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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北 高金兰

近年来，赤峰市以加强投资合

作和承接产业转移为支撑，以引进

大企业、大项目为着力点，努力创新

方式，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势头，

2011年、2012年两年，共引资 1328.2
亿元，其中 2012年总引资额在内蒙
古自治区名列前茅。

以区位、资源优势为基础

赤峰，拥有 9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面积，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位于蒙、冀、辽三省交界处，辖七旗、

二县、三区。赤峰市区位优势明显，

距北京、天津、沈阳等大城市均在

400公里左右，距绥中、葫芦岛、锦
州、营口、大连和秦皇岛等港口在

250—400公里之内，是内蒙古距离
出海口岸最近的地区，是环渤海经

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

增长第三极的重要经济腹地。充分

接受东北、京津唐两大经济区的有

效辐射。

赤峰市对外开放办公室主任刘

济朋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详细介绍了赤峰市的优势产业

和优势项目及 2013 年赤峰市招商
引资的情况。

赤峰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的一座城市，虽地处内陆，但区位优

势却十分明显。

赤峰交通比较便利，境内有京

通、集通、叶赤、赤大白铁路和 111、
303、305、306、省级大通道等 11 条
国省干线公路，赤通高速、赤大高速

以及在建的赤朝高速、赤承高速等

高等级公路四通八达。铁路辐射南

北，畅通东西。赤峰已全面融入华

北、东北的立体交通网，成为连接国

内外的快速“绿色通道”。

矿产资源十分富集，赤峰市地

跨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成矿带

和华北地台北缘贵金属成矿带。现

已发现矿产 70多余种，矿产地 1200
余处，其中大型矿床 35 个，是国家
命名的唯一的“中国有色金属之

乡”。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储量大、

品位高、易开采。目前，累计探明的

主要金属储量为：铁 6亿吨、铜 87.6
万吨、铅锌 1500 万吨、锡 80 万吨、
钨 10 万吨、钼 36.5 万吨、银 1.2 万
吨、金 77吨。
如果将赤峰所有的有色金属矿

产按照现行市场价格计算，根据相

关专家的推测，赤峰有色金属矿产

的远景储量和潜在价值可达 2万亿
元。近年来，赤峰充分发挥自身矿产

资源优势，但同时，赤峰还拥有更多

的农业资源和风光资源。

赤峰市全市耕地面积共 2100
万亩，草原面积 8600 万亩，森林面
积 4300万亩，水资源 39亿立方米。
在通常情况下，赤峰市年粮食产量

80亿斤、油料 7万吨、蔬菜 275万
吨，干湿品种药材 5万吨。年出栏生
猪 140万口、肉牛 45万头，肉羊 540
万只、家禽 4200万只。年牛羊肉总
产量 18.5万吨、羊毛 1.9万吨、羊绒
1530吨。
赤峰市是国家打造的千万千瓦

风电基地的核心区，风能资源富集

区 1万多平方公里，年均发电时数
2400 小时以上。赤峰年日照时数

2800—3150 小时，日照百分率达
70%，年辐射总量 5673—6199兆焦/
平方米。中国科学院考察组认定其

属于全国五个光热资源类型区中的

第二类资源丰富区。

招商引资
每年增速 20%以上

赤峰市 2013年招商引资预计完
成引资 927亿元，预期任务目标增长
20%以上，并且要加大投入力度，提
高整个赤峰市的招商引资水平。

刘济朋说，赤峰市在地理位置

上与辽宁和河北相邻，加强与辽宁、

河北地区等周边盟市的合作对赤峰

十分重要，在 2012 年，赤峰市借助
“九市一盟”、“辽西蒙东联合体”等

组织，进一步推动地区间产业“错

位”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并且，继续加强了与环渤海地区

的合作：深入考察了“环渤海区域合

作市长联席会议特派员第一次会

议”、“九盟一市”区域合作（2012）峰
会年会等区域合作会议、辽西蒙东经

济区联合体这几项区域间的合作活

动，构建了一个资源互补、交通互联、

产业互接、旅游互动的区域经济新格

局。促进了赤峰市与天津市的金融专

项对接，推动与天津市在冶金、能源、

化工、农畜产品加工、旅游开发等相

关产业的投资合作与发展。

招商引资工作离不开对外合

作，刘济朋认为，要强化与相关组织

的联系与沟通，继续推动赤峰国际

陆港和赤峰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与

发展，做好与港澳地区的投资合作

对接洽谈活动，积极探索与俄、蒙、

日、韩的经贸合作途径。这样才能更

好地利用好区域合作，提高对外开

放实际水平。

实际上，在过去的 2012年，赤
峰市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根

据赤峰市对外开放办公室给《中国

企业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
年，赤峰全市共实施总投资额 5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 465项，累计到位
资金 517亿元，占全市到位资金总
额的 67.5%；其中总投资额 1亿元以
上项目 149项，引进到位资金 414.7
亿元，占全市引进到位资金总额的

