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 2014 年利用外資重點招商項目 

（河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編印） 

1、滄州渤海新區新建海水淡化裝備製造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海水淡化裝備製造項目，年產萬噸級低溫多效海水淡化設備 9（台）套，

為海水淡化項目提供成套裝備。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284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海水淡化是當今世界競相研究的高新技術，美國、法國、日本、以色列等國

的技術已相當發達，已形成海水淡化產業。目前，國際上海水淡化的日總供水規

模達到 2700 萬立方米，能滿足 1 億人以上的用水需要。隨著海水淡化與利用技術

不斷進步和完善，已初步形成應用前景極為廣闊的新興產業，該項目建設符合市

場需求和發展，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於滄州渤海新區，區內國道、高速、鐵路、地方鐵路橫貫東西，縱

貫南北，交通極為方便，水、電、訊等配套設施齊全，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可實現年銷售收入 16050 萬美元，年利稅額 2410 萬美

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滄州渤海新區於 2007 年 7 月 20 日正式揭牌成立，其核心區由“一市三園”

構成，即黃驊市、中捷產業園區、南大港產業園區和滄州臨港（國家級）經濟技

術開發區，總面積 2400 平方公里，人口 60 萬，海岸線 130 公里。2011 年 10 月底，

國務院批復了《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標誌著渤海新區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

略。渤海新區規劃了 260 平方公里的產業園區，初步形成了冶金及裝備製造、石

油化工、電力能源、現代物流四大產業集群。 

七、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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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馬芳芳 


聯繫電話：0086-317-5607999 


傳 真：0086-317-5607999 


聯繫單位：滄州渤海新區經濟發展局 


網 址：www.bhna.gov.cn 


電子郵箱：bhxqzsb@163.com 


2、曹妃甸裝備製造產業園區建設海上平臺及配套裝備生產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擬建設自升式平臺、深水張力腿平臺、半潛式平臺、導管架平臺、樁基

平臺、順應塔平臺、TLP 平臺、SPAR 平臺等，建成海上平臺及配套裝備生產基地。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為 4644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40000 萬美元，具體投資方式可雙

方協商。 

三、市場分析： 

在國際持續高油價的背景下，海上平臺正處於新一輪增長期，市場規模不斷

擴大。曹妃甸工業區擁有的精品鋼材生產基地能為海上平臺的建造提供各種材質

和規格的鋼材，具有充足的原料保證，使企業獲取原料極為便利，大大降低了成

本，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廠址擬選于曹妃甸裝備製造產業園區，該區域面積 36.37 平方公里，航道-11

米，岸線 29.1 公里，利用天然形成的老龍溝進行規則開挖，適宜發展海上平臺重

型裝備製造工業岸線。園區已形成 2橫 10 縱路網框架，供水、供電、通訊、供熱

等基礎設施基本配套齊全，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全部建成投產後，預期年產值 19439 萬美元，銷售收入 12730 萬美元，

利潤 4225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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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由曹妃甸裝備製造產業園區承辦，園區已完成規劃編制、造地和土地

整理，基礎設施基本配套齊全，已建成 30 萬平方米標準廠房和占地 500 畝的綜合

服務基站，具備大規模開發建設條件。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韓樹學 

聯繫電話：0086-315-8820034 

傳 真：0086-315-8820706 

單位名稱：唐山市曹妃甸管委會裝備製造產業園區 

電子郵箱：cfdzbzz@163.com 

3、河北同德鼓風機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8000 台羅茨鼓風機項目 

一、 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180 畝，建築面積 84000 平方米，新增工藝設備及其它各類設備共

計 190 台（套），包括德國高速平衡機、超轉檢測台、俄羅斯 160 數控鏜銑床和國

內先進機床等。產品採用先進的生產工藝，主要有機殼加工工藝、主軸加工工藝

和葉片加工工藝，項目建成後年可生產羅茨鼓風機 8000 台。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8871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7742 萬美元，鋪底流動資金 1129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252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羅茨鼓風機主要應用在環保領域，我國生產羅茨鼓風機設備的廠家只有少

數，國外有日本的大晃、德國的愛真等公司生產，每年在國內的銷售量約 10 萬台

左右，該類產品每年將以 40%以上速度遞增，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為 2 年，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生產羅茨鼓風機 8000 台，實現銷

售收入 1.3 億美元、利潤 2097 萬美元、上繳稅金 645 萬美元。  

五、建設條件： 

本項目選址在故城縣西苑工業園區，該園區基礎設施建設齊備，先後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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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網、電網、供排水管網、集中供熱站及管網、電信、有線電視、資訊寬頻網等

配套設施，實現了“七通一平”。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同德鼓風機有限公司是由河北同心風機配件有限公司投資興建的，是北

方昀大的羅茨鼓風機製造廠，生產規模及技術水準已經排在全國羅茨鼓風機行業

的前五位，達到年產值 3 億元人民幣的生產能力。公司產品連續榮獲 2006、2008

年中國國際流體機械展覽會金獎，產品覆蓋國內各省市自治區。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曹黎明 

聯繫電話：0086-318-5318668 

傳 真：0086-318-5313968 

通信地址：河北省故城縣西苑工業園區 

電子信箱：caoliming@163.com 

4、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10 萬台套柴油機、 

10 萬台汽車底盤懸架及 10 萬台三元催化尾氣淨化器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擬引進先進生產技術及設備，建設年產 10 萬台 1.6 升～2.4 升柴油機、


10 萬套汽車底盤懸架、10 萬台三元催化尾氣淨化器項目。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4466 萬美元，其中柴油機項目總投資 12000 萬美元，汽車底盤

懸架項目總投資 1233 萬美元，三元催化尾氣淨化器項目總投資 1233 萬美元。雙

方投資比例可協商確定。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生產的產品具有穩定的市場需求，產品除配套供應本公司汽車生產

外，還可供應國內其他整車生產廠家，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產品直接供應本企業汽車生產，減少了流通環節，降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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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取得顯著的直接經濟效益。 

五、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保定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規模昀大的民營汽車製造企業，也是國內

首家在香港上市的民營汽車企業，在“中國機械 500 強”中排名第 57 位，被評為

“民營上市公司十強”，產品涵蓋皮卡系列、SUV 系列、CUV 系列及旅居車、專用

車等，產銷量連續五年占國內同類汽車市場大半江山。公司具備發動機、前後橋、

空調、線束等核心零部件自主配套能力，擁有國家級研發中心，具備完善的開發

體系和國際一流的開發設備；擁有獨立的試驗中心，可完成整車及其它零部件的

各種性能檢驗；擁有整車模具研發中心，具備獨立建型、模具設計、數控加工等

模具研發能力。公司汽車產品被評為“推薦出口品牌”、被國家商務部授予“昀

具市場競爭力品牌”稱號，並進入《福布斯》中國頂尖企業 100 榜。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臧思陽 


聯繫電話：0086-312-5078653 


傳 真：0086-312-5078653 


聯繫單位：保定市南市區商務局 


聯繫地址：河北省保定市玉蘭大街 588 號 


5、河北瑞星調壓器有限公司新建年產 30 萬台燃氣調壓器設備項目 

一、項目內容： 

根據市場對燃氣調壓器的需求，結合公司生產實際，擬擴大燃氣調壓器生產

規模和種類，組建棗強縣燃氣輸配基地，建設年產 30 萬台燃氣調壓器設備項目。

二、項目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9 億美元，其中固定資產 1.41 億美元，流動資金 4900 萬美元。

擬利用外資 1.2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國內燃氣使用的快速發展，尤其天然氣開發應用進入全新的發展時期，

我國建設開工的天然氣管線促進了調壓設備需求的直線上升。據有關專家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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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年需燃氣調壓設備近 80 萬台套，並將以每年 20%的速度遞增，燃氣調壓器市

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經濟效益： 

項目全部投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4.76 億美元，利潤 7252 萬美元，稅金 3175

萬美元。 

五、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瑞星調壓器有限公司是國內較大型燃氣調壓器專業生產企業，2006 年公

司成立了全國同行業第一家省級民辦科研機構--河北省燃氣調壓器研究所，彙集

了一批當今國內高精尖人才，大力開展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的研發工作。公

司現擁有 300 多名高素質的員工和近億元的資產，主要生產燃氣調壓器、調壓櫃、

調壓箱、切斷閥及各種配套設備等 16 種規格百餘種型號的產品，並不斷拉伸產業

鏈條，向燃氣閥門等配套設備方向發展，形成了省級區域大型產業集群，成為區

域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公司於 2002 年 1 月通過  IS9001--2000 品質體系認證，

擁有完善的品質保障體系。2005 年首批獲得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2008 年通過特

種設備製造許可證驗收。公司為河北省高新技術企業，省重合同守信用企業（連

續六年），省信用優良企業，省著名商標企業，市級明星企業等。公司採用 CAD

電腦輔助設計和國內昀先進的 CNC 電腦數控監測系統，各種生產、檢測設備齊全，

配套設施完善，產品銷往全國 20 多個省市、自治區。公司在廣州、太原、青島等

6個城市設有辦事處，其“瑞星”牌產品在國內享有很高的聲譽。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穀紅軍 

聯繫電話：0086-318-7056780、8239001 

傳 真：0086-318-8230290 

單 位：河北瑞星調壓器有限公司 

通訊位址：棗強縣城勝利北路 

郵 編：053100 

電子郵箱：hbhsm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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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滄州匯達重工集團有限公司新建深冷真空絕熱容器製造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年產罐式集裝箱 1450 台、壓縮天然氣容器 1000 台、液化氣體儲罐 800

只深冷真空絕熱容器製造項目。新建廠房、生產車間等總建築面積 145000 平方米，

購置安裝大型銑邊機、切割機、折彎機等國產設備 300 台（套）。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 


項目總投資 3.2 億美元。固定資產投資投資 2.8 億美元，鋪底流動資金 4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系列產品廣泛用於液化氣、天然氣及各類油品的儲運，具有廣闊的市場發

展空間，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位於河北省鹽山縣城東正港工業園區，占地 360 畝，毗鄰 205 國道，

交通便利。工業區內已實現“六通一平，配套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7000 萬美元，利潤 12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匯達重工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為全球市場提供現代化交通運輸裝備和服務的

企業集團，公司具有三類壓力容器設計和製造資質，擁有專業生產低溫和罐式容

器等高精加工生產設備，是現代化特種車生產基地。公司註冊資金 5000 萬元，連

續多年被國家和地方授予“高新技術企業”、“品質信得過企業”等榮譽稱號。

公司的主營業務已經覆蓋能源化工裝備製造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典當行、村

鎮銀行、擔保公司）和職業教育領域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蘇景瑞 


聯繫單位：滄州匯達重工集團有限公司 


聯繫電話：0086-317-6193444 


傳 真：0086-317-6193309 


郵 編：061300 


網 址：www.hdzgjt.com 


電子郵箱：hbhdc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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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河北創隆電氣器材有限公司新建電力設備器件產品生產線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總占地面積 1200 畝，建設電力設備器件生產線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5.3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1.3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電力工業是國民經濟發展中昀重要的基礎能源產業，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


對用電的需求量不斷擴大，用電市場的擴大又帶動了整個電力設備生產的發展。

近年來，在電力工業需求的強勁拉動下，我國電力裝備製造業進入了超高速增長

期。在“第三屆中國國際裝備製造業博覽會”上，有關專家表示，到 2020 年我國

用電裝機容量將達到 10 億 KW，我國的電力設備製造業面臨著巨大的市場需求。電

網建設的提速，為電力設備製造行業提供了發展機遇。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建設地點位於滄州市肅寧縣電料工業園區，園區交通便利，水、電、

通訊設施完備，項目建設條件良好。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達 209520 萬美元，年利稅 12316 萬美元。

投資利潤率為 16.33%，投資回收期 5.17 年（含建設期 2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創隆電氣器材有限公司是從事設計、生產電力設備、器材的專業企業，

主要生產絕緣環網櫃、特高壓±800KV 輸電線路配套金具、合成絕緣子、安全工器

具、六分裂間隔棒、均壓遮罩環、懸垂線夾、U型掛環等電力產品。公司技術力量

雄厚，各種檢測設備齊全。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劉輝 


聯繫單位：河北創隆電氣器材有限公司 


聯繫電話：0086-317-5096317 


傳 真：0086-317-509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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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北坤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建設機電設備生產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占地 1500 畝，新增建築面積 70 萬平方米，購進 238 台套大型生產設

備及其它附屬設備，項目投產後，預計年產重型數控立車機床、臥車車床、導軌

磨床及大中小型專用機床等 300 台套（3.5 萬噸），年產各種礦用工業泵 2000 台

套，工業泵配件 6000 噸，年產各種機電設備 1000 台套。 

二、項目估算及資金來源： 

該項目總投資 1006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238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工業化不斷升級，裝備製造業展現了強勁的發展

勢頭，該項目建設符合市場需求，國內外市場前景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均營業收入 21 億美元，年均利潤總額 3.02 億美元，

年均銷售稅金及附加 1.46 億美元，收入總投資收益率為 61.84 %，項目投資稅後

財務內部收益率為 41.95%，靜態投資回收期為 4.02 年。敏感性分析結果表明，該

項目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同時可使近 3000 名勞動人員實現就業，對提高當地

社會經濟發展將有積極促進作用，具有較好的社會效益。 

五、建設條件： 

該項目擬建於阜城縣（霞口）經濟開發區，方圓 50 公里（交河、泊頭、東光）

內有全國著名的鑄造之鄉，霞口鎮又是阜城縣的經濟重鎮，距京滬鐵路僅 500 米，

距 104 國道 1.2 公里，京福高速公路 3 公里，距京滬高速鐵路 4 公里，距離黃驊

港 110 公里，已開工建設的邯黃鐵路穿境而過，產品可以通過港口直接銷往國內

外任何地區，交通區位優勢非常明顯。該項目所在區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

設施齊全，區域位置較好，具備良好的項目承載能力。 

六、合作方式：

合資 。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 邢玉坤 

聯繫電話：0086-318-4788922 

傳 真：0086-318-4788922 

地 址：阜城縣（霞口）省級經濟開發區 

郵 編：05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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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河北振興金源絲網集團建設安平絲網研發製造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100 畝，新上絲網研發設備 380 台（套），建設河北安平絲網研發


製造中心。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800 萬美元，擬引進外資 95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2013 年安平縣絲網實現銷售收入超過 30 億美元，占全國同類產品的 80%。該

項目依託當地絲網市場，服務國內外絲網企業及用戶，有較好的社會效益和可觀

的經濟收入。 

四、建設條件： 

河北省安平縣是全球昀大的絲網生產基地，交通便利，水、電、氣齊全，通

訊發達，主要原輔材料、動力、燃料國內均可滿足供應，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產值達 2.75 億美元，利稅 8900 萬美元，利潤 5500 萬美

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振興金源絲網集團成立於 2010 年，屬民營企業，現有員工 1570 餘人，

專業技術人員及高級工程師 300 餘名。集團占地面積 200 餘畝，總資產 5000 萬美

元，年銷售收入 8000 萬美元，利潤 700 萬美元。是生產各種鋼板網，鋼格板，沖

孔網，防風抑塵網，礦篩網，鋼筋網，軋花網等金屬絲網製品的專業生產廠家。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孟士路 


聯繫電話：0086-318-7800815、13931835598 


傳 真：0086-318-7800815 


通迅地址：河北省安平縣工業園區 


郵遞區號：053600 


電子郵箱：sales@zxwirenet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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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滄州渤海新區新建船舶配件加工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黃驊港船舶配件加工基地工程，主要生產船舶艙口蓋、法蘭、梯子、閥

門以及各種管件。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051 萬美元，中方投資企業自籌 6051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0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與預測：

隨著黃驊港的建設和發展，到港船舶不斷增加，船舶修理所需配件也在增

加，由於港口附近沒有船舶配件加工基地，降低了港口的綜合競爭實力。建設

黃驊港船舶配件加工基地工程為附近修船廠提供配件，滿足修船廠對船舶配件

的需求，促進腹地經濟發展，提升港口的綜合運力及配套功能，發展臨港產業，

解決到港中小型船舶修理配件缺少的問題。 

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於滄州渤海新區，區內國道、高速、鐵路橫貫東西，縱貫南北，交

通運輸十分便利，水、電、訊等配套設施齊全，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可實現年銷售收入 3125 萬美元，年利稅額 1250 萬美

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滄州渤海新區於 2007 年 7 月 20 日正式揭牌成立，其核心區由“一市三園”

構成，即黃驊市、中捷產業園區、南大港產業園區和滄州臨港（國家級）經濟技

術開發區，總面積 2400 平方公里，人口 60 萬，海岸線 130 公里。2011 年 10 月底，

國務院批復了《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標誌著渤海新區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

略。渤海新區規劃了 260 平方公里的產業園區，初步形成了冶金及裝備製造、石

油化工、電力能源、現代物流四大產業集群。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軍波 


聯繫單位：滄州渤海新區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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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0086-317-5607999 

傳 真：0086-317-5607999 


網 址：www.bhna.gov.cn 


電子郵箱：bhxqzsb@163.com 


11、秦皇島盧龍經濟開發區建設年產 800 萬件汽車零部件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生產車間、成品庫、原料庫及配套設施等，建成年產 2 萬噸低碳鋼焊管


和不銹鋼管、500 萬件法蘭盤和 300 萬件汽車件總成的生產能力。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 億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8000 萬美元，流動資金 2000 萬

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隨著我國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汽車用不銹鋼管和不銹鋼法蘭盤和汽車件總

成等產品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該項目以國產化替代進口，產品從逐步滿足

本國市場需求，擴展到出口北美、歐洲及韓國、泰國等亞太國家，項目市場前景

十分廣闊，內外銷比例 1：5。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 1 年，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均營業收入 5000 萬美元，年均利潤 1350


萬美元，稅金 1000 萬美元。內部收益率 57%，投資回收期 5.9 年。 

五、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在秦皇島盧龍經濟開發區，占地 66700 平方米。盧龍經濟開發區處

於華北與東北交通走廊和環渤海、京津兩大經濟圈中心地帶，緊臨京沈高速公路

盧龍出口和 102 國道，距北京 220 公里，距秦皇島港 60 公里，距天津港 200 公里，

距曹妃甸港 80 公里，境內有京哈、京秦、大秦三條鐵路，交通運輸極為便利。開

發區內水、電、汽、通訊等配套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盧龍經濟開發區為省級開發區，總面積 13.78 平方公里，開發區產業發

展方向為裝備製造、輕工紡織、食品加工、綠色化工、新型建材、高科技和商貿

物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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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作方式：

獨資。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韓振宇 陳永紅 


聯繫單位：河北盧龍經濟開發區管委會 


聯繫電話：0086-335-7206119 


傳 真：0086-335-7206119 


郵 編：066400 


電子郵箱：hbllkfq@163.com 


12、保定銳訊安防特種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1 萬台可擕式低壓水切割系統項目 

一、項目內容： 

可擕式低壓水切割系統是保定銳訊安防特種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歷經 7 年努力

研發而成，獲得多項國家專利，並被公安部列為科技推廣項目。該系統採用的新

型低壓水射流技術，具備安全環保、便攜靈活、多能高效等顯著特點，可以廣泛

的應用於傳統危險品及爆炸物銷毀和石油、化工、煤礦等多個特種行業。2010 年

6 月，成功完成世界上首次也是截止目前唯一一次利用低壓水射流技術切割大型航

彈任務，同年底可擕式低壓水切割設備正式定型生產。該項目擬建設年產 1 萬台

可擕式低壓水切割系統設備生產線。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填補了國內空白，具有在低壓水射流切割領域的領先技術及業內唯一


