的審批職能，統一調整到各部門新組建的專職審批管理機
構，集中辦理，提供 「一窗式服務、一站式審批」服務，30
天的辦事流程縮減為30分鐘，高效廉潔的辦事方式，給投資
者最好的服務。

呼和浩特市秦義市長說，呼和浩特市政府始終堅持以誠
為本、以誠取信，真心歡迎、真誠對待來呼投資的每一個企
業、每一個項目，全力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真正營造
一個讓廣大投資者放心投資、安心發展、順心幹事、舒心生
活的良好發展環境，呼和浩特張開大都市的
懷抱，歡迎廣大企業家、投資者前來投資興
業，呼和浩特市願與八方朋
友攜手共創美好的明天。

呼和浩特處於內蒙古 「南糧北牧、東
林西鐵、遍地寶藏」豐富資源的中心地帶
，周邊地區礦產和物產資源十分豐富。呼
和浩特大力借助資源優勢，調整優化產業
布局，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共建設了10個各
具特色的工業園區，已經成為呼和浩特市
支柱產業和龍頭企業的集聚區、新型工業
化發展的示範區， 「產業集群化、企業規
模化、布局基地化、生產潔淨化」的現代
化產業格局初具規模。

呼和浩特將立足首府長遠發展，按照
分別打造千億元級工業集中區的目標，培
育支柱產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加快推
進工業園區建設。加快沙爾沁工業新區的
規劃編制及基礎設施建設，建設以新能源

和新材料、裝備製造業為主的未來工業核
心區；推進托克托工業園區與清水河工業
園區聯合發展，建設以電力、重化工業、
新型冶金為主的產業基地；提升盛樂經濟
開發區整體水平，重點打造以綠色食品加
工、雲計算為主的產業基地；合理規劃擴
大金橋開發區，延伸拉長產業鏈，建設以
石化、光伏、航天科技軍民融合產品轉化
等為主的產業基地；加快金山、鴻盛國家
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整合升級工作，
重點發展乳製品、電子科技、生命科學、
裝備製造及國家級研發、檢測中心等高新
技術產業。努力把以上幾大工業集中區打
造為優勢突出、特色鮮明、基礎完善、業
態先進的現代化工業園區。

服務業是呼和浩特市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 「十一五
」以來，呼和浩特市發揮首府地區比較優勢，商貿流通、餐
飲住宿、交通運輸等傳統服務業全面提升，雲計算、現代物
流、金融保險、會展、旅遊、中介等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
呼和浩特市已經成為西部地區重要的消費中心、金融中心、
物流中心和旅遊目的地。

在金融體系建設方面取得明顯成效，成功引進了一批股
份制商業銀行、保險機構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央行為核心
，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
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依託，多種機構並存的開放式金融體
系已經形成，為企業的投資和發展創造了充滿活力的金融環
境。

在加快發展物流業政策措施的推動下，一批規模較大的
物流企業脫穎而出，加上正在建設的白塔空港物流園、煤炭

物流園區等，為入駐呼和浩特市的企業提供多功能、一體化
的綜合性服務。

文化、會展業繁榮發展，昭君文化節先後獲得 「全國十
大品牌節慶」、 「優秀民族節慶」等稱號；以中國民族商品
交易會為代表的一大批生產型、生活型展會取得明顯成果。

以 「大窰文化」遺址、 「趙長城」、昭君博物院、遼代
萬部華嚴經塔以及獨具魅力的召廟文化為代表的珍貴歷史遺
存和以大漠風情黃河旅遊區、老牛灣風景區、哈素海度假村
加之周邊的希拉穆仁、輝騰錫勒草原等為代表的自然旅遊資
源相得益彰，構成了呼和浩特獨特而豐富的人文自然旅遊資
源。此外，蒙牛集團澳亞示範牧場、液態奶觀摩工廠和伊利
集團奶粉全球樣本工廠構成了呼和浩特市獨具特色的工業旅
遊資源。使得呼和浩特躋身 「中國特色魅力城市200強」、
「中國旅遊競爭力百強城市」行列。

在大力發展工業園區的同時，呼和浩
特着力打造 「四個100平方公里」功能區
，為首府經濟快速增長提供新引擎：

─100平方公里沙爾沁工業新區建
設，打造以新能源和新材料、裝備製造業
為主的工業核心區。2012年2月28日呼和
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級）整建制託
管土左旗沙爾沁鎮，規劃建設沙爾沁工業
新區。沙爾沁工業新區位於市區西南，規
劃面積 202 平方公里，其中工業用地 100
平方公里，其餘面積用於現代、高效、觀
光農業，以及文化教育衛生、商業金融生
活配套。區域內已啟動22平方公里，其中
11平方公里已完成 「九通一平」基礎設施
建設。另外的11平方公里正在做基礎設施
。新區已引進世界500強利樂包裝、內蒙
古山路集團等40餘家企業，初步形成新能
源、新材料、食品包裝、裝備製造等產業
體系。

─100平方公里城市新區建設，打
造成為代表首府城市形象和發展水平的特
色新區。目前，呼和浩特市全面啟動白塔

機場遷建前期工作，同步推進機場搬遷後
城市東部100平方公里新區規劃工作。這
一區域將是今後首府新區建設的主戰場，
城市東部新區的打造，將決定呼市未來建
成一座什麼樣的城市，首府的風格、靈魂
、主題將在這裡體現。

─100平方公里的臨港產業區建設
，打造首府航空經濟產業鏈。依託新機場
建設和鐵路、公路交通網，在新機場周邊
規劃100平方公里空港產業區，發展保稅
物流、第三方物流、先進製造業等空港經
濟，打造航空經濟產業鏈，為現代產業發
展提供新平台和有力保障。

─大青山南坡100平方公里生態保
護綜合治理工程建設，打造首府城市後花
園。以保護水源、恢復生態為重點，進一
步完善大青山南坡休閒觀光功能，加快大
青山生態綠化項目、萬畝草場項目、草原
生態保護區項目、聖水古城項目、烏素圖
溝、小井溝等地生態保護及精品景觀帶和
景觀節點開發建設，努力把大青山建成首
府城市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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