54.1%；其中总投资额在 3亿元以上
的项目 49项，引进资金到位 252亿
元，占全市到位资金总额的 32.9%。
2012年共计到位资金 576.4 亿元，
占全市引进到位资金的 75.2%。2012
年，引进国内（区外）资金总额 766.5
亿元，完成全市目标任务 765亿元
的 100.2%，同比增长 22.5%。

加强“走出去、请进来”
合作

赤峰市非常重视搭建平台来促

进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在过去的

2012年，赤峰市积极组织各项活动
来强化招商引资的力度。在各项各种

大型活动中，重点推介大项目、特色

项目落户赤峰。2012年，组织旗县区
和全市知名企业参加“西洽会”、“津

洽会”、“青洽会”、“西博会”等国内大

型经贸活动 7次，并在第六届中国企
业国际融资洽谈会暨中国城市（园

区）投资与发展大会、北京企业家内

蒙古行等 20余次会议活动上进行专
项推介，向外界介绍赤峰市的各项优

势条件。除利用会议等活动宣传外，

还积极通过电视台、网络、报纸、刊物

等媒介扩大宣传。发布各类信息和重

点项目 713次，目前赤峰市投资合作
网浏览量已达 5.7万次。

积极“走出去”开展专项对接，

组织市主要领导、有关部门和相关

旗县区领导分别赴长三角、珠三角、

环渤海等地区 10余个产业聚集城
市开展专项洽谈活动，促进与相关

地区的产业和项目合作。全市招商

引资部门与全国近 20个省市的 500
余家企业进行了对接。在开展与企

业洽谈的同时，也注意与部门合作。

专程赴淄博市考察陶瓷产业，与相

关部门就陶瓷产业的合作进行专项

沟通，探讨两地合作发展陶瓷产业。

专程赴天津市合作交流办、南京市

投资促进局、苏州市商务局的等部

门拜访，学习当地招商引资经验，探

讨地区间的合作。在积极“走出去”

的同时，主动“请进来”扩大合作，全

年组织有针对性各类“请进来”活动

30余次，邀请全国各地 500余位企
业家赴赤峰市考察。接待了来自国

内外的企业高管和客商 1500余人，
为其提供了项目、政策、环境和生活

保障等多方面的咨询与服务。通过

积极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活动，不

断扩大合作领域和范围，提高招商

引资成效。

金属和机械加工行业
前景广阔

经过多年的发展，整个赤峰的

重点产业系统已经逐步完善，赤峰

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和优先承接发

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

刘济朋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详

细介绍了赤峰市目前重点发展和支

持、鼓励与积极引进的部分产业及

项目。

矿产资源是赤峰的优势资源，

在之前也详细介绍过，所以，刘济朋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说，冶金

工业是赤峰极具发展空间的主导产

业。

在过去的发展中，赤峰依托有

色金属资源优势，先后与中国有色、

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中钢集团、山

东黄金、中国铝业、东北特钢等加大

合作力度，全力推进大矿山、大产

业、大基地建设。通过优势资源的开

发，刘济朋说，“目前赤峰市有色金

属日采选能力达到 12万吨，年冶炼
能力 68万吨，产品深加工 20万吨。
年产铁精粉 692万吨，钢铁产能 200
万吨。尽管赤峰的有色金属基本形

成了采选冶加产业链条，但从资源

的潜在优势和产业前景看，无论从

风险探矿到规模开采，从冶炼到深

加工，都具有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和

发展空间。”

刘济朋认为，下一步，赤峰市要

重点引进的投资合作项目，一是铅

锌冶炼后续深加工项目；二是铜线、

铜杆、铜箔、铜板带及高档光缆加工

项目；三是金属合金加工项目；四是

金属粉末深加工项目。

与有色金属产品相映生辉，非

金属产业更具开发潜力。在赤峰，建

材工业是赤峰极具市场优势的一个

产业。赤峰市建材工业具备良好的

发展基地，水泥年生产能力已达 800
万吨以上，其他建材也有一定的成

产规模。由于赤峰周边地区缺少较

大的建材生产企业，所以赤峰建材

工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刘济朋说，在 2012 年，赤峰的
发展要重点引进“建筑陶瓷制造加