製造商的優勢，市場容量保守估計約為 100 萬台，而且設備更新週期為 5-7 年，

市場前景非常廣闊，具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四、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保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該區是國家批准的國家級新能源與

能源設備產業基地，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已實現“八通一平”，基礎設施

條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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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達產後預計年產值將達到 3.18 億美元，年利稅 32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保定市銳迅安防特種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發、製造、行銷、服務於

一體的高技術創新企業，是國內第一家有能力從事可擕式低壓水切割設備的研發

與生產的企業。2011 年，銳迅公司被評為國家級品質、服務、信譽 AAA 企業，2012

年被授予“中國低碳綠色創新企業”稱號及國家工業合作協會會員單位。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劉磊 


聯繫電話: 0086-312-3327773 


傳 真：0086-312-3108830 


郵 編：071051 


電子郵箱：01055544@163.com 


13、保定國家高新區發展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17 萬台網路能源設備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以生產通信電源、UPS、硬體伺服器為主要產品，產品規格是三進三出

型全數位線上式智能交流不間斷電源系統，包含 30KVA、40KVA、60KVA、80KVA、

100KVA、120KVA 等六個型號。達產後年產網路能源設備 17 萬台。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5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電信技術的飛速發展，電信網路結構日益複雜，作為通信系統的動力組


成部分，即通信系統的心臟--通信電源系統的重要性日益體現出來。近幾年來，

國內通信網路上與通信業務處理、疏通直接有關的交換、傳輸以及移動、衛星、

資料通信等設備的技術發展很快，大多數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準。但通信電

源設備的技術卻相對地落後，因此該項目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四、建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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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在保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選址建設，占地 300 畝。該區是國

家批准的國家級新能源與能源設備產業基地，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已實現

“八通一平”，基礎設施條件完善。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達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1223.6 萬美元，利潤總額 295.7 萬美元，投資回

收期 4.5 年（不含建設期）。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保定國家高新區發展公司是一家國有獨資公司，註冊資本 2400 萬美元，擁有

固定資產 6500 萬美元，主要從事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和對高新技術

產業項目投資等工作。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 張宇航 

聯繫電話：0086-312-3108886 

傳 真：0086-312-3108886 

通訊位址：河北省保定市創業路 118 號   

郵 編：071051 

電子郵箱：bd3108886@163.com 

14、承德市張百灣新興產業示範區建設年產 10000 台非晶合金變壓器生產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總建築面積為 10005 平方米，主要生產 SH15 型非晶合金變壓器，生產


設計規模為年產 10000 台，容量為 30kVA—1000kVA。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13 萬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非晶合金變壓器是採用新型導磁材料-非晶合金帶材製作鐵心的新型高效節

能變壓器。非晶合金變壓器的昀突出的特點就是空載損耗和空載電流非常小，

SH15 型非晶變壓器比用矽鋼片作為鐵心的 S9 型變壓器空載損耗下降 70%以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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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電流下降約 80%，是目前節能效果非常好的配電變壓器，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在承德市張百灣新興產業示範區，緊鄰 112 國道，交通便利，距灤

平縣城僅 10 公里，距京承高速灤平出口 23 公里，到北京僅一個半小時車程；京

通鐵路和正在建設的張唐鐵路經過園區，並在示範區內設有兩個客貨兩用站，建

設中的縣城南環路和規劃中的東環路通過境內。目前已完成起步區道路路基、土

地平整以及電力、通訊設施遷移等工程，全面啟動了起步區水、電、路、訊、氣、

暖、排汙等“七通一平”基礎設施建設工程，項目建設條件良好。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可實現年均銷售收入 4839 萬美元，年均淨利潤為 839 萬美

元，稅金 403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承德市張百灣新興產業示範區為河北省政府批准的省級示範區，規劃控制面

積 100 平方公里，其中建設用地 35 平方公里以上，起步區 10 平方公里。示範區

以國家級產業園區為標準，擬打造成為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的示範基地、央企京企

戰略合作的重要平臺、國際旅遊城市建設的產業支撐載體，重點建設電子資訊、

釩鈦製品、高端裝備製造、食品醫藥四大產業，積極培育新能源、節能環保兩個

產業，配套發展現代物流和服務業。現有京通、張雙和在建的張唐鐵路通車後，

綜合貨運能力 2 億噸。目前，已經完成土地收儲 3 平方公里，落實建設用地指標

4700 畝。 

七、合作方式：

獨資。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亞忠 

聯繫電話：0086-314-8582042 

傳 真：0086-314-8583123 

單位名稱：灤平縣發展改革局 

通訊位址：中國河北灤平縣北山新區 

郵 編：068250 

電子信箱：lpfgjxm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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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滄州渤海新區新建年產 8 萬套鐵路車輛車軸、1萬輛整車配件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建設年產 8 萬套鐵路車輛車軸、1萬套整車配件生產線及配套設施。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0064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0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鐵路車輛迎來一個高速發展期，該項目配套生產


鐵路車輛整車零配件，並拓展全國鐵路車輛零配件市場，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於滄州渤海新區，區內國道、高速、鐵路、地方鐵路橫貫東西，縱

貫南北，交通極為方便，水、電、訊等配套設施齊全，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可實現年銷售收入 15625 萬美元，年利稅額 3125 萬美

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滄州渤海新區於 2007 年 7 月 20 日正式揭牌成立，其核心區由“一市三園”

構成，即黃驊市、中捷產業園區、南大港產業園區和滄州臨港（國家級）經濟技

術開發區，總面積 2400 平方公里，人口 60 萬，海岸線 130 公里。2011 年 10 月底，

國務院批復了《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標誌著渤海新區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

略。渤海新區規劃了 260 平方公里的產業園區，初步形成了冶金及裝備製造、石

油化工、電力能源、現代物流四大產業集群。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馬芳芳 


聯繫電話：0086-317-5607999 


傳 真：0086-317-5607999 


聯繫單位：滄州渤海新區經濟發展局 


網 址：www.bhna.gov.cn 


電子郵箱：bhxqz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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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河北隆德專用汽車製造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20 萬輛純電動汽車整車製造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計畫分三期建設，一期計畫建設第一條電動汽車先進樣板生產線，按照

該生產線進行多條複製，達到年產 20 萬輛生產規模；二期計畫通過加大園區基礎

設施建設投資，吸引更多的電動汽車配套企業落戶，真正實現本土園區化發展；

三期計畫通過進一步加大園區國際商務核心區、國際生態宜居區等城市配套服務

設施建設，建成國內外企業家投資和宜居的昀集中區域。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總投資 100000 萬美元，中方擬出資 55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45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在石油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嚴重的雙重壓力下，以純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新能


源汽車已成為現代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之一，預計到 2017 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將達

到 100 萬輛左右，並將保持較高的年均增長速度，該項目符合國家汽車發展產業

政策，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位址位於邢臺市威縣經濟開發區，交通十分便利，區內實現了“十

一通一平”，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一期完成後，預計可實現年產 25000 台電動汽車，產值 82170 萬美元；

二期完成後，預計可實現年產 100000 台電動汽車，實現產值 328682 萬美元；三

期資完成，實現年產 200000 台電動汽車，實現產值 657365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隆德專用汽車製造有限公司是集專用車研發、製造、銷售於一體，多元

化發展的現代企業集團。公司位於威縣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占地 300 多畝，年產

專用汽車 3000 台。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或其他方式。 

八、聯繫方式： 

聯繫人：劉汝恒 

聯繫電話：0086-319-6162782、13633296976 

傳 真：0086-319-616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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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單位：河北省威縣招商局 

通訊位址：河北省邢臺市威縣人民政府 


電子信箱：wxdwkfb@163.com 


17、河北礦華礦山設備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4300 台套礦山設備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144 畝，新增建築面積 80000 平方米，購進自動推拉電熱平板硫化

機、噴塗機、煉膠機、開煉機等設備 370 台（套），建設年產離心機等各類礦山

設備 4300 台（套）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77 億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1.26 億美元。公司自籌 1 億美


元，擬利用外資 7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所生產的礦山設備主要應用於礦山開採，它具有整體重量輕、運轉噪

音低、強度高、韌性好、耐沖刷、耐腐蝕、能耗低、效率高、使用壽命長等特點，

市場需求量大，發展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阜城縣經濟開發區，區內建設條件達到通路、通電、通訊、通給水、

通排水、通熱、通氣和土地平整的“七通一平”，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投產後，預計可實現年銷售收入 5.4 億美元，年利稅 7000 萬美元，年利

潤 42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礦華礦山設備有限公司由北京華德創業環保設備有限公司投資興建，該

公司屬民營企業，總資產 1 億美元。公司專注于安全生產、環保以及節能設備和

技術領域，服務於礦山、冶金、煤炭、電力、化工、機械製造以及其他特種行業

等工業客戶。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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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系 人：馮紅義 

聯繫電話：0086-318-4665868、15028816198 


傳 真：0086-318-4665868 


通迅地址：阜城縣經濟開發區 


郵 編：053700 


18、衡水市安平縣大鵬工業網帶有限公司 


擴建年產 800 萬平方米環保專用雙高聚酯污泥脫水網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擬擴建年產 800 萬平方米環保專用雙高聚酯污泥脫水網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190 萬美元，擬引進外資 6667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產品具有廣泛的銷售領域和發展前景，有較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


益，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該目擬建于河北省安平縣境內，交通便利，水、電、氣齊全，通訊發達，

主要原輔材料、動力、燃料國內均可滿足供應。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預期年產值 12340 萬美元，實現銷售收入 12250 萬美元，利稅 2660 萬美

元，利潤 156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安平縣大鵬工業網帶有限公司建於 2001 年，屬民營股份制企業，是各類化纖、

金屬網帶系列產品集科研、生產的重點出口企業。公司占地 3.6 萬平方米，建築

面積 1.5 萬平方米，總資產 3600 萬美元，擁有國際一流進口設備和國內先進設備

以及實驗檢測儀器共計 106 台（套）。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英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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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 0086-318-5285008、13503183610 

傳 真: 0086-318-7527766、5285009 

通迅地址：河北省安平縣漢王北路 

郵遞區號：053600 

電子郵箱: sales@polyestermesh.com 

19、石家莊延昌節能電機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300 萬千瓦節能發電機、節能電動機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年產 300 萬千瓦節能發電機、節能電動機項目，總建築面積 6.3 萬平方

米，其中生產車間 3.3 萬平方米、倉庫 1.8 萬平方米、檢測室 600 平方米、化驗

室 600 平方米、配電室 400 平方米、配套設施 1.04 萬平方米。購置設備 125 台、

模具 120 套（組）。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5857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221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節能（增能）發電機採取的工藝是三相交流多路輸出發電機節能技術，電動

機在工作的同時能發出 10%-15%的電能，其運行成本均優於普通的電動機發電機，

將成為現有普通電機的升級換代產品。本項目節能（增能）發電技術通過了河北

省科技成果成果鑒定，中國能源研究會及科技部有關專家鑒定此節能增能技術和

回饋式動力機組技術是重大原始創新，具有很高的推廣應用價值。項目市場前景

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河北靈壽經濟開發區內，交通便利，區內基礎設施完備，項目建設

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達產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18344 萬美元、利潤 3983 萬美元、

稅金 1967 萬美元、新增就業崗位 350 人。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石家莊延昌節能電機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9 年 5 月，位於靈壽縣正南路 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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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經營節能發電機、電動機，高效變壓器，回饋式動機組的研發、製造、銷售

等。 

七、合作方式 

合資或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翟延昌、趙鴻浩 

聯繫電話：0086-311-82523926、13383016359、13931161561 

傳 真：0086-311-82523926 

通訊位址：靈壽縣正南路 20 號 

郵 編：050099 

電子郵箱：lsxzscjj@163.com 

20、河北馳特新能源電動車製造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6 萬輛電動觀光車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200 畝,新增建築面積 9.5 萬平方米,新增先進節能生產設備 400 台


（套），建設年產 6 萬輛新能源電動觀光車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5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我國旅遊業的快速發展，新能源電動觀光車以其環保、美觀、便捷及無

噪音等特點迅速替代了傳統的燃油車，該項目採用先進生產技術和設備，製造生

產符合標準的先進新能源電動觀光車，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衡水市阜城經濟開發區，該開發區位於阜城縣城北部，已初步形成

了“一橫三縱”的路網結構，交通條件十分便利，區內路、電、水、訊等配套基

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良好。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達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2 億美元，上繳稅金 1333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馳特新能源電動車製造有限公司的電動觀光車生產項目由上海拓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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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設備有限公司投資興建，上海拓及軌道交通設備有限公司註冊於上海財經大

學科技園，註冊資金 3200 萬人民幣，為上海市高新技術企業，公司現擁有十多項

發明及實用新型專利，已成為目前國內重點從事自主創新的軌道交通直流開關設

備專業製造商和產品技術服務商之一。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及其它方式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胡希銳 

聯繫電話：0086-318-4680056、18631829288 

傳 真: 0086-318-4680098 

通信地址：河北阜城經濟開發區河北馳特新能源電動車製造有限公司 

郵 編: 053700 

電子郵箱: py8546@sina.com.cn 

21、廊坊市龍河高新技術產業區建設工業機器人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占地 90 畝，總建築面積 60500 平方米，主要建設弧焊機器人、點焊機


器人、噴塗機器人生產線及產品研發中心、展覽中心等。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該項目總投資 3250 萬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工業機器人是集機械、電子、電腦控制、感測器、人工智能等多學科先進技

術於一體的自動化裝備,代表著未來智能裝備的發展方向，2013 年全球製造業機器

人密度的平均值為 55%。目前中國生產運行中的工業機器人數量約為 7.43 萬台，

其應用程度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隨著中國加工製造業發展水準的不斷

提高，工業機器人的需求量會大幅度增加，中國將成為全球昀大的工業機器人消

費需求國，工業機器人製造行業發展空間和潛力非常巨大，該項目市場前景十分

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擬選址于龍河高新技術產業區，該區位於廊坊市南城區，一期總規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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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28 平方公里，距北京和天津市中心分別為 40 公里和 60 公里，交通運輸十分便

利，區位優勢突出，園區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建成後，預計年銷售可達 2760 萬美元，利潤 885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龍河高新技術產業區是廊坊 “國家火炬計畫廊坊資訊產業基地”、“省級循

環經濟產業示範園區試點”、“省級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和“永定電子資訊產

業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首批省級產業聚集區。目前區內已建成供排水、電

力、通信、燃氣、熱力、污水處理廠等配套設施，起步區具備了“九通一平”良

好條件，已有世界 500 強臺灣富士康科技集團投資的富士康（廊坊）電子資訊產

業製造基地、高迪數碼北方基地等 10 多個項目入區建設，實際利用外資 13 億美

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 40 億元人民幣。 

七、合作方式： 


獨資或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馬建 


聯繫電話：0086-316-2670888 


傳 真：0086-316-2670888 


通訊位址：廊坊市盛世建設投資有限公司 


電子郵箱：shede666@126.com 


22、河北昊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100 萬台智能雙輪平衡電動車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年產 100 萬台智能雙輪平衡電動車項目，新建生產車間、成品庫、展銷

中心、辦公樓及其它配套設施。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9720 萬美元，中方擬出資 10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9720 萬美

元。 

三、市場分析： 

智能雙輪平衡電動車亦稱思維電動車，帶有大腦晶片，晶片的功能相當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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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腦前庭、小腦和耳蝸，可自動控制平衡行駛。該技術產品由美國昀早發明，

後有日本豐田、義大利法拉利等知名企業也進行了開發，目前國內僅有新日電動

車在進行研製。該產品具有清潔環保、操作方便、便於攜帶、運行靈活、簡單實

用、價格適宜等特點，擁有良好的市場前景。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位址位於邢臺市威縣經濟開發區，交通十分便利，區內實現了“十

一通一平”，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29581 萬美元，具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

會效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昊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位於邢臺威縣經濟開發區，擁有較強的研發團

隊，建立了自己的研發中心，已對該項目投資研究五年多時間，掌握了核心技術，

具備了投入量產的能力。目前擁有的該項技術在國內、國際均居前沿位置，部分

技術、產品正在申請國家專利和有關部門的認定和鑒定，是國內第一個投資建廠、

量化生產的智能雙輪平衡電動車研發性高技術企業。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或其他方式。 


八、聯繫方式： 


聯繫人：劉汝恒 


聯繫電話：0086-319-6162782、13633296976 


傳 真：0086-319-6162782 


聯繫單位：河北省威縣招商局 


通訊位址：河北省邢臺市威縣人民政府 


電子信箱：wxdwkfb@163.com 


23、巨威集團公司新建年產 100 萬套汽車電子電器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 50 條專用生產線，裝配專業生產和檢測設備 285 台套,建設年產汽車繼

電器、開關、點煙器、感測器、調節器 100 萬套生產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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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6619 萬美元，其中建設投資 4174.6 萬美元，流動資金 2444.4 萬

美元。擬利用外資 2000 萬元美元。 

三、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在保定國家高新區內，交通便利、通訊發達，水、電、汽等基礎設

施條件可滿足項目建設需要。項目主要原材料為塑膠及電子原器件，可由穩定市

場供應得以保證。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 1 年。項目達產後預計可實現年銷售收入 9524 萬美元，利稅 1206

萬美元，新增就業 1000 人，投資利潤率 42%、內部收益率 35%，投資回收期 4.1

年。 

五、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巨威集團公司的母公司為保定巨威電器有限公司，創建於 1994 年，為河北省

高新技術企業。先後通過了 ISO9001：2000、QS9000、DVA6.1 和 TS16949 國際品

質體系認證，生產汽車繼電器、開關等 20 多個系列、1000 多種汽車電器產品，主

要為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東風汽車集團、上海汽車集團、北京汽車集團以及長城、

長安、中興、廣汽汽車等國內主要汽車製造廠提供產品配套服務，銷售網路覆蓋

中國 40 多個城市，部分產品銷往美國、巴西、丹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集團

下設保定祥威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保定旺威商貿有限公司和保定冠威科技開發

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企業已經發展成為集科、工、貿為一體的企業集團。集團

公司註冊資本 5000 萬元。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梁志 


聯繫電話：0086-312-3108832 


傳 真：0086-312-3108830 


通訊位址：保定市創業路 118 號 


郵 編：071051 


電子郵箱：liangzhibd@163.com 


26



  

    

 

24、承德市雙灤釩鈦冶金產業聚集區 

建設高端釩鈦新材料開發利用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1000 畝，建設標準化廠房、辦公用房、技術研發中心、服務中心等

設施，建設釩氮合金、釩鋁合金、含釩汽車用鋼、船舶用鋼、航空材料等高端釩

製品項目生產線及鈦材生產線。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512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800 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國民經濟和鋼鐵產業的快速發展，市場對釩鈦產品的需求空間將呈現不

斷拓展的趨勢。釩作為重要的微合金化元素，在建築用鋼、管線鋼、含釩重軌鋼、

汽車用結構鋼以及非調質鋼等產品的優化升級中發揮重要作用。隨著技術逐漸成

熟，其應用領域還將逐漸擴大到新能源領域。該項目建設是利用承德獨特的釩鈦

資源優勢，深度開發釩鈦資源在新材料新產品領域的應用。項目具有廣闊的市場

前景。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擬建于承德市雙灤釩鈦冶金產業聚集區釩鈦產業園，項目所在地水、

電、暖等基礎設施條件完善，承唐、京承、承朝、承赤高速路網均在該區域設交

互出口，交通十分便捷。承德地區擁有豐富的釩鈦磁鐵礦資源，已探明的資源總

儲量為 80 多億噸，其中品位在 30-40%的單一富礦已探明儲量為 2.1 億噸，預測總

儲量為 4 億噸。同時該地區還擁有豐富的鉬資源，保有資源儲量占河北省 82.6%。

承德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和產品為釩、鉬合金加工提供了充足的資源保障。 

五、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完成後，預計年可實現產值 3900 萬美元，實現利稅 625 萬美元。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或其他均可。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田文舉 

聯繫單位：承德市雙灤釩鈦冶金產業聚集區管理委員會 

聯繫電話：0086-314-4312665 

傳 真：0086-314-4312691 

電子郵箱：slftz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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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唐山先隆納米金屬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1 萬噸非晶帶材及配電變壓器鐵芯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主要建設冶煉車間、制帶車間、輥剪車間、帶材倒卷區、耐火材料庫房、

噴嘴製作間、原材料庫、母合金成品庫、產成品庫、備品備件庫及相關配套實施

等，總建築面積 20000 平方米，建成年產 10000 噸非晶帶材及配電變壓器鐵芯項

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本項目總投資 7949 萬美元，其中一期投資 3656 萬美元，二期投資 2703 萬美

元，流動資金為 159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5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我國對非晶材料的研究起步於 70 年代中期，經過幾十年攻關，在基礎研究、

材料研究、工藝裝備、應用開發等核心技術和相關配套技術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

居世界先進行列。由於非晶材料的優異性和巨大的應用前景，非晶的製造技術、

應用產品也引起了國際許多知名公司如聯信、VAC、日立金屬等的高度重視，成為

各國在新材料領域研究和高技術戰略競爭的焦點。該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建設地點位於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區，用地 98 畝。項目所在地是京津唐經濟貿

易發展中心，距天津新港和秦皇島港口 120 公里，距京唐港 45 公里，南鄰 205 國

道、北靠京沈高速路和 102 國道，交通運輸十分便利，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達產後，預期年產值為 10655 萬美元，利稅 1598 萬美元，淨利潤 1358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唐山先隆納米金屬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唐山市古冶區，企業註冊資金 3000

萬元人民幣，主要生產行銷產品為納米晶帶材。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倪愛文 

聯繫電話：0086-315-3588617、15100520000 

傳 真：0086-315-358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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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晉州經濟開發區北京誠志永昌化工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200 噸液晶單體及配套材料、3.5 萬噸水性高分子材料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占地 200 畝，建設週期 3 年，建設規模為年產 200 噸液晶單體及配套

材料、3.5 萬噸水性高分子材料（其中包括 2.5 萬噸高分子洗滌助劑、1萬噸金屬

防腐用乳液）。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67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1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液晶單體及配套材料廣泛應用於各種終端顯示產品，如手機、電視、汽車儀


錶、電話、遊戲機等，目前國內 TFT-LCD（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配套液晶材料

技術水準同日本、德國等先進國家相比具有較大差距，該項目所開發研製的高端

TFT-LCD 用液晶材料，可提高國內液晶產品的檔次水準，滿足國內外對中高檔液

晶材料的市場需求，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于石家莊市晉州經濟開發區北部馬於工業園，北鄰 307 國道，南鄰衡

井線，距石黃高速 6 公里，距石家莊機場 50 公里，距黃驊港 260 公里，交通十分

便利。區內電力、供水、排汙、供熱等基礎設施配套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竣工投產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3.67 億美元，利潤 4167 萬美元，


稅金 25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北京誠志永昌化工有限公司是誠志股份有限公司(誠志股份是清華大學控股

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也是清華大學在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醫療健康、液晶化工

等領域成果轉化的產業基地)的全資子公司，成立於 2004 年，以清華大學化工系

為依託創建，主要從事精細化學品的開發、生產、銷售及技術服務，在日用化學

品、建築化學品、金屬防腐蝕化學品等領域處於國內領先地位。 

七、合作方式： 


合資或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劉月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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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0086-311-85124666、15333230678 

傳 真：0086-311-85124666 

通訊位址：河北晉州馬於工業園 

郵 編：052260 

郵 箱：myldbzs@sina.com 

27、秦皇島昌黎工業園區新建年產 2800 萬片 OLED 照明面板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建設年產 2800 萬片 OLED 照明面板生產線，主要內容為銦錫氧化物陽

極（也稱 ITO 陽極）、有機發光層、陰極以及各層之間的絕緣層和封裝層的生產製

造。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80256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9325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OLED 是一種借助有機半導體功能材料將電能直接轉化為光能的技術，被稱為

“夢幻般的顯示技術”和“綠色環保節能型”技術。據 Display Search 估計，隨

著全球經濟的復蘇，OLED 產業將更快速地發展，銷售收入年複合增長率可達到 48%

左右，預計到 2016 年，市場規模可達到 161 億美元。目前，歐、美、日大型電氣

公司都已對 OLED 照明進行投資開發與生產。市場研究機構 NanoMarkets 發表報告

表示：美國 OLED 照明市場規模可望在 2015 年成長到 15 億美元，在 2018 年超過

60 億美元。 

四、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建設期為 2 年，項目達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120385 萬美元，年淨利潤

34142 萬美元，項目稅後內部收益率為 35.58%，項目投資利潤率達 56.72%，項目

靜態回收期 2.96 年，動態回收期 3.38 年。 

五、建設條件：

項目擬建地點位於秦皇島市昌黎工業園區。園區緊鄰 205 國道、沿海高速公

路和京山鐵路，距京沈高速公路 20 公里，距秦皇島北戴河國際機場 8 公里，距北

京機場 270 公里，距秦皇島港 45 公里，距天津新港 150 公里,交通四通八達。該

園區供水、供電、供氣、道路、排水、通訊基礎設施完備，為項目的建設運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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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便利條件。 

六、中方項目單位概況： 

昌黎工業園區為省級開發區，2010 年經省政府批准擴區 5 平方公里，與昌黎

縣城工業區合併後，園區總規劃面積達到 13.4 平方公里，現已初步形成了集幹紅

酒釀造、食品加工、高新技術、現代物流和機械加工製造業等多門類於一體的產

業格局。 

七、合作方式：

合資。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李雁鋒 

聯繫電話：0086-335-2192832 

傳 真：0086-335-2192879 

郵 編：066609 

電子郵箱：gyyqgw@163.com 

28、河北漢光重工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年產 96250 套光電產品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精密光學加工、精密機械加工、精密鈑金、總裝調試、光電檢測試驗、

綜合環境試驗、表面處理、毛坯製造等車間及研發中心、辦公樓、動力中心、庫

房等公用設施，新增設備 359 台（套），年產各類光電產品 96250 套。其中光學

慣性器件及應用 3000 套、視覺感知領域 2000 套、資訊安全領域 20000 套、

能源裝備領域 2000 套、 三彩產品系列 10000 套、新材料系列 30000 噸、輕

工裝備系列 1000 套、特種裝備系列 500 套。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估算 162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項目開發的系列光電科技產品均以滿足市場發展需求為方向，具有良好的市

場前景。 

四、建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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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建於邯鄲市經濟開發區，西鄰京廣鐵路及 107 國道，東面有京深高速

公路，北面有青紅高速公路，鐵路、公路運輸交通便利。項目原材料為我公司與

有多年合作的廠家購置或公司自行生產零部件，原材料來源充足可靠。項目建設

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 3 年，項目達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39800 萬美元，將給企業帶

來良好的經濟效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漢光重工有限責任公司創建於 1963 年，現為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全資

國有企業，是中國第一台硒靜電影印機誕生地和第一家實現“863”重大項目—有

機光導鼓（OPC）產業化的企業，通過了 ISO9001 品質體系認證，為國家一級計量

單位，公司總資產 70332 萬元，淨資產 43165 萬元，現有職工 2000 餘人，其中各

類專業技術人員 560 多人，具有高級職稱的 218 人，享受國家政府特貼 18 人，具

有博士、碩士學位的 110 人。獲得河北省“高新技術企業”、中國船舶重工集團

公司“技術創新先進企業”等稱號，被國家教育部命名為“卓越工程師教育培訓

基地”，連續六年被評為“中國工業行業排頭兵企業”。形成了光學、機械、電

子、自動控制、數學建模、軟體設計、機器視覺、導航、化學和特種工藝等十大

專業優勢。先後研發產品 300 多項，其中 100 多項產品曾獲得國家金質獎、銀質

獎、全國科學大會獎及國家、省、部級科技進步獎，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二等獎各一項。列入國家“863”、“973”、國家火炬計畫、國家重點新產品、

國家重點產業集群、國家高新技術產品等項目 20 多項，擁有各種專利 106 項。主

要產品銷售遍佈全國各地，並出口到歐美、東南亞等眾多國家和地區。 

公司是中國辦公設備（OA）行業知名企業，現有 7 條雷射印表機鼓粉盒（亦

稱硒鼓、碳粉盒、粉盒）裝配流水線。目前各類鼓粉盒年產量達到 100 萬套，產

品適用於惠普、佳能、三星、兄弟、戴爾、愛普生、京瓷、夏普、東芝、柯尼卡

美能達各品牌各型號雷射印表機、數位影印機。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郭聯群 

聯繫電話：0086-310-7208789 7208587 

傳 真：0086-310-720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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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單位：河北漢光重工有限責任公司規劃發展部 

聯繫地址：河北省邯鄲市聯紡路 32 號

電子郵箱：hgghfzb@163.com 

29、豐甯滿族自治縣建設年產 6000 萬隻 LED 室外照明燈具 

生產線及室內燈具產業研發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年產 LED 室外照明燈具 6000 萬隻生產線，同時對 LED 室內照明燈具進行

產業研發。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預計總投資 8500 萬美元，出資方式、比例等可商洽。 

三、市場分析： 

LED 照明市場商機巨大，發展空間廣闊，LED 照明燈具應用已經從過去室外景

觀照明發展向室內照明應用，據分析未來五年內 LED 室內照明的發展將呈指數型

增長趨勢，特別是隨著全球性能源短缺問題的日益嚴重， LED 室內照明市場前景

越來越廣闊。隨著 LED 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 LED 光效的逐步提高，LED 的應用將越

來越廣泛。 

四、建設條件： 

本項目擬建在承德豐寧工業產業園區內，園區以節能照明產業為主導發展方

向，昀終形成 LED 室內、外照明產業基地。園區基礎設施完善，交通便利，項目

建設條件良好。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達產後，預計年產值 5000 萬美元，可實現利潤 1400 萬美元，投資回收

期 5 年。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樹恒 

通訊位址：豐寧滿族自治縣工業和資訊化局 

電 話：0086-314-806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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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0086-314-8065772 

郵 編：068350 

電子郵箱：fnzsh0953@163.com 

30、秦皇島潤來玻璃有限公司新建年產 10 萬平方米光電玻璃生產線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擬建設年產 10 萬平方米光電玻璃生產線，主要生產光電子晶片型光電玻

璃。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920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1600 萬美元，流動資金 320 萬

美元。擬利用外資 12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擬建項目生產的光電玻璃採用光電子晶片做光源，目前只有德國一家企業剛

剛生產。該產品與傳統產品相比，佔用空間小，發光面積大，超低能耗（每平米

0.001 瓦），使用壽命長（10 萬小時），具有低能耗、壽命長、高環保、輔材少的

特點，其顯示效果新穎，具有絢麗多彩、光怪陸離、夢幻動漫的效果，用於室內

裝飾（天花板、隔斷、玄關、門芯、背景牆面等）、玻璃幕牆、汽車、城市景觀照

明等。項目具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同時在醫療設備、航空等領域市場前景也十分

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本項目建設期為 1 年，第二年投入生產，當年達產率為 70%，第三年達到設計

能力的 100%。項目達產後，預計年總銷售收入為 6400 萬美元，稅後利潤為 960 萬

美元。投資利潤率 27%，投資利稅率 36%。財務內部收益率（全部投資）所得稅後

為 22.7%；所得稅前為 31.8%；投資回收期（含建設期 1 年）為 4.3 年。 

五、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區域緊鄰 102 國道，與秦皇島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毗鄰，北與海港區

北部工業區相連，距京沈高速公路秦皇島西出口僅 0.5 公里，102、205 國道在境

內交匯，距秦皇島港 8 公里，距山海關機場 12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水、電、路、

通訊等基礎設施齊全，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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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島潤來玻璃有限公司是中加合資企業，成立於 2004 年，其前身為秦皇島

市源潤藝術玻璃裝飾材料廠，公司主要產品有光電玻璃、熱熔玻璃、雕刻玻璃等

藝術裝飾玻璃，在裝飾玻璃行業已取得了良好的業績。企業自行生產研製的光電

玻璃生產技術已獲國家專利。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任節春 柴常春 

聯繫電話：0086-335-3554083、3554096 

傳 真：0086-335-3554085 

單位名稱：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招商辦

通訊位址：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新一路 8 號

電子郵箱：hgqzsb@163.com 

31、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北京大學（秦皇島）科技產業園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北京大學（秦皇島）科技產業園是在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

原北京大學校長陳佳洱院士的親自宣導和支持之下，與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合

作共建的新型科技產業社區。園區將以物聯網產業作為園區科技產業發展的主導

方向，利用北京大學優勢，聚集相關企業，吸納海內外高科技人才，形成中國北

方的物聯網技術研發中心。北京大學陸續向園區輸出科研成果，由陳佳洱院士親

自主持的國家重大儀器專項—小型化鐳射離子加速器（癌症治療儀）項目已落戶

起步區，與園區科技產業發展緊密相關的多個國家級的行業機構將以不同形式入

駐。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45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485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園區基地將充分發揮北京大學強大的人文、科技、教育、醫療和社會資源優

勢，結合秦皇島開發區的優勢以及北戴河的地域、交通、旅遊、人文優勢，用全

新的理念和實施模式，整合資源，彙集教育、科技、醫療三大產業於一體，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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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意，形成產業集群，使園區成為區域經濟的核心引擎，項目市場前景十

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擬建在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內，起步區總占地 70 萬平方米。秦皇

島經濟技術開發區是目前國內少有的集國家級開發區、出口加工區、大學科技園、

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和省級軟體產業基地等政策優勢和載體服務於一體的綜合

經濟區，是河北省第一家 ISO14000 國家示範區。在硬環境建設方面，供水、供電、

供氣、通信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能夠為大規模投資創業提供堅實的保障；

在政務服務方面，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已經形成了項目引進審批"一條龍"、項

目建設"全方位"和項目投產後的"經常化"等三個服務體系，被評為"跨國公司昀佳

投資的開發區"之一。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預計到 2020 年，園區將引入或申辦國家級實驗室 6 個，申辦國家級工程中心

2個，引入和孵化 50 家以上科技型企業，實現產值 80000 萬美元。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禹博 

聯繫電話：0086-335-7079129 

傳 真：0086-335-7079118 

通訊位址：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龍海道 69 號科技大廈 6 樓 

郵 編：066004 

電子郵箱：stanley0130@sina.com 

32、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秦皇島資料產業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在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資料產業基地項目，項目規劃面積 8.07 平方公

里，建設集研發、生產、培訓、辦公及配套服務等為一體的資料產業基地，重點

發展資料挖掘、資料存儲、資料加工、資料服務以及電腦軟硬體為主的相關產業，

打造生態型、園林式、人文化、高科技的資料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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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64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112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預計到 2020 年，資料產業基地將集聚 20 家以上世界 500 強企業和 100 家以

上具有較大規模的骨幹企業，基本形成規模較大、結構合理、優勢明顯、競爭力

突出的資料產業體系，建成全國具有特色和影響力的資料產業基地。目前總建築

面積4.6萬平方米的地標性建築-數穀大廈工程已竣工並投入使用，已有秦皇島（中

科院）資料產業研發轉化基地、北京大學（秦皇島）科技產業園、中國動漫集團

（秦皇島）動漫遊戲產業基地、工信部電子五所秦皇島分所等十餘個項目簽約入

駐。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擬建於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秦皇島市地處中國華北地區通往東北

地區的咽喉要道，距北京 280 公里，距天津 243 公里，距瀋陽 461 公里，地理位

置優越，水陸空交通均十分便利，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秦皇島港為中國北

方的不凍良港，也是世界上昀大的能源輸出港，與國際主要港口有班輪往返。秦

皇島山海關機場開通了至上海、武漢、深圳、杭州、石家莊的航班。大秦鐵路、

京秦鐵路和京哈鐵路以及 102 國道、205 國道、京沈高速和沿海高速均在該區域交

匯。該項目規劃面積 8.07 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區 1.4 平方公里的基礎設施建設現

已全面啟動，基地內總長 3000 多米的“三縱三橫”六條道路已完工，項目建設條

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全部完成後，預計到 2020 年，資料產業基地實現銷售收入年均增長 30%

以上，達到 83 億美元，占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 GDP 的比重達到 18%。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建國 

聯繫電話：0086-335-8019280 

傳 真：0086-335-8019281 

通訊位址：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龍海道 69 號科技大廈 405 室 

郵 編：066004 

電子郵箱：kjjyq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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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邯鄲冀南新區馬頭經濟開發區建設環保裝備產業園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環保裝備產業園區項目，規劃用地 2 平方公里，擬建設研發實驗區、環

保裝備製造區、環保材料製造區和配套服務區等。邯鄲環保產業園發展過程中將

以生態環保基礎設施為基點，以環保裝備製造為主體，對項目群進行統一規劃、

分步實施。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393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557 萬美元。 

三、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將吸納 20-30 家以城建院為代表的大型央企、行業領先企

業入駐，實現 80 億元人民幣以上的靜態投資，形成以技術研發基地、覆蓋產業鏈

的環保集成設備和環保產品製造基地為核心的環保產業聚集區，輻射和拉動晉冀

魯豫周邊省市環保產業發展。到 2020 年，預計園區整體實現銷售收入 60 億元人

民幣以上，實現利稅 9 億元人民幣以上，提供 3100 個就業崗位，吸納 800 名左右

高新技術人才。 

四、建設條件： 

園區內能源供應充足，轄區內有電廠、水廠等大型配套設施，基礎設施已達

到“九通一平”，企業生產成本較低，產業集聚優勢明顯，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

越。 

五、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邯鄲環保產業園由邯鄲冀南新區馬頭經濟開發區、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北

京嘉倫聯合投資有限公司三方合作設立的，計畫將該環保產業園建成先進環保技

術的研發基地、環保設備和材料的中試基地和生產製造基地，吸引國、內外優秀

環保、節能等綠色企業進駐該環保產業園。馬頭經濟開發區是河北省政府認定的

省級裝備製造產業聚集區，首期開發面積 46 平方公里。 

六、合作方式：合資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淼 

聯繫電話：0086-310-6299888 

傳 真：0086-310-6299888 

通訊位址：邯鄲市冀南馬頭經濟開發區創業大道16號405房間 

郵 編：056046 

電子郵箱：mttcj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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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河北華強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50 萬台濕法煙氣脫硫脫硝除塵塔設備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新建生產車間、檢測中心、辦公樓等總建築面積 32708 平方米，建設年產

50 萬台濕法煙氣脫硫脫硝除塵塔設備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78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45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國內對環境保護尤其是治理大氣污染力度的不斷加大，燃煤發電廠煙氣

作為對大氣品質危害昀嚴重的污染物氣體之一，嚴重影響著生態環境和人們的日

常生活。電廠煙氣脫硫脫硝技術及裝備應用的迅速發展，使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

廣闊。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位於河北棗強玻璃鋼工業園區內，地理位置優越，緊鄰大廣高速，京

九鐵路貫穿而過，交通十分便利，區內配套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5000 萬美元，年銷售稅金及附加 2000 萬美元，

年利潤總額 4000 萬美元。投資利稅率 33.6 ％，投資利潤率 23.5 ％，投資回收

期 4.26 年（含建設期一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華強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3 年，是集科研、設計、生產、檢測、