工项目”、“新型建筑材料加工制造

项目”、“花岗岩、大理石等石材深加

工项目”、“高纯硅、多晶硅、单晶硅

等光伏材料项目的研发生产”。

随着赤峰区位、交通、资源优势

的充分发挥和冶金、能源、化工、农

牧业等重点产业的迅速崛起与提

升，全市的机械加工制造业得到快

速发展，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48家。
机械加工制造业迅速成为赤峰市极

具发展动力的优势产业和市政府积

极支持与大力推进的产业。

今后的赤峰机械加工制造业将

会瞄准装备制造及汽车零部件配套

加工项目、矿山冶金机械设备制造

加工项目、农牧业机械加工项目、风

力发电设备关键部件制造加工项

目、大型输变电电工产品制造加工

项目。

倾力打造
四个煤化工产业园

赤峰的优势产业项目不仅仅是

有色金属等依托矿产资源发展的行

业产业，还有其它一些能源、化工方

面的行业都是赤峰的强项。

赤峰是东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基

地，能源工业又是赤峰极具发展前

景的强势产业，《中国企业报》记者

从赤峰市政府了解到，各类发电装

机总容量 648万千瓦，其中火电装
机 400万千瓦、风电装机 248万千
瓦，是全国风电装机规模最大的地

级市。全市原煤产量 3500万吨，原
油产量 14万吨。能源工业实现的工
业增加值占全市的 30%以上。

根据“十二五”规划赤峰能源工

业发展重点，赤峰在风电和太阳能

光伏产业方面，都会重点投资开发。

化工产业是赤峰极具发展潜力

的新兴产业。赤峰市发展化工产业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企业

报》记者从赤峰市政府了解到，赤峰

的煤炭储量为 50亿吨，毗邻的锡林
郭勒盟煤炭可开采量为 1500 亿吨
左右，2010年产量 8000万吨。在赤
峰及其周边，供应化工产业发展的

能源优势明显。

并且，目前拟建和在建的途经

赤峰的运煤铁路有 5条，建成后远
期运输能力将达到 2亿吨，可以满
足煤化工项目建设的需要。赤峰可

用于煤化工的水资源量为 7亿立方
米。

刘济朋说，“在这方面，我们将

依托赤峰大唐 40 亿立方米煤制气
和国电 52万吨煤制化肥等大型化
工项目，倾力打造四个煤化工产业

园，以延长产业链条为重点，积极引

进现代精细化工等投资合作项目。”

赤峰的化工业发展十分迅猛，

特别是在氟化工方面，因为赤峰有

丰富的萤石资源，又可年产硫酸 170
多万吨。氟化工在赤峰开发潜力大，

山东东岳集团在赤峰建有 3万吨氢
氟酸项目，并且还将重点引进巴林

左旗 6万吨氢氟酸重组项目以及氟
化工硫酸化工下游产品深加工项

目。

挖掘加工业
及第三产业潜力

相比较赤峰的重工业，食品加

工以及医药、纺织、服务业等产业，

也极具优势。

立足于赤峰市原本拥有的丰富

的农畜产品资源，赤峰大力发展绿

色有机食品加工业。刘济朋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介绍，“拥有了赛飞亚

集团、燕京（赤峰）啤酒、宁城老窖、

冷山糖业等一批国家、自治区食品

行业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在赤峰

做强做大食品加工业极具优势和空

间。”

赤峰医药行业基本形成了涵盖

化学药品、生物制药、中成药、医疗

机械、卫生材料、制药器械和兽用药

品的完整医药工业体系。拥有赤药

集团、蒙欣药业、伊泰丹龙等在国

家、自治区医药行业中的知名企业

和雷蒙欣感冒药、赤峰牌麻黄素、灰

黄霉素、土霉素以及丹龙中药等名

牌产品。12家制药企业全部完成了
GMP改造和认证工作。

赤峰市的纺织业、服务业以及

高新技术产业都是极具活力的产

业，赤峰的纺织服装行业基本形成

了以毛纺、棉纺及羊绒毛制品和服

装加工为主的纺织生产加工体系。

目前，年生产呢绒面料 500万
米，呢绒服装 10万套（件），无毛绒
400吨，毛条 2400吨，棉纱 8000吨，
服装加工 1000万件，羊绒衫 200万
件。“将来的工作，要以引进纺织企

业的提档升级改造、中高档服装加

工、服装加工配套这些项目为主。”

刘济朋介绍说。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是赤

峰的朝阳产业，近年来，赤峰的传

统、现代和新兴服务业网络建设不

断提档升级，服务功能日臻完善，实

现了新的突破，发展前景充满无限

生机。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刚刚起步，

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赤峰市对

外开放办公室得到的消息，赤峰市

今年对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要

求是，积极引进大型物流、精品商贸

城、高档宾馆酒店和娱乐服务城以

及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推动融资

平台和金融中心建设。同时，发展特

色精品旅游景点、旅游产品研发和

热水温泉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项

目。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要建设信息

科技产业园和现代文化产业博览

园，加大相关新材料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

一位来自广东的投资商这样评

价赤峰市，“赤峰是一片充满希望的

投资热土，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

条件、富集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农牧

业资源、独特的旅游资源以及西部

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双

重优惠政策，业已形成的产业发展

基础，这些优势因素的叠加，必将推

动赤峰经济实现快速发展。”

赤峰：开启招商引资新时代

去年引进外省资金总额 766.5亿元，同比增长 22.5%

赤峰新城区一角

大唐克旗煤制天然气公司厂区

赤峰国电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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