銷售及服務於一體的現代化科技型企業，公司占地面積 38000 平方米，擁有資產

總值 4.3 億元人民幣。公司現已成為“中國玻璃鋼工業協會”會員單位、“中國

製冷空調工業協會會員”、“中國製冷學會會員”，並於 2001 年順利通過了

ISO9001 國際認證。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 亮 

聯繫電話: 0086-318-7056908、13663386361 

傳 真：0086-318-8237290 

39



  

 

 

 

 

 

單位名稱：河北華強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河北省棗強縣東環北路 368 號 

郵 編：053100 

電子郵箱：13513212812@163.com 

35、宣化冶金環保設備製造(安裝)有限責任公司建設電力脫硝設備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主要針對我國不斷加強對空氣污染治理的要求和發展方向，通過引進

的國內外先進脫硝技術及相關專業設備，按照國家制定的煙氣脫硝環保要求，以

國際先進水準為目標，建設適合市場需求的電力脫硝設備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000 萬美元，其中引進技術 200 萬美元，鋪底流動資金 500 萬美

元。擬利用外資 15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國家對空氣污染採用 PM2.5 監測值以來，人們對空氣污染指標的關注越

來越重視，尤其是今年以來全國多個省份出現空氣嚴重污染的霧霾天氣情況，使

得國家對火電行業脫硝要求越來越嚴格，脫硝設備的製造生產將成為新的經濟增

長點，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可實現年銷售收入 1100 萬美元，實現利稅 380 萬美元。 

五、建設條件： 

公司主要從事環保設備製造銷售，主要產品有高壓靜電除塵器、袋式除塵器、

電袋除塵器、轉爐煤氣圓式電除塵器等，用於冶金、電力、建材、化工、有色等

行業煙氣治理和大氣污染的防治，年生產能力電除塵器 5 萬噸，擁有研製脫硝環

保設備的技術基礎和實力，項目各項建設條件優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宣化冶金環保設備製造(安裝)有限責任公司始建於 1965 年，公司主要產品為

處理大氣污染的各類除塵設備，產品銷往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部分產品進入日

本、菲律賓、印度、緬甸等國際市場。目前公司不斷加強技術創新，增加環保產

品品種,正在逐步建成品種多、規模大的一級環保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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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及其它方式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梁俊虎 


聯繫單位：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工業和資訊化局 


聯繫電話：0086-313-3238196 


傳 真：0086-313-3238187 


電子郵箱：xhqgycjj@163.com 


36、河北先河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設全防全控智能環境監管系統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全防全控智能環境監管系統項目，主要內容包括大氣、水質、污染源線

上監測設備和技術(包括雷射雷達測量系統、遙感監測設備、重金屬監測設備以及

可擕式環境監測設備)；基於智能環保的軟體平臺、資料傳輸和資料處理平臺。該

環境智能監管系統是基於 GIS 平臺，構建集成環境品質監測資料與污染源排放監

測資料的即時線上分析資料中心。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495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475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基於物聯網技術的全防全控智能環境監管系統是中國正在熱點開發研究的技

術產品，但是目前市場上還沒有成熟的同類產品，該項目市場前景廣闊，預計該

系統未來市場容量將達到100億元人民幣。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產值5億元人民幣，銷售收入5億元人民幣，利稅1.5億元

人民幣，利潤5000萬元人民幣。 

五、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先河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6 年，目前已成為國內規模昀大、

自主創新能力昀強、產品昀齊全的線上環境監測設備專業生產企業，並擁有科技

產業園區。公司於 2010 年登陸創業板，成為國內環境監測儀器儀錶行業首家上市

公司（股票代碼：300137）。公司註冊資本 1.56 億元人民幣，資產總額 10 億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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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公司主營業務包括環境監測設備的研製、生產和銷售，數位環保平臺建設

以及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服務。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及轉股等形式均可。 

七、 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杜新平 

聯繫電話：0086-311-85323959，13582328732 

傳 真：0086-311-85323916 

通信地址：石家莊市高新技術開發區湘江道 251 號 

電子郵箱：duxp@sailhero.com.cn 

37、張家口望山循環經濟示範園區建設污水處理及地下管網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規劃按日處理 8.5 萬噸規模擴建或根據發展需要確定污水處理廠建設規

模，工程內容主要包括提升泵房、曝氣沉砂池、混凝沉澱池、水解酸化池、MSBR

池、高密度澄清池、紫外消毒池、儲泥池、脫水機房、鼓風機房及變配電間、綜

合樓、機修倉庫等，地下管網工程總長度 10 公里。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52 萬美元，其中污水處理工程投資 1536 萬美元、地下管網工

程投資 116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擬建在張家口望山循環經濟示範園區起步區，目前已有總投資 103 億

元人民幣的河北盛華北方循環經濟氯堿基地、金隅水泥等項目入駐園區，匯垣玻

璃製造、金賽制藥、凱威制藥等項目擬入駐園區。園區發展現已形成一定規模，

在此投資污水處理及地下管網建設項目，後續發展潛力大，市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園區擬建 220 千伏變電站一座，電力供應充裕，並已完成項目可研論證等前

期基礎性工作，同時區內各項基礎設施條件已初步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可向企業收取污水處理費，可產生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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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投資回收期為 6-8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張家口望山循環經濟示範園區規劃建成新型循環經濟產業基地，規劃總面積

11.02 平方公里，起步區 5 平方公里，位於宣化縣大倉蓋鎮，緊鄰張承高速、110

國道、京包鐵路和即將開工建設的張唐鐵路、藍張鐵路，區位優越，交通便利。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遲永田 

電 話：0086-313-3382530、15831388002 

傳 真：0086-313-3382551 

通訊位址：宣化區東馬道 14 號      

郵 編：075100 

電子信箱：zfbcb@163.com 

38、張家口百通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15 萬套柴油機後處理環保裝置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由張家口通用機械有限公司、加拿大藍天技術有限公司、美國 HY 有限公

司三方共同開發，建設年生產能力 15 萬套柴油機後處理裝置生產線及相關配套設

施。該產品主要應用於柴油車和以柴油機為動力的機械裝備中，可使帶高壓共軌

的柴油機尾氣排放直接達到國Ⅳ、國Ⅴ排放標準。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403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5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柴油機尾氣後處理系統是柴油機達到歐Ⅳ以上排放標準昀經濟、昀可靠的技


術，目前國內市場尚無實質性生產廠家。在國內市場上，柴油車以每年 7%以上的

比例增長，已占全部載貨車的 75%，年銷售量達到 150 萬台；國際市場上，亞洲地

區每年新增柴油車 900 萬輛，歐洲 100 萬輛，美國 700 萬輛。該項目市場前景非

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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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位於張家口市西山產業集聚區，緊靠京石高速，距離張家口市西外環

路 4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基礎設施建設由園區統一建設，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

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完成達產後，預計年銷售產值為 2.57 億美元，年利稅 3800 萬美元。 

六、項目實施情況: 

目前，該項目已基本完成配型動、靜態試驗，柴油機尾氣排放達到歐Ⅳ標準。

在西山產業集聚區完成征地 22 公頃，完成了工業規劃及圖紙設計工作。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繫單位：張家口百通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聯 系 人：王長明 總經理 

聯繫電話：0086-313-4100098 

傳 真：0086-313-4102823 

電子郵箱：amtf417@126.com 

39、承德市張百灣新興產業示範區建設年產 1400 套節能環保設備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生產車間、倉庫等及公用輔助設施，購置科研及檢驗設備等 700 餘台

（套），形成年產 1400 台（套）節能環保設備的生產能力。項目主要產品包括鍋

爐消煙除塵、廢水處理循環利用、粉塵收集除塵、雜訊防治等污染治理設備。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4 億美元，合作方出資比例可商洽。 

三、市場分析： 

節能環保設備製造是國家鼓勵發展的朝陽產業，隨著國家大力推進節能減

排，發展循環經濟，開發設計和製造廢水、廢氣、固廢、雜訊治理設備、設施，

進行“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項目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5 億美元，利稅 1.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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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設條件： 

項目擬選址在承德張百灣新興產業示範區內，該區交通便利，緊鄰國道 112

線，距灤平縣城 10 公里、京承高速灤平出口 23 公里，到北京僅 1 個半小時車程；

京通鐵路和正在建設的張唐鐵路經過園區，並在區內設有客貨兩用站。區內水、

電、天然氣及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非常優越。 

六、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亞忠副局長、項目建設辦公室主任 

通訊位址：中國河北灤平縣北山新區 

聯繫電話：0086-314-8582042 

傳 真：0086-314-8583123 

郵 編：068250 

電子郵箱：lpfgjxmb@163.com 

40、曹妃甸裝備製造園區建設系列環保裝備產品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系列環保裝備產品項目，年產布袋除塵器、高效清灰設備 3 萬套，燃煤

工業爐窯和鍋爐濕法反應、幹法出渣脫硫成套設備 10000 套，大型海水法煙氣脫

硫成套設備 10 套，小型氧化鎂法煙氣脫硫成套設備 6000 套，高效小型靜電除塵

器 1 萬套，汽車尾氣污染防治設備 30 萬套。 

二、投資估算和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322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0000 萬美元，具體投資方式可雙方

協商。 

三、市場分析： 

隨著國家對大氣污染採用 PM2.5 監測值以來，人們對空氣污染指標的關注越

來越重視，尤其是今年以來全國多個省份出現空氣嚴重污染的霧霾天氣情況，使

得國家對環境污染治理控制條件會越來越嚴格，環保裝備的市場需求會越來越

大。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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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址擬選于曹妃甸裝備製造產業園區，該區域面積 36.37 平方公里，航道-11

米，岸線 29.1 公里，利用天然形成的老龍溝進行規則開挖，適宜發展海上平臺重

型裝備製造工業岸線。園區已形成 2橫 10 縱路網框架，供水、供電、通訊、供熱

等基礎設施基本配套齊全，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全部建成投產後，預期年產值 34320 萬美元，銷售收入 13630 萬美元，


利潤 30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該項目由曹妃甸裝備製造產業園區承辦，園區基礎設施基本配套齊全，已建

成 30萬平方米標準廠房和占地 500 畝的綜合服務基站，具備大規模開發建設條件。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韓樹學 

聯繫電話：0086-315-8820034 

傳 真：0086-315-8820706 

單位名稱：唐山市曹妃甸管委會裝備製造產業園區 

電子郵箱：cfdzbzz@163.com 

41、河北歐意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520 萬台節能環保熱水器、 

870 萬台燃氣報警器和 1300 萬台燃氣電磁閥系列產品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3.2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2.24 萬平方米，主要建設生產車間、成

品庫、材料庫、辦公樓、配電室及相關配套設施，新上生產設備 2537 台套，建設

年產 520 萬台節能環保熱水器、870 萬台燃氣報警器和 1300 萬台燃氣電磁閥系列

產品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0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9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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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內對環境保護尤其是治理大氣污染力度的不斷加大，高性能品質燃氣

報警器、燃氣電磁閥產品越來越得到廣泛應用，近年來燃氣洩漏事件的不斷發生，

對高性能品質燃氣報警器、燃氣電磁閥產品標準和規範更為嚴格，市場需求也越

來越大。同時市場也對節能環保熱水器需求不斷加大。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良好。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位於河北棗強玻璃鋼工業園區內，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緊鄰大

廣高速，京九鐵路貫穿而過。區內各項基礎設施配套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均銷售收入 5.2 億美元，年銷售稅金及附加為 2500 萬美

元，年均利潤總額可達 6983 萬美元，年均繳納所得稅 1746 萬美元，財務內部收

益率為 19.47%，投資回收期為 6.81 年（含建設期 3 年），項目盈虧平衡點 30.72%。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歐意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位於河北棗強工業園區，是一家從事生產和銷售

家用電器和廚衛電器為主的現代化企業，公司擁有先進的生產工藝裝備和技術力

量，具有建設該項目的雄厚實力。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丁德敬 

聯繫電話：0086-318-8239029 

傳 真：0086-318-8226439 

通信地址：棗強縣工業園區河北歐意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郵 編：053100 

電子郵箱：591433837@qq.com 

42、河北銀髮華鼎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制藥廢物處置與利用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制藥廢渣厭氧發酵生產沼氣裝置 1 套，危險廢物焚燒爐 1 套，焚燒爐廠

房 1 座，庫房 1座，總建築面積 2250 平方米。項目建成後，年處置危險廢物總規

模 108900 噸，其中危險廢物焚燒 9900 噸，處理處置制藥菌渣等有機廢物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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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333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1150 萬美元，流動資金 183 萬


美元。 

三、市場分析：

項目依託河北省自主創新重大成果轉化項目《抗生素菌渣無害化、資源化成

套技術集成》研究成果和德國 AQUA 公司的高效厭氧固體發酵技術，對制藥菌渣進

行減量化處理及生物質能源綜合回收利用，解決了困擾大量制藥企業的制藥菌渣

處理問題，有效解決了制約制藥行業發展的瓶頸，項目具有良好的經濟、環境和

社會效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年可焚燒處置危險廢物 9900 噸，處置制藥菌渣 99000 噸，

將成為石家莊地區危險廢物處置的主要依託單位，同時為目前亟需解決的制藥菌

渣問題找出處理方向，預計年營業收入 5280 萬元人民幣，利潤總額約 2370 萬元

人民幣，投資收益率 33.8%，投資回收期 4.9 年（含建設期）。 

五、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石家莊經濟技術開發區內，交通便捷，園區內給排水、供電、供汽

等基礎設施建設條件完備，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銀髮華鼎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雲南銀髮綠色環保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華北制藥集團環境保護研究所共同出資成立的合營公司，註冊資金 1000 萬元人

民幣，總資產 2121 萬元人民幣。公司從事環保技術諮詢、工程設計與工程承包等，

並在建設危險廢物處置與利用方面有明顯的優勢。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陳平 


聯繫電話：0086-311-85992160、85992161 


傳 真：0086-311-85992160 


通信地址：河北省石家莊市和平東路 396-1 號 


電子郵箱：chenping@ncpc.com fchncp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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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河北三興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 

建設年處理 50 萬噸廢潤滑油循環再利用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年處理 50 萬噸廢潤滑油循環再利用項目，總建築面積 25 萬平方米，主

要建設預處理車間、加氫車間、精製車間、調和車間、包裝車間、隔油池及沉澱

池、中轉泵房、循環水池、冷卻水塔等。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5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1.7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為國家支持的環保及廢物循環利用且為污水零排放項目，廢潤滑油再


生資源的產業化，屬於生態型資源循環利用範疇，符合國家發展循環經濟、保護

環境的政策支持和市場需求。項目單位原料收集和產品銷售網路成熟，技術領先，

項目市場前景良好。該項目建成後，將形成有效的廢潤滑油回收途徑，大大節約

社會成本，推動廢潤滑油再生循環利用行業健康發展，提高相關行業的經濟效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已開工建設，正在進行廠房基礎施工，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1.97 億美元，利潤 3833 萬美元，稅金 2833 萬


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三興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 11 月，註冊資金 500 萬元人

民幣。公司前身為河北三興焦化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焦炭、煤焦油、煤氣、藥用

玻璃等生產開發、加工銷售。該項目技術是北京石油科學研究院自主研發，具有

自主知識產權，工藝技術填補國內空白，達到世界先進水準。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或其他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劉銀寶 


聯繫電話：0086-311-82510059、13833382111 


傳 真：0086-311-82510059 


通訊位址：石家莊市靈壽縣靈壽鎮南環路 


郵 編：050599 


電子郵箱：13833382111@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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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邯鄲市華昊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400MW 太陽能電池元件及配套工程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年產 400MW 太陽能電池元件、3600 萬片矽片切片項目，項目占地 160 畝，

建築面積 8.9 萬平方米，主要建設生產車間、原料及成品倉庫、綜合辦公樓及其

它附屬設施。購進自動分選機、半自動裝框機等相關設備。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3900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11470 萬美元，鋪底流動資金


2430 萬元。擬利用外資 10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太陽能光伏發電是昀具可持續發展潛力的可再生新能源技術之一，全球太陽

能電池產量近年來持續大幅增長，我國陸續出臺的太陽能屋頂計畫、金太陽工程

等扶持政策，對太陽能市場應用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該項目以生產太陽能電池

板和太陽能發電裝置為主，屬於新能源利用產品，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位於河北肥鄉經濟開發區西區，交通便利，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

齊全，項目建設條件良好。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51 億元人民幣，利潤 3.6 億元人民幣，稅金 1

億元人民幣。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邯鄲市華昊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創建於 2006 年，註冊資本 3000 萬元人民幣，

主要經營範圍乙太陽能光伏電池板和發電裝置生產、銷售等業務為主，具備太陽

能電站的研發、設計、建設能力。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孫立新 

聯繫電話：0086-310-8679555、15932209569 

傳 真：0086-310-8679555 

通信地址：河北肥鄉經濟開發區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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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河北贊皇經濟開發區建設太陽能綜合利用產品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面積 150 畝，擬建多條太陽能綜合利用產品生產線，包括建設年產

200 萬平方米反光鏡、8000 套支架及跟蹤系統、200 台太陽能移動生活車、1200

套溴化鋰吸收式製冷機、10000 套導熱油多用途鍋爐生產線等。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7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1.3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全球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消耗和日益匱乏，能源問題將逐漸成為制約社


會經濟發展的瓶頸，越來越多的國家已開始注重開發可再生能源，其中太陽能以

其獨有的優勢成為各國開發利用的重點方向之一。中國太陽能資源非常豐富，近

年來在太陽能綜合開發利用技術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太陽能產品使用市場也越

來越大。該項目主要為太陽能綜合利用提供配套產品，項目市場前景非常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選址在河北贊皇經濟開發區，交通十分便利，開發區基礎設施建設

已初具規模，達到了“六通一平”，建設中的南水北調中線幹渠從區內穿過，建

設的污水處理廠已投入運行，各項便利的基礎設施為項目建設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產值可達 41660 萬美元，利稅 7500 萬美元，可帶動當地


2000 人就業。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贊皇經濟開發區為省級經濟開發區，位於省會石家莊西南部，贊皇縣城

東部，距京廣鐵路、107 國道 15 公里，京珠高速 16 公里，距石家莊市區 33 公里。

區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已有數十家企業入駐開發區內，便利的基礎設施條件

和優惠的政策為企業入駐提供了良好的投資環境。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獨資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宋麗娜 


聯繫電話：0086-311-84221176 


傳 真：0086-311-8441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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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位址：石家莊市贊皇縣太行西路 288 號 

郵 編：051230 


電子郵箱：zsxzk@126.com 


46、保定鼎發新材料製造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2000 萬片光伏太陽能電池背板項目 


一、項目內容： 

擬在保定國家高新區建設太陽能背板生產基地，完善保定光伏產業生產鏈。

項目一期已在高新區創業中心租用廠房進行生產，產品通過太陽能元件生產商使

用，受到好評。二期項目擬在高新區新建廠房，建設年產 2000 萬片太陽能電池背

板生產線。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9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保定國家高新區是全國乃至全球非常重要的光伏產業基地，具備相對完整的

產業鏈以及數量龐大的太陽能元件生產廠商，目前基地太陽能背板生產環節相對

薄弱，該項目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 

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在保定國家高新區內，該區是國家級新能源與能源設備產業基地，已

實現"八通一平"，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二期項目達產後，預計年收入 2 億美元，上繳稅金 4000 萬美元、新增就業 400

人。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保定鼎發新材料製造有限公司是開發、生產、銷售功能性薄膜、薄板材料的

高科技企業，目前產品為太陽能電池背板，其性能居國內領先、國際先進水準，

由專業管理團隊創建、運營、管理。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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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系 人：張陸洋 

聯繫電話：0086-312-3108831 


傳 真：0086-312-3108830 


通訊位址：保定市創業路 118 號 


郵 編：071051 


電子郵箱： 364029902@qq.com 


47、保定清華智宜科技公司新建年產 6000 萬隻鋰離子電池生產線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鋰離子電池生產線 4 條，年產 6000 萬隻鋰離子電池，日產鋰離子電池能


力由目前的 4 萬隻提高到 20 萬隻。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500 萬美元，其中自籌 25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25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所產鋰電池主要應用於各型號的手機、對講機、筆記本電腦、可擕式

無線電臺、可擕式電視機、VCD、DVD、MP3、MP4、數碼照像機、攝像機、電動玩

具、電動工具、電動自行車、電動汽車等產品。市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地點位於保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了加快項目建設進度和

減少投資，擬採用租用現代化廠房方式實施此項目（其交通、水、電、汽、通信

等設施均符合項目要求）。原料主要包括正極材料磷酸鐵鋰、負極材料石墨、軟碳、

硬碳等，其他材料包括電解質、聚合物隔離膜及保護電路晶片等可在國內採購。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達產後，每年可實現總產值 6000 萬美元，銷售收入 5640 萬美元,實現利


稅 900 萬美元。投資回收期 1.5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保定清華智宜科技公司成立於 2003 年，是集鋰離子電池研發、生產和銷售為

一體的高新技術企業。現已建成一條日產 4 萬隻鋰電池生產線，可生產鋼殼、鋁

殼、聚合物等各型號鋰電池。 

七、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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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鄭偉 


聯繫電話：0086-312-3108886 


傳 真：0086-312-3108886 


聯繫單位：保定高新區招商合作局 


通訊位址：保定市創業路 118 號 


郵 編：071051 


電子郵箱：zw0696@hotmail.com 


48、河北博野經濟開發區建設生物質及地熱發電項目 

一、項目內容： 

本項目以當地豐富的農作物秸稈、生活垃圾作為主要燃料，選用兩台 35t/h

鏈條鍋爐和一台 90t/h 循環硫化床鍋爐，發電機組選用二台 6MW 的背壓式汽輪機

組，年處理秸稈 19.25 萬噸、生活垃圾 1.92 萬噸，年發電 0.7834×10 8KWh，每小

時可向外供電 1.02 萬 KW，每年還將向外供應 1.25MPa 蒸汽 80 萬噸（104.2t/h）。

同時項目利用當地豐富的地熱水資源，將達到 85℃以上地熱水經處理後用於鍋爐

補水，可節約大量能源。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投資 4762 萬美元，擬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開發利用生物質以及地熱等清潔新型能源，符合國家新能源產業政策，生物


質發電項目具有資源豐富、成本低廉、收效穩定等特點，本項目除發電供電外，

所產蒸汽將全部用於開發區企業及縣城居民用熱，綜合經濟效益十分明顯。博野

縣地處地熱資源帶，地熱資源十分豐富，是京、津、冀地區極其豐富的地熱資源

儲藏區，出口溫度可達 85-95℃，地熱水綜合利用價值巨大。該項目具有十分良好

的市場發展前景。 

四、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縣城東側博野經濟開發區內，現已完成“七通一平”等基礎設施完

備建設，完全滿足項目入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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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為 2 年，項目建成後，預計年營業收入 3.6 億元人民幣，年利潤

6000 萬元人民幣。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博野經濟開發區總規劃面積 8.1391 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 3.2 平方公里，2012

年被認定為河北省省級經濟開發區，已入駐企業 121 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 14 家。

開發區主要承接輕工（橡膠）、機械製造、食品、紡織、醫藥、農業產業化等產業

項目。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或其他方式。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志彬 


聯繫電話：0086-312-8320783、15027855999 


傳 真：0086-312-8320783 


電子郵箱：8320783@sohu.com


49、英利集團有限公司建設 100 兆瓦屋頂光伏用戶側並網發電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100兆瓦屋頂光伏用戶側並網發電項目，容量為15002KWP，總安裝面積為

156151平方米。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4256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000 萬美元。 

三、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在保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交通十分便利，基礎設施完成“九

通一平”，相關配套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新增銷售收入 239.28 萬美元，年新增利潤 45.68 萬美元，

投資利潤率為 2.12%，內部收益率為 2.35% 

五、中方企業現狀： 

英利集團有限公司創建於 1987 年，總部位於河北保定，總資產 366 億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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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2007 年 6 月在美國紐交所上市，擁有員工 2.6 萬人，共轄 93 家子分公司，在

歐洲、北美、南美和東南亞等 17 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搆。公司於 1998 年開始進入

太陽能光伏領域，1999 年承擔國家“年產 3 兆瓦多晶矽太陽能電池及應用系統示

範項目”，填補了國家不能商業化生產多晶矽太陽能電池的空白。2012 年集團太

陽能電池元件出貨量達 2300 兆瓦，位居全球第一位，是全球領先的具有昀完整產

業鏈光伏產品生產商。多年以來，英利集團致力於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

展，是建設“中國低碳城市發展項目”和“中國電谷”的支柱企業。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劉靜 

聯繫電話：0086-312-8929706 

傳 真：0086-312-8929800 

單位名稱：英利集團有限公司 

通訊位址：河北省保定市朝陽北大街 3399 號 

郵 編：071051 

電子郵箱：jing-liu@yinglisolar.com 

50、張家口下花園雙馬風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200 台 3 兆瓦旋臂式風力發電機組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占地 6.67 公頃，新建風力發電機組生產線，達到年產 200 台 3 兆瓦旋

臂式風力發電機組的生產規模。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504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國務院審議通過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指出：到 2020 年，全國風

電裝機容量將達到 1 億千瓦。目前風機製造業引進生產的風力發電機組不能完全

適應我國的風力狀況，缺乏核心技術已成為制約整機製造企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

關鍵瓶頸。旋臂式風力發電機組與傳統的水準軸發電機組相比，具有成本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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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簡便、維修方便、效率高、適用於不同工作環境（尤其適用於海上風力發電）

等優點，將成為今後風力發電產業的主要機型設備，具有很大的市場空間和發展

前景。 

四、建設條件： 

張家口下花園雙馬風能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旋臂式風力發電機組樣機已下

線。該公司所處地理位置優越，位於京張高速下花園出口與 110 國道交匯處，項

目建設條件良好。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為 2 年，項目達產後預計年利潤總額 1986 萬美元，投資利潤率為

57%，投資利稅率 63%。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張家口下花園雙馬風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 年，註冊資金 1171 萬美元，

主要從事風力發電機組總裝的開發、設計、試驗和製造。公司自主研發的可變翼

立軸機樣機（專利號：ZL 200820076669.9）已下線，該技術為完全的自主知識產

權。

七、合作方式： 

合資。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楊壽生

聯繫電話：0086-313-5055998 

傳 真：0086-313-5055993

電子郵箱：smfnkj@163.com 

51、保定悉地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3000 噸磷酸亞鐵鋰陽極材料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建設配料室、生產車間、維修車間、成品庫、化驗實驗室等設施，擬

建年產 3000 噸磷酸亞鐵鋰陽極材料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為 2000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1500 萬美元，流動資金 500

萬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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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分析： 

磷酸亞鐵鋰陽極材料在磷酸亞鐵鋰電池產業鏈中是市場容量昀大、附加值昀

高的材料，占電池成本的 30%以上，該項目生產的磷酸亞鐵鋰材料的比容量能達到

135 左右，屬目前在國內先進水準。磷酸亞鐵鋰電池是新能源汽車首選動力電池和

昀佳的蓄能電池，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位於保定國家高新區，占地 60 畝，區內交通便利、通訊發達，水、電、

汽等基礎設施條件可滿足項目建設需要。項目原材料採用的鐵源、鋰源、磷源、

碳源，添加劑分別為廉價易得的有機物或高電位金屬化合物，原材料市場有保證。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為 2 年。項目達產後可實現年銷售收入 1 億美元，投資利潤率 20%，

投資回收期 5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保定悉地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依託華南理工大學於2010年新組建的一家鋰電池

磷酸亞鐵鋰正極材料的專業化生產廠家，公司集基礎研究、產品開發、生產、銷

售與提供解決方案於一體，擁有較強的技術實力和基礎。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陸洋 

聯繫電話：0086-312-3108831 

傳 真：0086-312-3108830 

單位名稱：保定國家高新區管委會招商局 

通訊位址：保定市創業路 118 號 

郵 編：071051 

電子郵箱： 364029902@qq.com 

52、承德萬利通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建設 500MWH 全釩液流儲能電池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建于承德市雙灤區省級釩鈦產業聚集區，總占地 428.7 畝。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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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 68.6 畝，建築面積 14 萬平方米，年產四種規格總容量為 500MWh 的全釩液流

電池 8600 組,建設釩電池研發中心大樓，電解液生產線、電池堆生產線、電極加

工生產線、離子膜加工生產線和殼體加工等生產線，建設 200KWH 全釩液流儲能電

池系統及 500KWH 太陽能儲能供熱系統各一座。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8400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5300 萬美元，流動資金 3100 萬

美元。擬利用外資 42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項目屬於高新技術轉化型項目，市場需求迫切，其高效、節能環保的技術特

點，使釩儲能電池儲能系統有著很廣泛的應用領域，在優化能源結構，節約能源

和減少環境污染等方面也將發揮很大作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顯著，項目市場

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已征建設用地 285 畝，緊臨 112 國道，距京承高速公路出口只有 5 公里，

交通十分便利。項目建設區各項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入正常生產（500MWH）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2.4 億美元，利稅 5000

萬美元，所得稅 1200 萬美元，稅後利潤 5000 美元。 

六、項目進展情況： 

承德萬利通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為包含冶金、化工、機械製造、釩產品加工、

建築安裝等生產經營的企業集團，下設六家子公司，公司現有員工 3500 人，生產

的產品種類近百餘種，年產值超過 10 億元人民幣，是中國產品品質五百強企業。

該項目研發大樓、中試車間、示範站、裝配車間、綜合樓主體基本完成，正在內

外裝修和設備購置，電池博物館已竣工投入使用。公司已完成 10KW、20KW 釩電池

樣機的研製，正在進行 50KW 和 100KW 樣機的開發，世界上昀大的釩電解液生產線

已建成投產，系統材料國產化率達 90%，具備了 2.5KW、5KW、10KW、20KW 單電堆

的製備能力。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參股、控股均可，可以多種方式進行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劉建海 

聯繫電話：0086-314-2030598、1890314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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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0086-314-2030598 

單位名稱：承德釩鈦產業聚集區開發建設指揮部辦公室 


郵 編：067000 


電子郵箱：tzkljh@163.com 


53、承德市灤平新興產業示範區新建鈦系列儲能新材料產品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1000 畝，建設年產 10 億安時動力儲能鈦酸鋰電池生產線項目。鈦

酸銅鈣是一種高介電常數無機儲能材料，在高密度能量存儲、薄膜器件、高介電

電容器等一系列高新技術領域中廣泛應用。同時可用於電容器、電阻器、新能源

電池行業、動態隨機存儲記憶體、新型電池、太陽能電池、高端航太電容及太陽

板生產等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該項目總投資 7.8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3.9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符合國家宣導發展的綠色環保新能源產業，具有良好的市場前景。承


德地區有豐富的釩鈦磁鐵礦資源，己探明鈦資源儲量達 2×l0 7 噸。其儲量位居國

內第 2 位。項目原材料豐富，成本低，有較強市場競爭力。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選址在灤平縣新興產業示範區內金溝屯冶金工業園，該園區交通便

利，省道 112 線途經園區，京通鐵路貫穿東西，園區內設有貨站。灤河貫穿整個

園區，水資源充沛。園區內建有 220 千伏變電站，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年可實現產值 31.5 億美元，利稅 3.1 億美元，帶動就

業 780 人。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灤平縣新興產業示範區規劃面積 60 平方公里，現已完成土地收儲 2100 畝，

並已完成部分基礎設施工程。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資、獨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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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亞忠 


單位名稱：灤平縣發展改革局 


通訊位址：中國河北灤平縣北山新區 


聯繫電話：0086-314-8582042 


傳 真：0086-314-8583123 


郵 編：068250 


電子郵箱：lpfgjxmb@163.com 


54、張家口市下花園區建設 30 兆瓦光伏電站項目 

一、建設內容： 

項目占地約 100 公頃，新建裝機容量 30 兆瓦太陽能光伏發電站，安裝光伏陳

列和逆變控制器及配套設施。項目建設期 30 個月，一期 12 個月，建設裝機容量

10 兆瓦太陽能光伏發電站，第二期 18 個月，建設裝機容量 20 兆瓦太陽能光伏發

電站。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46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7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張家口市下花園區是一個以燃煤發電為支柱產業的地區，由於該地區的煤礦


資源枯竭，原煤產量降低，嚴重影響了電力的供應，所以發展新型替代能源電力

技術勢在必行。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已經成熟、可靠、實用，大型並網光伏發電

系統已開始大範圍推廣應用。該太陽能光伏電站建成後，與當地電網聯網運行，

可有效緩解地方電網的供需矛盾，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週期 3 年，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發電量 3700 萬千瓦時，實現收入


584 萬美元，利稅 350 萬美元。 

五、建設條件： 

下花園區處於北緯 40°，屬大陸季風氣候，乾燥少雨，日照充足，年平均日

照時數 2800—3100 小時，太陽總輻射為每平方 1500—1700 千瓦時，為太陽能較

豐富地區。下花園北部山區多為荒山、荒坡，光照條件優越，是建設太陽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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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理想區域。同時，下花園是張家口市的能源工業區，太陽能光伏發電可直接

併入華北電網，電力並網配套費用低。目前已經選點 8 處完成測光試驗。項目建

設條件非常優越。 

六、合作方式： 


合資。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海軍 


聯繫電話：0086-313-5187845 


傳 真：0086-313-5187847 


電子郵箱：xhyxmb@163.com 


55、河北富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560 兆瓦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池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廠房、倉庫、車間、檢測中心、辦公樓及其它配套設施，建設年產 560

兆瓦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池項目。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400 萬美元，中方出資 9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74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池具有性能穩定、抗輻射能力強的特點，光電轉換效

率目前居各種薄膜太陽電池之首，接近於目前市場主流產品晶體矽太陽電池轉換

效率，成本卻是其三分之一，其優異的性價比得到了國際市場的認可，可成為下

一代廣泛應用的低價太陽能電池，該產品即可用於地面光伏發電，也可在空間微

小衛星動力電源應用，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位址位於邢臺市威縣經濟開發區，交通十分便利，區內實現了“十

一通一平”，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320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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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富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太陽能及其它新能源領域集科研、生

產、銷售、國際貿易於一體的高科技企業，公司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環保、健康、

舒適、美觀、經濟的太陽能光伏產業等新能源領域發展。公司彙集了國內知名太

陽能專家和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還吸納了國外的高端技術人才，有著極強的技術

團隊優勢。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或其他方式。 


八、聯繫方式： 


聯繫人：劉汝恒 


聯繫電話：0086-319-6162782、13633296976 


傳 真：0086-319-6162782 


聯繫單位：河北省威縣招商局 


通訊位址：河北省邢臺市威縣人民政府 


電子信箱：wxdwkfb@163.com 


56、秦皇島綠能風電設備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500 萬千瓦大型風力發電機葉片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400 畝，建設年產 500 萬千瓦大型風力發電機葉片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16000萬美元，其中中方出資3200萬美元，擬利用外資12800萬美

元。 

三、市場分析： 

風輪葉片是風力發電機組的關鍵部件，它直接影響著整個機組的性能和價

格，風輪葉片占風電整機成本的20%～30%左右。目前，我國風力發電產業步入快

速發展期，兆瓦級風力發電機組已經在我國大量裝機，風力發電設備製造業也隨

之進入快速發展期，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位於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西區，園區內供水、供電、供氣、通信

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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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2年，達產後預計年產值為5.56億美元，實現利潤4762萬美元，投

資回收期4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秦皇島綠能風電設備有限公司是專業從事風電葉片及其模具研究、設計、製

造、銷售及技術服務的高新技術企業，已形成了兆瓦級風電葉片產業化生產體系。

公司技術力量雄厚、生產工藝先進，先後承擔了國家“863計畫”、國家“九五”、

“十五”科技攻關計畫等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取得了多項專利和科技獎項。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雲平 

電 話：0086-335-8019175 

傳 真：0086-335-8019184 

聯繫單位：秦皇島開發區招商局 

電子郵箱：z711214@sina.com 

57、唐山拓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500 噸胞二磷膽鹼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面積 100 畝，總建築面積 4 萬平方米，建設廠房、辦公樓、庫房及

配套附屬設施等，購置存料罐、臥螺離心機、離心泵、四效蒸發器等設備 550 台

（套），年設計生產胞二磷膽鹼 500 噸。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63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胞二磷膽鹼是磷脂代謝的重要前體, 為卵磷脂生物合成必需的輔酶，在臨床

上有廣泛應用，可促進腦損傷和中風的恢復，用於治療帕金森氏綜合症，對老年

性癡呆症和抑鬱症有一定的療效，同時可用於治療腦血管和心血管疾病及神經性

耳聾，並對延緩衰老，提高學習效果和記憶力等也有一定療效。胞二磷膽鹼為基

本藥物，國內外需求量巨大並供不應求，僅國內需求量就達 1000 噸以上，目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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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約 50 噸左右。國外目前僅日本能生產，且產量不能滿足供需平衡。該項目

產品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在唐山市現代裝備製造工業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水、電、

氣等配套設施齊全，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年實現銷售收入 1.6 億美元，利稅 2400 萬美元，投資

回收期 2.6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唐山拓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唐山北方礦業(集團)公司出資成立，註冊資金

1300 萬美元。公司主要經營酵母、酵母抽提物及深加工產品研發、生產與銷售，

產品主要應用於食品工業、生物制藥、動物飼料及人類營養保健等行業領域。公

司屬國家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2011 年初通過了 ISO9001、HACCP 等品質體系認證。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栗 佳 


聯繫電話：0086-315-3388663、13582923141 


傳 真：0086-315-3388663 


郵 編：063021 


電子郵箱：tskplj@163.com 


58、河北百善藥業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20 億粒豨蛭絡達膠囊生產線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105 畝，總建築面積 30000 平方米，建設年產 20 億粒豨蛭絡達膠囊


生產線。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333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2698 萬美元，鋪底流動資金 635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8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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豨蛭絡達膠囊主治缺血性腦中風，為國家級三類新藥，屬獨家品種，產品配

方和製備工藝擁有自主專利（專利號為 ZL03156482.8）。本項目生產工藝具有數位

自動化精確控制技術特點，與現有中藥生產工藝相比，能夠更加有效地確保產品

品質。項目建設全部按照新版 GMP 標準，並參照歐盟及美國制藥標準。該項目市

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于遷安市現代裝備製造業產業聚集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基

礎設施完備，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均營業收入 7729 萬美元，年均淨利潤為 2418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百善藥業有限公司位於河北省遷安市，註冊資本 10500 萬元，擁有固定

資產 11602 萬元，主要經營硬膠囊劑、片劑、顆粒劑等三個劑型 105 個中藥品種，

是中國國內唯一的老年專業系列藥品生產廠家。公司現年生產豨蛭絡達膠囊、抗

腦衰膠囊、通便靈膠囊等藥品 6.7 億粒。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蘭志勇 


聯繫電話：0086-315-5351890、13803324545 


傳 真：0086-315-5351778 


通信地址：唐山市遷安現代裝備製造業產業聚集區 


郵編：064400 


電子郵箱：lizhiyong2010@baishanchina.net 


59、英諾特（唐山）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400 萬人份 

臨床金標檢測試劑盒、1000 萬支結核疫苗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面積 87.6 畝，建築面積 41500 平方米。建設年產 400 萬人份檢測試

劑盒、1000 萬支結核疫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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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572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2937 萬美元，鋪底流動資金 635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27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本項目產品全部採用公司自主研發的原料抗原（目前國內同類產品均無法自

產，只能進口國外抗原），並在產業化工藝上進行創新，是目前國內外唯一一家研

製出在一個層析條上同時檢測病原體 IgM/IgG 抗體膠體金技術的廠家，並獲得國

家藥監局的生產批文，用於急性感染和既往感染的診斷，排除了相互之間的幹擾，

獲得了很好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國內只有單一檢測病原體 IgM 的膠體金產品，技

術落後，工藝繁瑣，不能滿足臨床和計生系統的需要。此項技術擁有全部自主知

識產權，現已獲得相關發明專利 2 項。結核疫苗方面，公司進行的結核新型疫苗

開發項目屬於國際領先、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疾病防治領域創新項目。項目

市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本項目建于遷安市現代裝備製造業產業聚集區，交通便利，基礎設施完備，

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均營業收入 4535.8 萬美元，年均淨利潤為 2176.7 萬美

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英諾特（唐山）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的生產技術主要依託于北京英諾特生物技

術有限公司，是集科研、開發、生產為一體的診斷試劑高新技術企業。公司主打

產品為優生優育類（TORCH）基因工程抗原、抗體的研發、製備及其它傳染病臨床

金標快速診斷試劑盒。其拳頭產品“TORCH 免疫捕獲法膠體金檢測試劑”首家獲得

國家藥監局單卡檢測生產批文，具有簡便快速、低污染和高靈敏度、高特異性等

優點，可滿足臨床、計生等系統客戶的不同需求。公司已多次通過國家藥監局的

體外診斷試劑品質體系認證，並承擔國家 863 計畫、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省（市）

重點攻關等多個科研項目。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趙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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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0086-315-7612828、13513394998 

傳 真：0086-315-7612826 


通信地址：唐山市遷安現代裝備製造業產業聚集區 


郵 編：064400 


電子郵箱：yingnuotets@163.com 


60、河北達倫生物制藥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500 噸純中藥栝蔞膠囊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200 畝， 新建 2 條栝蔞膠囊生產線，建設年產 500 噸栝蔞膠囊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97 億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1.26 億美元，流動資金 7100 萬


美元，擬利用外資 77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栝蔞膠囊為純中藥製劑，具有消炎、清血、活淤的功效，效果十分明顯，已

在美國通過藥品認證。該產品科技含量高，市場需求量大，市場前景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可實現年產值 3.31 億美元，年銷售收入 3.15 億美元，

利潤 6300 萬美元，稅金 2400 萬美元。 

五、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衡水阜城縣經濟開發區，交通便利，區內建設條件達到“七通一

平”，各項基礎設施配套完善，項目建設條件良好。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達倫生物制藥有限公司是由山東華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於2012年投資設

立的生產企業，目前已完成部分廠房設施建設。華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2

年 6 月，是銷售西藥、中成藥和針劑的大型貿易公司，公司現為全國 300 多家藥

品生產企業做銷售代理，並在河南、蘭州設立了兩個分公司，公司現有員工 300

多人，總資產 5700 萬美元，年銷售收入 4000 萬美元，年利稅 553 萬美元。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68



  

 

 

 

 

 

 

 

 

聯 系 人：華 銳 

聯繫電話：0086-318-4627713，18903189977 


傳 真：0086-318-4639099 


通訊位址：衡水市阜城縣經濟開發區 


郵遞區號：053700 


電子郵箱：hbdalun@163.com 


61、邯鄲紡織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5129 萬米高支高密提花高檔面料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6.7 公頃，建築面積 3.3 萬平方米，新購設備 414 台（套），建設年


產 5129 萬米高支高密提花高檔面料生產線。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329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2988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66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紡織品貿易正在向高檔化、高技術含量、多功能

型和環保型方向發展。國內高支高密提花面料的加工能力因市場的需求量的持續

增加已出現供不應求之勢，該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在馬頭經濟開發區內，區域內有環形鐵路、京珠高速、青蘭高速、107

國道、2條省道、邯鄲機場，形成發達的陸空交通網絡。園區內配套基礎設施完善，

基本達到“十通一平”。主要原料由河北、河南等地採購，供應有保障。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8302 萬美元，年利潤 961 萬美元，投資回收期

4.83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邯鄲紡織有限公司屬全資國有企業，成立於 2009 年，主要從事棉紡、機織、

針織、服裝、家紡加工和銷售等業務。公司總資產 3529 萬美元，共擁有紗錠 25

萬錠、氣流紡 1120 頭、布機 1000 台，年產棉紗 1.78 萬噸、坯布 5000 萬米，主

要生產 40-100 支高支純棉紗和各類混紡紗線，年用棉量 2.2 萬噸，享有自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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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產品銷往世界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趙軍來 任玉敏 

聯繫單位：邯鄲紡織有限公司 

通訊位址：邯鄲市聯防路 16 號 

聯繫電話：0086-310-3276088、13932060569 

傳 真：0086-310-3276088 

郵 編：056002 

電子信箱：renyumin1979@qq.com 

62、滄州意達花紙印刷材料有限公司新建 


年產 1 億平方米熱昇華轉移紙、1.5 億張水轉移紙系列產品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車間 10000 平方米及相關配套設施，建設年產 1 億平方米熱昇華轉移紙、


1.5 億張水轉移印花底紙項目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4762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4100 萬美元，流動資金投資 662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2000 萬美元或出資比例由中外雙方具體協商確定。 

三、市場分析： 

熱昇華轉移紙可將計算機製作好的圖案轉移到織物上形成連續完整的圖案，

主要用於製作圖案類的服裝、針紡織品、服飾面料的制樣和生產，還可廣泛使用

於戶外廣告、制旗、鞋帽、泳衣、尼龍、丙稀腈、棉、麻、毛等製品。同時還可

以轉印到表面含特殊塗層的杯子、器皿、陶瓷、玻璃的承載物上。熱昇華轉移紙

可代替絲網印刷，對於複雜的圖像可通過電腦掃描、描繪、修改得到理想圖案，

圖案及色彩可根據要求及時隨意改變，效率非常高。熱昇華轉移紙轉印圖案連續

完整、清晰重現設計圖案及色彩，花色逼真鮮豔，彩色花紋層次豐富，立體感強。

產品防水、防光、抗老化性好，在製作過程沒有廢水、廢氣等任何污染物，為環

保型產品。該產品的製造工藝方法獲得國家專利，具有廣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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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在滄州市東光縣工業區內，占地面積 40000 平方米，工業區北依京

津，南接濟南，東鄰天津新港、黃驊兩大貨物運輸港口，京滬高速公路在工業區

內留有進出口，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優越。項目用地為規劃建設用地，符合用地

條件。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售收入 8000 萬美元，年均淨利潤 72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滄州意達花紙印刷材料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產、經營於一體，旨在研製、


開發銷售新型高分子材料—熱昇華轉移紙及水轉移紙的高新技術企業，是全國昀

大的該類產品生產企業。水轉移印花底紙 2003 年被列入國家重點新產品，2004 年

獲得河北省科技進步獎。公司 2006 年被認定為河北省高新技術企業，2008 年完成

了 ISO9001 品質標準的認定工作，同年獲得中國輕工業聯合會科學技術進步二等

獎。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猛 


聯繫單位：河北省東光縣商務局 


聯繫電話：0086-317-7893977 


傳 真：0086-317-7893937 


電子郵箱：dgzsj2006@163.com 


63、秦皇島市秦皇酒業有限公司建設年產 3 萬噸幹紅葡萄酒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生產車間、成品庫、綜合辦公樓等設施，採購除梗破碎機、立式發酵罐、

氣囊壓榨機、貯酒罐、調酒罐等設備。項目建成後年產3萬噸幹紅葡萄酒。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6436萬美元，其中建設資金5167萬美元。擬利用外資3200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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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白酒市場逐漸萎縮，葡萄酒、果酒市場正持續升溫，全球每年葡萄酒

總消耗量達到200億公升以上，預計全球葡萄酒消耗量將維持穩定增長，項目市場

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高檔葡萄酒釀造需要高檔酒葡萄為原料，項目所處天馬山及周邊地區多為低

山丘陵和山麓平原，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1.2℃，年平均降雨

量724.5mm，無霜期180天，晝夜溫差大，極適合酒葡萄的生長，處於世界公認的

釀酒葡萄黃金種植帶範圍，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年均銷售收入1.4億美元，年均利潤3900萬美元，靜態

投資回收期4.17年（含建設期2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秦皇島市秦皇酒業有限公司由秦皇島天馬酒業有限公司出資組建。天馬酒業

是目前秦皇島市規模昀大的民營釀酒企業，是秦皇島市政府確定的農業產業化經

營重點龍頭企業。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單位名稱：秦皇島市秦皇酒業有限公司 


聯 系 人：羅興平 陳尚武 


聯繫電話：0086-335-6682398、13833559988、18630331813 


傳 真：0086-335-6682398 


郵 編：066300 


電子郵箱：chenshangwu88@126.com 

64、秦皇島市淞之源植物蛋白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年產 30 萬噸食用菌 

及深加工系列產品和聯產 50MW 光伏發電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主要建設內容包括鮮菇原料庫 2 座，鮮菇培養基配製車間 2 座，恒溫恒

濕鮮菇生產車間 1000 座，同時建設鮮菇分檢包裝車間、鮮菇低溫乾燥車間、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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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白提取車間、鮮菇冷庫等，年產鮮菇 30 萬噸，其中商品鮮菇 10 萬噸，其餘 20

萬噸鮮菇經乾燥、浸提、分離後得分別得到菇蛋白菇多糖，收穫菇後餘下的培養

基則經乾燥、粉碎後做飼料出售。同時在鮮菇生產車間房頂建設裝機 50MW 太陽能

發電站一座。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31166萬美元，分兩期進行，一期投資6936萬美元，二期投資24230

萬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隨著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和地區對食用菌有益健康的功能認識不斷提高，國

內外食用菌的市場需求保持持續增長，經濟較發達地區的需求增長更為顯著。據

預測，未來 20 年內全球食用菌市場需求年均至少遞增 8％以上，項目市場前景極

為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地點位於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交通便利，水、電、通訊等基礎

設施配套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項目已被列為河北省 2013 年重點建設項

目。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預計生產期年銷售收入 45348 萬美元，年利稅總額 15476 萬美元，

稅後利潤為 8985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秦皇島市淞之源植物蛋白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 2004 年，註冊資金 1000 萬元

人民幣，以食用植物蛋白及蛋白粉（面向食品工業）和氮源培養基（面向發酵類

醫藥企業）為主要產品。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徐兵 


聯繫電話：0086-429-6988688、13313339837 

傳 真：0086-429-6988688 

聯繫單位：秦皇島市淞之源植物蛋白有限責任公司 

通訊位址：秦皇島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山海關上海道 39 號。 

郵 編：066208 

電子郵箱：xubinge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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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邯鄲市交通建設有限公司建設城市綜合交通樞紐項目 

一、項目內容：

本項目集公路客運、公交、出租、高鐵、航空候機等多種交通方式於一體，

建設具有國內先進水準的城市綜合交通樞紐。項目分三期建設，其中一期工程為

邯鄲客運中心主站，由巴士上下客區及蓄車庫、站房、輔助用房及地下停車庫等

四部分組成，設計平均日旅客發送量 4.0 萬人次，旅客昀高集散人數為 4800 人次，

設計昀高平均日旅客發送量為 7.0 萬人次。二期工程為換乘中心及公交首末站，

由換乘中心、城市候機室、公交首末站及地下社會車輛停車場、地面綠地廣場等

五部分組成，日均擔負 12.98 萬人的換乘量。三期工程為配套商業及辦公設施，

建設中高檔寫字樓、酒店及商場等。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59820 萬美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資估算為 11990 萬美元，二期

工程投資估算為 10850 萬元，三期工程估算為 36980 萬元。擬利用外資 21000 萬

美元（用於一、二期工程項目合作）。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是實現鐵路、公路、城市交通（公交、出租、地鐵）等交通方式無縫

銜接和便捷換乘的綜合交通樞紐，該項目將大大提高運輸效率，加快邯鄲市現代

化運輸體系建設。項目符合邯鄲市四省交界區域中心整體發展戰略的要求，可極

大推動邯鄲當地經濟發展，帶動東部新城的開發建設，具有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

益。 

四、建設條件： 

目前圍繞客運中心項目建設的邯鄲市站前大街、叢台路、聯紡路三條城市道

路已修建完畢，水、電、汽、通訊設施等已隨道路建設鋪設完畢，項目建設條件

十分完善。項目用地符合城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五、經濟效益分析： 

經測算，該項目基準收益率為 6.15%，財務內部收益率（所得稅後）為 6.36%，

靜態投資回收期為 8.44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邯鄲市交通建設有限公司是邯鄲市交通運輸局出資設立和管理的國有獨資公

司，註冊資本 1.8 億元人民幣。公司經營範圍為邯鄲市高速公路、一般幹線收費

公路、場站的建設和經營，以及按市場機制模式運作的交通相關項目的環境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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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等投資、建設、運營和管理，所得收入用於邯鄲市公路基礎設施的建設和

發展。目前公司擁有總資產超過 300 億元人民幣。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董艾君 總經理 

聯繫電話：0086-310-5905093 

傳 真：0086-310-5905093 

聯繫單位：邯鄲市交通建設有限公司客運樞紐開發公司 

郵 編：056002 

電子郵箱：hdkyzxzgb@163.com 

66、滄州港務集團有限公司新建 4 個原油碼頭和 17 個液體化工泊位項目 


一、項目內容： 


在滄州黃驊港建設 4 個 20 萬噸級原油泊位和綜合港區 17 個 5 萬噸級液體化


工泊位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原油泊位項目總投資為 12841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0000 萬美元；液體化工

泊位項目總投資 160513 萬美元， 擬利用外資 70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滄州渤海新區將依託其港口岸線、交通樞紐、土地資源以及勞動力資源等優

勢，為京、津等城市發展提供工業經濟資源基礎，同時成為接受產業轉移的工業

集聚區。預測 2015 年黃驊港鐵礦石、鎳礦、鋼鐵、原鹽、鋁礬土等貨物吞吐量將

達到 8950 萬噸,而黃驊港現有的公用泊位能力僅有 1800 萬噸，泊位能力存在較大

的缺口，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於滄州渤海新區黃驊港區，區內國道、高速、鐵路、地方鐵路橫貫

東西，縱貫南北，交通極為方便，水、電、訊等配套設施齊全。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原油泊位項目投資收益率為 11.3%，液體化工泊位項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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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 14.2%。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滄州港務集團有限公司為大型國有獨資企業，註冊資本金 11250 萬美元，是

一家以港口經營開發為主，彙集航務工程、航道疏浚、城建開發、勞務派遣等多

個產業為一體的綜合性集團公司。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金崗 


聯繫電話：0086-317-5768116 


傳 真：0086-317-5767125 


聯繫單位：滄州港務集團有限公司 


電子郵箱：wangjingang0728@163.com 


67、唐山市漢沽管理區建設大型現代化綜合性倉儲物流建材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200 畝，總建築面積 15000 平方米，建設集倉儲、物流配送、電子

結算、資訊服務等功能於一體的大型現代化綜合性倉儲物流建材基地。項目建成

後，預計年交易配送能力 400 萬噸，市場年交易總額 6 億美元以上。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5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唐山市漢沽管理區臨津產業園與天津濱海新區漢沽區相鄰，該項目依託天


津、唐山雄厚的腹地經濟，發展現代物流產業，打造環渤海經濟圈物資中繼站。

隨著京津冀地區對建築材料需求的持續旺盛，該建材物流中心項目既可服務于京

津唐地區，又可輻射東北、西北、內蒙等地，並可將產品出口國外，市場發展潛

力大，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在唐山市漢沽管理區臨津產業園，與天津濱海新區的漢沽區僅一路

之隔，並置身于天津濱海功能規劃區之中，產業園面積 10 平方公里，周邊有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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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保、沿海、112 國道等多條國家骨幹公路，距津秦客運專線濱海北站 3 公里，區

內道路現已與天津濱海新區路網連成一體，構成了海陸空一體的交通網絡。區內

基礎設施完善，完成了“七通一平”，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交易額 6 億美元，實現利稅 5000 多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唐山市漢沽管理區區域面積 150 平方公里，人口 4.8 萬，耕地 10 萬畝，下轄


漢豐鎮及 18 個行政村、農業總公司，各類工商業戶 1500 多家。2013 年全區實現

地區生產總值 28 億元人民幣。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獨資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班興柏 

聯繫電話：0086-22-69213493 

傳 真：0086-22-69213475 

通信地址：唐山市漢沽管理區發展改革局 

郵遞區號：301501 

電子郵箱：hgfgj3475@126.com 

68、邯鄲國際陸港有限公司建設國際陸港和大型物流樞紐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位於中原地區的國際陸港和大型物流樞紐項目，總占地 6000 畝，分為

陸港核心區、綜合服務區、臨港加工區、商業貿易區和配套生活區等。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3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10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邯鄲市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邯鄲的能源電力、鋼鐵、裝備製造、紡

織服裝和輕工產業帶動物流量迅猛增長。同時隨著邯鄲外向型經濟比重的提高，

通過港口實現中轉的物流業務將快速增長。邯鄲內陸港和大型物流樞紐項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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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必將吸引周邊地區的物流、資金流、商流和資訊流向邯鄲集聚，促進區域經

濟的快速發展。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邯鄲市位於晉、冀、魯、豫四省的核心地帶，與四省省會的距離均在 200 公

里左右，是華北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具備鐵路交叉、國道交匯、高速縱橫和空

港開通的交通優勢。京廣、邯長和邯濟鐵路交匯於邯鄲，擁有僅次於鄭州的中原

昀大編組站，京深、青蘭高速和 107、309 國道交匯於邯鄲，市內形成了“五縱五

橫”的幹線公路網路，邯鄲國際機場瞄準國家重點幹線機場，已開通多條航線。

園區供水、排水、集中供熱等公共基礎配套設施齊全，交通十分便利，為本項目

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一期工程建成後，預計實現年營業收入約 10.5 億元人民幣，年創利稅

總額約 4.2 億元人民幣，年淨利潤總額 2.7 億元人民幣，可提供 5500 多個就業崗

位。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港口集團控股組建的邯鄲國際陸港有限公司為項目開發運營主體，河北

港口集團是全球昀大的散貨港口運輸企業，總資產 300 多億元人民幣，擁有投資

企業 46 家，職工 17000 多名，為河北省屬大型國有企業集團，是我國北煤南運的

主樞紐企業，2013 年營業收入約 148 億元人民幣。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邯鄲國際陸港物流園區 高天水、賈輝 

聯繫電話：0086-310-5767751 

傳 真：0086-310-5767751 

電子郵箱：jiahui@portqhd.com 

69、萬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建設冀南新區 

年配送 500 萬噸貨物公鐵港物流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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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年配送 500 萬噸貨物公鐵港物流中心項目，主要由管理服務區、工業品

儲配區、散貨物流區、商品交易區、車輛服務區等組成。主要建設管理服務中心、

資訊中心、工業品倉庫、中轉庫、裝卸月臺、修理車間等，改、新建鐵路專用線3000

米。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9091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8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邯鄲地處晉、冀、魯、豫四省交界處，歷史上就是客貨、商賈集散中心，冀南

公鐵港物流中心直接經濟腹地可達山西、河南、山東等周邊地區，輻射範圍達到

16 萬平方公里。公鐵港物流中心項目區域物流需求旺盛，輻射範圍廣闊，交通條

件優越，建設條件得天獨厚。冀南新區位於邯鄲市主城區南部，距邯鄲主城區約

10 公里，轄區面積 1215 平方公里，臨近煤炭、建材、鐵礦等資源產地，年物流總

需求量 2000 多萬噸，項目市場前景十分良好。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從馬頭站（京廣線）進行鐵路編組，有利於發展公鐵聯運、海鐵聯運

及開通集裝箱班列和散貨班列等，輻射範圍達全國各省市，滿足該項目的物流需

求。項目所在地北鄰市區南環城路（成峰公路），東鄰 107 和京廣鐵路，鐵路專

用線從京廣鐵路馬頭站編組引線，公路可連通 309 國道、107 國道、青蘭高速和京

港澳高速，交通網絡四通八達。區內道路、通訊、電力、供水、供氣、供熱、排

汙等基礎設施齊全，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該項目目前完成立項批准，第一期

工程已順利動工，管理服務區已基本落成，生產作業區正在規劃設計。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營業收入 4 億元人民幣，利稅 3 億元人民幣，內部收益

率 8.39%，全部投資回收期為 11.02 年，可提供就業崗位 1000 多個。項目有較強

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企業和社會效益明顯。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萬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於 2010 年 9月由原邯鄲交通運輸集團有限公司整體

變更設立的大型綜合性企業，現有員工 10600 人，各類營運車輛 10000 餘部，主

營業務為道路客運、物流經營、汽貿服務、房地產開發。集團的經濟效益和綜合

實力在河北省同行業處於領先地位，為全國交通企業 100 強、中國道路運輸企業

100 強、全國物流企業 100 強、全國 AAAAA 級物流企業。 

七、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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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周景源 萬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通訊位址：河北省邯鄲市中華南大街 52 號 


聯繫電話：0086-310-5801168 


傳 真：0086-310-5801160 


郵遞區號：056001 


70、冀中能源國際物流集團有限公司建設河北國際保稅物流園區一期工程項目 

一、項目內容： 

河北國際保稅物流園區位於石家莊市以東、槁城市以西，是石家莊國家公路

運輸樞紐總體規劃的重點工程，總規劃占地面積 2115 畝。該項目一期工程占地 466

畝，建設期為 2014-2017 年。該項目按照功能配置劃分為保稅倉儲區、零擔配載

區、展示配送區、冷鏈儲運區、綜合服務區和汽配維修區。建設內容主要包括保

稅物流倉庫、保稅監管倉庫、海關大樓等。項目建成後，園區物流綜合作業量達

到 400 萬噸/年。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保稅物流園區一期工程總投資 1.33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65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石家莊商貿業發展活躍，各類批發型市場對快速分撥的配送中心和規模化配


送服務有很強的需求。同時石家莊市已經發展形成了一大批全國醫藥行業龍頭企

業和眾多的藥品零售連鎖藥店，其物流業務目前均採用自營物流形式，缺乏特殊

藥品物流的基礎設施，醫藥企業對專業化綜合物流服務需求迫切。隨著石家莊市

加工出口貿易產業的不斷發展，大部分產品的原材料及市場都在國外，保稅外銷

總量迅速增長，對保稅物流服務的需求也將越來越大。 

四、建設條件： 

整個保稅物流園區地處交通樞紐地帶，東距新京港澳高速公路 400 米，北距

307 國道 1000 米，公路、鐵路交通便利，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經測算，該項目內部收益率為 7.5%，投資回收期為 10.96 年（不含建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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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方承办单位概况： 

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是冀中能源下属的全资子公司，2011 年 1 月

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1.32 亿美元，是以物资“三集中”管理、企业内部物流、设

备租赁、电子商务、金融物流、综合物流园区和第三方物流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物流集团，现设有 9 个职能部室，先后组建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上海冀中鑫宝能源进出口有限公司等 13 个分子公司。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何树芳 


联系电话：0086-310-5801836 


傳 真：0086-310-5801836 


通讯地址：河北省邯郸高开区总部基地 5 号楼 603 室 


邮 箱：120503147@qq.com


71、涿州市現代物流園區建設空港物流園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涿州空港物流園項目，該項目擬建設于河北涿州現代物流園區內，規劃

面積 1000 畝，以將全面啟動的北京第二新機場為依託，建設一個空港物資倉儲集

散配送基地，包括物流分撥區、倉儲服務區及加工增值服務區、物流產業培訓學

校，配套建設公共服務設施等。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000 萬美元，擬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近年來，我國物流產業迅速發展，物流園區趨於向專業化方向發展，隨著將


全面啟動的北京第二新機場建設和周邊城鎮化快速發展，航空運輸的業務量將急

劇增長，在該區域建設一個連接空運、水運、陸運等運輸方式的專業化空港物流

園區是非常必要和市場急需的項目，其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效益分析： 

該項目經濟效益良好，依託北京市場，投資回報快，不僅可滿足當地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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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邊地區的物流供應，同時還可帶動區域內服務行業的發展，安置大量就業人

員。 

五、建設條件： 

該項目擬建設于河北涿州現代物流園區內，交通運輸條件十分便利，園區內

各項基礎設施條件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涿州現代物流園區規劃面積 10 平方公里，起步區面積 5 平方公里。為滿

足產業發展對物流的需求，園區已佈置了汽車及配件物流中心、工業園區物流中

心、商貿會展物流中心、農產品和農資物流中心、糧食物流配送中心 5 類與綜合

物流園區相補充的專業物流中心。“十二五”期間，河北涿州現代物流園區累計

投入將達到 500 億元，營業額達到 300 億元，實現利稅 30 億元，逐步形成多層次、

廣覆蓋、面向首都、輻射全國的現代物流網路構架。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或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寶堂 

聯繫電話：0086-312-3652008 

傳 真：0086-312-3652008 

聯繫單位：涿州市商務局 

聯繫地址：河北省涿州市迎賓路 4 號（旺角大廈 5 樓） 

郵 編：072750 

電子郵箱：zzsswj123@163.com 

72、河北路路通物流有限公司建設年儲運 75 萬噸貨物倉儲物流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占地 300 畝，總建築面積 11.7 萬平方米，建設年儲物 75 萬噸儲運貨

物倉流項目，其中包括建設 10 個倉儲庫、物流配送中心、電子交易邢臺、綜合服

務辦公樓及相關配套設施等。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該項目總投資 13216 萬美元，其中建設投資 12536 萬美元，鋪底流動資金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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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擬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項目建設地高碑店市位於京津保三角腹地，距北京 82 公里，距保定 68 公里，

距天津 134 公里，處於環渤海和“大北京”經濟圈的雙重核心區域，具有京津保

這一特大城市群中心位置的區域優勢，是天然的物資集散轉運中心地區。該項目

能夠為區域內的商戶和企業提供物流、倉儲、交易、配送、資訊等專業服務，有

效降低企業的物流成本，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建設地緊鄰京石高速公路高碑店出口和津同公路，交通十分方便快

捷，目前該場地為空地，無居民區和拆遷工程，水、電、路、通訊等基礎設施完

備，項目建設條件非常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均營業收入 13216 萬美元，年利潤 2973.6 萬美元，財務


內部收益率 9.21%，稅後投資回收期 7.6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路路通物流有限公司位於保定高碑店市南環路南側，公司總資產 1406 萬

美元，屬於民營企業，主要經營範圍為普通貨物倉儲、運輸。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魏東 董事長助理 

聯繫電話：0086-312-5592888 

傳 真：0086-312-5592889 

單位名稱：河北路路通物流有限公司 

郵 編：074000 

電子郵箱：458449712@QQ.COM 

73、張家口鋼城物產發展有限公司建設宣化縣洋河南倉儲物流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規劃占地 955 畝，重點發展現代物流及倉儲業，主要建設倉儲設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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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道路及相關配套基礎設施，投資方可投資園區基礎設施建設，也可在園區內投

資物流倉儲項目或其他節能環保項目。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 億美元，擬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目前，我國物流業已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振興

物流業的發展舉措，物流業已成為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發展

潛力巨大。宣化縣地處京、晉、冀、蒙交匯處，東南距首都北京 150 公里，距天

津新港 340 公里，西距“煤都”大同地區 230 公里，是連接東部經濟帶和西部資

源區的紐帶，也是溝通西北、晉、蒙地區的橋樑。擬建的洋河南倉儲物流基地項

目位元於宣化縣中部，緊鄰宣大高速、京新高速、112 國道和多條省、縣公路，距

京藏高速公路宣化北入口 6 公里、張石高速膠泥灣入口 10 公里，距正在修建的宣

化南外環路 800 米，與宣大高速公路洋河南入口更是近在咫尺，交通非常便利，

區位優勢明顯，是發展物流倉儲業的理想之地，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園區位於宣化縣洋河南鎮，該宗土地面積 955.46 畝已全部辦理國有


土地使用證，土地性質為工業用地，且水、電供應充足，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建設週期短，預計年投資利潤率為 30%左右，投資回收期 3-5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張家口鋼城物產發展有限公司隸屬于河北鋼鐵集團宣鋼公司，是 2005 年底國

有企業主輔分離、輔業改制的股份制企業，現有員工 410 人，註冊資本金 1665.9

萬元人民幣。企業主營業務為建築施工總承包、房地產開發、居民集中供熱、物

業社區服務管理和宣鋼職工住區管理等。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李彥龍 


聯繫電話：0086-313-8672829 


傳 真：0086-313-8674729 


地 址：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牌樓東街 30 號 


郵遞區號：075100 


電子郵箱：gangchengwuch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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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承德市建設中心城區大型倉儲物流配送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擬建在承德市雙橋區雙峰寺鎮，占地 1000 畝，建設承德中心城區規模昀

大、標準昀高、設施齊全的一流大型倉儲物流配送中心，為全市及周邊地區的工

業、農業、商業等行業的商品物資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倉儲、中轉、配送服

務，建成面向京津、通達遼蒙、辟通港口，集資訊、倉儲、配送、市場交易於一

體的大型現代物流園區。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2 億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承德素有“紫塞明珠”之美譽，是國務院首批確認的“全國歷史文化名

城”，雙橋區作為城市核心區，轄區內擁有中國昀大的皇家園林及皇家寺廟群-

“避暑山莊”及宏偉的“外八廟”古建築群，每年吸引上千萬遊客到此觀光。隨

著承德市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綜合實力的顯著增強，城市建設步伐不斷加快，項

目所在地雙峰寺鎮以其便捷的交通條件和豐富的客源優勢成為承德市的重點發展

區域，該項目是以冀遼蒙三省交界經濟地帶集散中轉物流為主，兼顧承德市本地

物流服務需要的綜合物流園區，該項目具有非常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

四、建設條件： 

項目所在地毗鄰京津和東北三省、北接內蒙古，擁有便利的交通條件，承赤、

承朝兩條高速公路和城市外環路在此都有節點，承赤、承雙兩條鐵路在此交匯，

同時計畫中的承德機場距此只有 10 公里，將會為該項目提供更為有利的交通優

勢，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建設期約為 4 年，建成後預計年可實現營業收入 8000 萬美元，利稅

650-800 萬美元。  

六、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任克江（雙橋區商務局局長） 

聯繫電話：0086-314-2056565 

傳 真：0086-314-205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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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承德市雙橋區商務局 

通訊位址：承德市雙橋區區政府商務局辦公室 

郵 編：067000 

電子信箱：cdsqsw@sina.com 

75、中日曹妃甸生態工業園建設 8 萬噸農副產品冷凍冷藏物流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280 畝，建設 8 萬噸冷藏倉庫，主要物流品種定位為蔬菜、水果、

肉、蛋等農產品，冷鏈物流包括冷凍、冷凍貯藏、冷藏運輸及配送、冷凍銷售四

個環節。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總投資約 20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6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唐山曹妃甸毗鄰京津唐大都市群，距唐山市中心區 80 公里，距北京 220 公里，

距天津 120 公里，距秦皇島 170 公里，交通便利發達，鐵路、公路、海運構成了

運輸便捷、成本較低的海陸一體化的交通運輸體系。曹妃甸作為國家綜合大港對

國內外輻射作用明顯，具有非常大的物流發展潛力，項目市場前景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通過梯級利用 LNG 氣化冷能，為冷凍冷藏物流提供充足而廉價的冷源保證。

項目整體投入運營後，預計實現年營業收入 5500 萬美元，年利潤總額為 2600 萬

美元，稅金 280 萬美元。 

五、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位於曹妃甸港口物流區，緊鄰港口，有充裕土地可供使用。交通運

輸十分便利，鐵路有京山、京秦、大秦等國鐵幹線東西貫通，唐遵、卑水、漢南、

灤港 4 條國鐵支線南北相連，公路與京沈、唐津、唐港高速和沿海高速、唐承高

速互通。區內基礎設施配套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中日唐山曹妃甸生態工業園位於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工業區，規劃面積 60 平

方公里，該園區借鑒中新蘇州工業園建設模式，由中日兩國合作開發建設，立足

環渤海，面向東北亞乃至全世界，吸引日本及各國先進企業入園，以聚集節能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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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綠色、低碳、循環經濟、減災防災等領域的技術、產品、裝備、服務、應用

示範為主要產業特色，積極發展低碳的高新技術產業，是世界領先的節能、環保、

低碳、綠色增長的產業開發區和可持續發展的示範園區。中日唐山曹妃甸生態工

業園管委會是曹妃甸工業區管委會管理的行政機構，對轄區行使管理、監督、協

調、服務、招商引資、對外合作等職能。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戶恩帥 


聯繫單位：中日唐山曹妃甸生態工業園管委會 


聯繫電話：0086-315-8820236 


傳 真：0086-315-8820236 


電子郵箱：zrstgyy@163.com 


76、廊坊市廣陽產業聚集區建設大型綜合性物流產業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建於廊坊市廣陽產業聚集區內，占地 3000 畝，建築面積 18 萬平方米，


建設標準化廠房 300 座，庫房 60 座，擬建成大型綜合性物流產業基地。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55000 萬美元，擬全部利用域外資金。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以已入住廣陽產業聚集區的威航物流、物產集團鋼材市場、中國郵政

速遞物流公司等物流企業為龍頭，借助鐵路專用線優勢，以首都第二國際機場建

設為契機，帶動廊坊市及周邊物流產業的快速發展，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廊坊市廣陽產業聚集區位於素有“京津明珠”之稱的廊坊市區東南隅，北接

廊坊開發區，南至富士康工業園，西起廊坊市區，東臨天津界，京滬高鐵廊坊貨

場、京津塘高速廊坊出口近在咫尺。產業區距北京 40 公里，距天津 60 公里，距

首都機場和天津機場各 70 公里，距天津港 100 公里，形成了依託中心城市和空港、

海港發展經濟的獨特區位優勢。首都國際機場、天津國際機場和天津新港都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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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的車程內，能充分實現公路、鐵路及海、空運的多式聯運的要求。項目建

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8 億美元，年實現銷售利潤 1.3 億美

元，投資利潤率 22.8%，投資回收期 4.38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廊坊市廣陽產業聚集區，規劃面積 28 平方公里，一期 11.6 平方公里，納入

廊坊市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目前京津冀腹地僅留成片工業用

地，已完成 6000 畝土地的徵收工作。產業區現有兩縱三橫五條主幹道，總長 15

公里，具備“七通一平”的建設條件。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偉、龐振宇 

聯繫電話：0086-316-2833888 、2833666 

傳 真：0086-316-2833900 

單位名稱：廊坊市廣陽產業聚集區招商部 

電子郵箱: lfgica@163.com 

網 址: www.lfgica.cn 

77、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廊坊出口加工區 

國際保稅物流綜合服務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廊坊出口加工區國際保稅物流綜合服務中心項目，總建築面積 33 萬平方

米，主要建設 25 萬平方米的保稅物流倉儲中心、5萬平方米的研發維修檢測中心、

3萬平方米的配套服務區等。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9 億美元，廊坊開發區管委會所屬開發公司為建設主體，控制

土地一級市場，採取自主建設和招商引資相結合的辦法完成物流中心項目的整體

開發，擬利用外資 1.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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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分析:

廊坊出口加工區國際保稅物流綜合服務中心項目定位立足河北，連接京津，

依託廊坊和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保稅物流等貨物貿易為主，以研發檢測維修

等生產性服務業和增值加工業為輔，輻射周邊區域，連接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項

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目前項目建設區已按國家九部委對特殊監管區的要求完成了 “九通一平”

基礎設施建設，並完成了海關監管庫建設。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進出口貨值 120 億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廊坊出口加工區是 2005 年 6 月經國務院批准的國家級出口加工區，批准面積

0.5 平方公里。2007 年 12 月通過海關總署、國家質檢總局、商務部、國家發改委、

國土資源部、外匯管理總局等國家九部委的聯合驗收，2009 年 2 月 9 日，經國務

院批准，允許出口加工區開展保稅物流和研發、檢測、維修業務，從而使廊坊出

口加工區成為河北省具備現代物流業先導條件的“國字型大小”對外開放區域，

具有進口免稅、入區退稅、進料保稅、出口免稅、出口加工區之間進出貨物免稅

以及外匯管理、配額許可證的等優惠政策。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張帥 


聯繫電話：0086-316—6078307 


傳 真：0086-316—6078307 


通訊位址：河北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祥雲道 8 號


78、安華集團建設深州市綜合性倉儲物流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總占地面積 7 平方公里，建設深州市綜合性倉儲物流中心項目，建成

集倉儲、物流配送、電子結算、資訊服務等功能於一體的大型現代化綜合性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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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基地，吸引全國大型物流企業入駐，打造深州市國際物流園區。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5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物流園位於衡水市深州經濟開發區，地理位置優越，周邊一小時車程半徑

有石家莊、保定、滄州、德州等城市，項目建成後物流業務不僅涵蓋周邊地區，

並可輻射京津冀魯及環渤海區域，對華北地區大物流網路的構建和完善起到補充

和促進作用，具有區位優勢明顯、功能設施完善、承載能力強等顯著特點，項目

市場前景和發展潛力非常良好。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建設地位於衡水市區南側的深州經濟開發區，區內有四條大街與 307

國道相接，大廣高速深州出口距開發區 2 公里，區內還有京九鐵路深州客貨站、

石黃高速深州東出口，從京九鐵路、石黃高速、大廣高速可直接進入區內，交通

運輸條件十分便利。為增強園區的吸引力，開發區已累計投入資金 10 億元人民幣

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配套服務設施建設，實現了供電、供氣、供水、排水、通訊

（寬頻）、有線電視、道路和場地平整“七通一平”，完成了四縱四橫共 3 萬米

長的主幹街道硬化、綠化、亮化等工作，並建設了 110KV 和 35KV 變電站、日供水

4萬噸水廠、天然氣供氣站及日處理 5 萬噸污水處理廠。該項目建設條件非常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物流園區的建設將大大改善以深州市為中心的區域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物流

環境，並通過物流園區為社會物流服務與管理組織的專業化分工創造條件，提高

物流企業的經濟效益。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增效益 2200 萬美元，投資回收期約為

5.3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安華集團位於深州市長江西路，集團下屬的深州市安華物流有限公司以貨物

倉儲、運輸、配送等業務為主，已成為深州市物流龍頭企業，具有建設大型綜合

性倉儲物流中心的基礎和實力。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獨資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牛二服 

聯繫電話：0086-3690666、136131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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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0086-3325888 

通信地址：深州市長江路深州市安華集團 

郵 編：053800 

電子郵箱: szfgjzdb@163.com 

79、唐山市果品總公司建設唐山空港城農產品冷鏈倉儲物流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200 畝，總建築面積 14333 平方米。建設綜合商務樓、淨菜加工車

間、保鮮庫、冷藏庫等設施，購置冷藏、冷凍、檢驗檢測、食品清洗等各種設備

343 台套，建設集冷凍、冷藏、倉儲加工、物流配送、檢疫檢測、電子結算、資訊

服務等功能於一體的大型現代化綜合性農產品倉儲物流基地。項目建成後，預計

年冷凍、低溫倉儲能力達到 75 萬噸，年農產品交易配送能力 157 萬噸，市場年交

易總額 5.5 億美元以上。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8000 萬美元，擬引進外資 6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唐山地區農產品豐富，目前唐山市共有 267.5 萬畝蔬菜、515 萬畝糧食作物及

210 萬畝林果種植面積和 106.5 萬畝水產品養殖、306 萬頭豬標準化生產基地。全

市註冊農產品商標 50 個，培育國家、省級優質名牌產品 100 多個，“京東板栗”

被認定為“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穩定的種植、養殖面積為市場運營提供了

豐富的農產品物流資源。唐山地區交通發達，項目既可服務于京津唐地區，又可

輻射東北、西北、內蒙、長三角等地，並可將部分產品出口國外，市場經營潛力

大，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交易額 5.5 億美元，實現利稅 4000 多萬美元。 

五、建設條件： 

項目選址在唐山市四大主體功能區之一的唐山空港城臨空經濟產業開發區物

流園區，園區地域具備環渤海和環京津雙重優勢，距唐山中心城區僅 10 公里，建

設環境良好，距唐山港、天津港、秦皇島港、北京國際機場、天津機場僅 1-1.5

小時車程，緊鄰京哈高速、承唐高速、唐曹高速、豐津公路、唐通公路、蒙曹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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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區內三女河機場開通了上海、昆明、石家莊、三亞等多條航線，形成了海、

陸、空立體交通格局，為項目的建設和發展創造了便利的交通條件。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承辦單位為唐山市果品總公司，隸屬唐山市供銷合作總社，公司現有 4 個下

屬單位，經營銷售網站 200 多家，網點遍佈唐山市內各大超市及各縣、各鎮、各

村的中小超市。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或其他方式。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 陳 哲 吳 雷 董志鵬 

聯繫電話：0086-315-2521228 

18603151106、13582844080、13933379655 


傳 真：0086-315-2521227 


通信地址：唐山市空港城臨空產業經濟開發區管委會 


郵遞區號：063020 


電子郵箱：masao1984@163.com 


80、衡水市故城縣建設年貨物周轉量 2000 萬噸衡德物流園項目 

一、項目內容： 

衡水市故城衡德物流園規劃占地 5 平方公里，建築總面積約 55 萬平方米，擬

建設儲量為 200 萬噸甲醇期貨交割庫、70 萬噸燃油儲備庫、20 萬噸化工品儲備庫

和 70 萬噸煤炭堆場,100 萬噸工業品儲備庫和 200 萬噸糧食及農產品倉儲交易庫

等，使園區成為以甲醇、燃油、煤炭、糧食及農產品供應為主，集倉儲、銷售、

科研開發為一體的現代化綜合物流工業園，達到年貨物周轉量 2000 萬噸的大型物

流基地，並配套建設辦公及交易大廳、電子商務、報稅區以及相關服務設施等。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4.6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2.3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衡德物流園位於冀、魯兩省交界的河北省故城縣，東與山東德州市區無縫連


接，項目建成後物流業務輻射京津冀、環渤海區域，可完善和提升華北地區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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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網路和物流水平，項目以石油化工、煤炭、建材、糧食、鋼材、機械等大宗物

資的交易和物流配送為主要服務物件，形成集貨、倉儲、分貨、配貨、運輸為一

體的現代化綜合物流功能。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衡德物流園依託衡德工業園及德州市等周邊地區產業支撐，目前園區內擁有

鐵路專用線一條，接軌於國家鐵路石德幹線王瞳車站，園區緊鄰衡德高速公路和

規劃中的衡水機場，王石公路、龍湖大道橫穿物流園，具有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

優勢，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預測2015年、2020年和 2030年，園區年營業額將分別達到4500萬美元、12000

萬美元和 31000 萬美元，並有效增加當地就業，帶動一批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侯生輝 

聯繫電話：0086-318-5322136 

傳 真：0086-318-5322136 

通信地址：河北省故城縣發展改革局 

郵 編：253800 

電子信箱：gcxfgj@sina.com 

81、河北商祺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年貨運量 120 萬噸物流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在衡水市棗強縣建設年貨運量 120 萬噸、平均運距 700 公里的物流中心項目，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為 17000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15300 萬美元，鋪底流動資

金 17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2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物流產業將進入更高層次的發展階段，產業相對

集中度將進一步提升，業內分工將越來越細，服務方式日益多樣化，產業發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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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環境日趨規範，市場秩序與環境條件進一步優化，未來物流需求規模將越來越

大，物流市場前景十分廣闊。該項目針對當地產業發展，建設相對專業化集中的

物流集散基地，其中玻璃鋼產業屬衡水市棗強縣的支柱產業，玻璃鋼規模型的生

產經營企業大多聚集在工業園區，現入園企業 94 家，已投產的 86 家，在建的 8

家，整個產業已初具規模，目前缺乏統一的專業物流送配和調度管理樞紐，該項

目可有效地解決當地產業物流瓶頸環節，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位於衡水市棗強縣大廣高速衡水南出口處，建設地交通運輸便利，

基礎設施配套完善，項目建設條件良好。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正常年營業收入 4 億美元，年銷售稅金及附加 2000 萬美元，

年均利潤總額 6166 萬美元，年均所得稅 1542 萬美元，年均淨利潤 4666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商祺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位於河北棗強工業園區，占地面積 101 畝，建築

面積 27000 平方米，是一家中韓合資企業，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公司利用韓國

先進技術，主要致力於研究開發採用新材料、新工藝生產新型環保複合材料系列

產品，主要有複合材料汽車部件、水處理水儲存製品、中央空調末端系列、新型

環保建材、空氣淨化產品等五大系列產品。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商 偉 


聯繫電話：0086-318-8051888、13313085696 


傳 真：0086-318-7056456 


單位名稱：河北商祺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郵 編：053100 


電子郵箱: hbsqh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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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邢臺市建設河北龍崗電子商務物流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占地 800 畝，建設面積 25.8 萬平方米，建設集鋼鐵、煤炭、五金機電、

家居建材、農產品、食品等物資大型電子商務交易平臺，包括產品展示中心、資

訊中心、貨物倉儲中心、快遞分揀中心、網購配送中心、環境能源節能中心和金

融辦公中心，通過建立統一的網路資訊平臺，整合運輸資源，建設資訊快捷、功

能齊全的現代化綜合物流基地。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490 萬美元，中方以土地、廠房入股，擬利用外資 10000 萬美

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國家《中原經濟區規劃》的實施，邢臺市作為中原經濟區“米”字形發

展軸的節點城市，承擔著連接環首都經濟圈和中原經濟區的物流節點作用，使得

該區域現代物流業發展潛力日益突出。邢臺市雄厚的鋼鐵、煤炭產業資源與電子

商務的有機結合，能夠極大促進電子商務物流中心的發展，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選址地理位置優越，緊鄰京港澳、邢濟、大廣、邢衡、邢汾、青銀等 6

條高速以及邢黃、京廣、邢和、京九鐵路等 4 條鐵路，同時緊鄰 107 國道等 20 餘

條省道國道，交通運輸十分便利。周邊有市區南貨場等 4 個鐵路貨運站，距 4 個

貨運站均在 10 分鐘車程以內，區內自有鐵路專用線，其中有 4 條卸車線、3 條中

轉線。同時周邊有超市、醫院、銀行、學校、幼稚園、酒店、健身會館等配套設

施，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擬分兩期建設，一期建設 8 萬平方米，二期 17.8 萬平方米。一期投入運

營後，年營業收入 8245 萬美元；二期投入運營後，年營業收入 1.649 億美元。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濤 

聯繫電話：0086-319-2685155、18603192855 

傳 真：0086-319-268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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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位址：邢臺市橋西區中興西大街 

郵 編：054000 

電子郵箱：xtqxfgj@163.com 

83、河北好望角物流發展有限公司建設華北農產品物流園項目 

一、項目內容： 

華北農產品物流園建設項目是國家農業部定點市場-任縣蔬菜批發市場擴建

項目，項目規劃用地 600 畝，總建築面積約 35 萬平方米，建設蔬菜、果品、水產、

肉禽蛋、副食、糧油、花卉、農資八大專業市場，兼具農產品期貨交易、電子交

易、電子拍賣、流通加工、物流配送、冷鏈物流、出口農產品儲運代理及配套服

務八大功能，構建電子商務交易平臺、資訊採集與發佈系統、綜合管理系統、物

流配送系統、資訊基礎平臺與資料交換系統，採用國際先進食品安全檢測技術，

配備融合昀新科研成果的食品檢測試驗室和技術手段，形成區域性食品安全檢測

中心。項目投入運營後，近期目標為年交易量 20-30 億公斤，交易額 30-45 億元

人民幣；中期目標為年交易量 30-50 億公斤，交易額 80-100 億元人民幣，擬建成

華北昀大的農產品交易中心、物流資訊中心、價格形成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食

品檢測中心。 

二、投資估算和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0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0000 萬美元以上。 

三、市場分析： 

目前邢臺市現有的物流企業和年貨運量明顯無法滿足市場發展的需求，該項

目依託冀中南農產品產業基地，面向中原和京津環渤海經濟區發展開拓市場，項

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邢臺市任縣昌河北好望角物流發展有限公司基地內，基地占地 1000

畝以上，各項基礎設施配套條件齊全，交通運輸十分便利，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產值 2.7 億美元，銷售收入 2.5 億美元，利稅 1300 萬美

元，利潤 11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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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好望角物流發展有限公司是國家 4A 級物流企業，註冊資本 6000 萬元人

民幣，總資產 3.58 億元人民幣，是一個集現代物流、資訊、貨運、賓館酒店、房

地產開發於一體的集團化公司。公司下轄的好望角國際物流園規劃占地 520 畝，

建築面積 18 萬平方米，總投資 5.2 億元人民幣，規劃有標準化倉庫、集裝箱堆碼

場、資訊大廈、商務公寓、保稅物流中心、內陸港、賓館酒店，是一個綜合性、

樞紐型物流園區。項目一、二期工程已陸續投入運營，憑藉位置、規模、業態、

資訊、管理、團隊、服務和品牌優勢，園區先後被評為“河北省物流產業聚集區”、

“河北省物流業雙十示範工程”。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獨資以及轉股等其他方式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人：霍勝軍 

聯繫電話：0086-319-5035656、15833705678 

傳 真：0086-319-5035656 

通訊位址：河北省任縣育才路河北好望角物流發展有限公司華北農產品物流

園內 

郵 編：055150 

電子信箱：hbhwj56@163.com 

84、秦皇島臨港物流園區建設集裝箱物流中心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40 萬平方米，以港口物流為紐帶，建設配送作業系統、鐵路換裝系

統、集裝箱堆場、管理資訊與交易系統、海關監管倉庫與查驗中心、綜合管理區、

綜合維修中心區等設施。實現物流資訊網路化、倉儲管理自動化、安全監控電子

化、搬運作業機械化，一站式物流服務體系。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5 億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隨著秦皇島港市場運力逐年投放增加以及西港搬遷項目啟動，秦皇島市對外

貿易總量不斷擴大，集裝箱物流業務也逐年大幅增長，現有集裝箱物流區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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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用戶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該項目以先進的現代物流管理和運營方式建設大

型集裝箱物流中心，將有效地解決目前秦皇島港集裝箱物流能力不足的現狀，項

目市場前景非常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位於秦皇島臨港物流園區，園區為河北省首批省級物流產業聚集區，規

劃面積 34.38 平方公里，園區規劃建設總部經濟區、商貿物流區、物流新城區、

工業配套區、汽車貿易區、石油石化區、煤炭交易中心區、保稅物流區、港口物

流區、生態保育及農產品交易區等十大功能區。園區水、電、氣、暖、道路等基

礎設施已配套完善，完全能滿足項目建設所需的各項條件。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運營後，預計投資回收期 5 年，預計投資回報率為 15%。 


六、合作方式： 


獨資。 


七、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吳鵬 


聯繫單位：秦皇島臨港物流園區管委會招商企管部 


通訊位址：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北環路 87 號 


聯繫電話：0086-335-3556125 


傳 真：0086-335-3556121 


電子郵箱：qhdwlyq@163.com 


85、中信黃羊灘生態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建設宣化黃羊灘生態旅遊及特色種植養殖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生態旅遊及特色種植養殖項目，主要包括：建設優良牧草基地 1 萬畝，

特色果品採摘園 2000 畝，生態林基地 18000 畝，苗圃基地 200 畝，節能日光溫室

200 棟，連棟溫室 5 棟；建設選育場、擴繁場、父母代養殖場各 1 個，育肥商品豬

場 11 個、育肥商品羊場 2 個、育肥商品牛場 1 個，飼料加工廠 1 座，屠宰加工場

1座，大型沼氣工程 17 處，有機肥加工場 1 座；建設餐飲住宿、跑馬場、狩獵場、

垂釣園、娛樂中心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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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80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9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該項目是結合特色農業種植養殖與休閒娛樂為一體的綜合型生態旅遊觀光項

目，宣化位於首都北京西北部，素有“京西明珠”、“京西第一府”的美譽，距

北京市城區 160 公里。該項目可與張家口市旅遊資源相結合，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建設有利於推動和加快項目區和周邊地區農業、種植業和畜牧業生產

結構的調整，充分發揮區域優勢，合理利用自然草場資源，實現各生產要素的昀

佳配置；有利於促進種植業、畜牧業和旅遊業的有機結合，實現“二元種養結構”

向“多元種養結構”的轉變，形成本地區生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通過特色生態

旅遊，可有效緩解農村剩餘勞動力對城市的壓力，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五、建設條件： 

張家口市宣化黃羊灘位於首都北京西北部，面積 14.6 萬畝，經過數年治理，

已形成綠色工程治沙造林 2 萬畝，共使用沙生植物品種 35 個，造林種草 1.7 萬畝，

優質果樹經濟林 2100 畝，飼養特禽、野豬、波爾山羊等特種野生動物 5000 多隻，

建起了 100 個溫室大棚，並發展了水上娛樂、滑沙等特色旅遊項目。正在打造集

生態科普教育、沙產業研究示範、生態休閒觀光為一體的生態旅遊產業。項目建

設條件良好。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中信黃羊灘生態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隸屬於中國中信集團公司，由中信集團公

司與宣化縣國營林場共同組建，於 2008 年 11 月 18 日成立。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獨資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李海龍 

聯繫電話：0086-313-3181634、15030345115 

傳 真：0086-313-3181634

郵 編：075100 

通信地址：宣化縣上穀賓館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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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廊坊市金豐牧業養殖集團有限公司建設 

金豐農科園現代農業觀光旅遊示範園項目 

一、項目內容： 

擬建設的農業觀光旅遊示範園是以農業高新技術展示、特色瓜果、蔬菜採摘，

配以娛、吃、住、遊等配套服務，集旅遊、休閒、度假觀光和農業高新技術種植、

養殖、加工為一體的立體觀光旅遊示範園。項目總占地 3000 畝，總建設面積 130.84

萬平方米。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656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6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目前，綠色食品成為世界農業領域發展昀快的一個產業。中國綠色食品正進

入快速發展期，國內市場和出口潛力巨大。廊坊毗鄰的京津兩大城市，合計消費

人口近 3000 萬，隨著經濟的發展，觀光休閒農業已經開始成為城市人群新的消費

熱點。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該項目位於廊坊市和平路北端，廊坊市地處北京和天津之間，距北京 40 公

里，天津 60 公里，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和交通優勢，無論從人文環境、市場需

求、發展趨勢、周邊環境、基礎設施等各方面都為本項目的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條

件，市場前景十分樂觀。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正常年可實現利潤 66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廊坊市金豐牧業養殖集團有限公司註冊資本 1000 萬美元，固定資產總值 5600

萬美元，現有職工 1200 名，其中各類高級專業人員 120 人，中級專業人員 300 人。

先後成立了以廊坊市金豐牧業養殖有限公司、廊坊市金豐農科園有限公司等農牧

業為主的 6 個子公司。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宋偉平 

聯繫電話：0086-316-6064555、1580326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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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0086-316-6060444 

單位名稱：廊坊市金豐牧業養殖集團有限公司 


電子郵箱：jfxiangmubu@163.com 


87、衡水市饒陽縣康綠食品有限公司 

建設有機果蔬加工暨瓜菜果品交易市场项目 

一、项目内容： 

該項目占地面积 560 亩，总建筑面积 26.72 平方米，其中现货交易区擬建設

蔬菜交易大棚 16 个，错季蔬菜交易大厅 2 个，综合交易大厅 2 个；加工区建设预

处理车间、加工车间、精细加工车间各 1 座，配套冷藏库 1 座；仓储区建设保鲜

库（恒温库）2座，常温库（周转库）1座；产品与科技展示区建设现代化连栋玻

璃日光温室1座；同時建設综合服务楼和相關配套設施。形成农产品现货贸易区、

电子商务交易所、质量检测与信息服务区、产品展示区、分级净菜加工区、物流

保障区、仓储区、综合服务区、环保区、标志性广场十大区域，建成集农产品贸

易、电子商务、仓储、冷鏈物流、加工、现代农业展示、科技服务于一体功能齐

全的现代化交易市場和物流中心。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來源： 

项目总投资 2.33 億美元，市场自有资金 1億美元，拟利用外資 1.33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项目周邊區域為蔬菜農副產品主要生產地區，項目建設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当

地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为当地的蔬菜产业及農副產品发展提供良

好的市场條件，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设地產品資源豐富，交通運輸條件十分便利，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完成后，預計年销售收入 2.5 億美元，上繳稅金 8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办單位概況： 

康綠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 年，是衡水绿色大地食品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

司。衡水绿色大地食品有限公司是以果蔬加工、保鲜冷藏、市场交易、冷链物流

为主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始建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1亿元人民幣，其中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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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 40%股权。厂区占地 10 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拥有年加工 90000 吨冷冻果蔬、30000 吨罐头、1000 吨脱水果蔬、

10000 吨保鲜果蔬的能力。 

七、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劉晶衛 

聯繫电话：0086-318-7238855 、13931818699 

传 真：0086-318-7238855 

通信地址：饶阳县招商辦公室 

郵 編：053900 

電子郵箱：zfzs220@163.com 

88、秦皇島億邦動漫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建設北戴河新區動漫旅遊城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北戴河新區動漫旅遊城項目，項目占地 309 畝，總建築面積 50 萬平方米，

共分四個功能區：動漫公社區包括動漫孵化大廈、動漫策劃大廈、動漫創意大廈、

動漫製作大廈、動漫商業大廈、動漫數位娛樂城、動漫核心會所、開閉所；動漫

娛樂區包括動漫室內樂園、動漫主題秀場、動漫數字娛樂城；旅遊服務區包括動

漫主題酒店、分時度假公寓及國際、中國兩個動漫主題公園；配套服務區包括動

漫 SOHO 公寓、動漫企業獨棟、垃圾轉運站。  

二、投資估算和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28 億美元，擬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據相關資料報導，我國動漫及相關產業年產值約為 500 億元人民幣，對教育、

網路、文化及製造、商貿、物流等傳統產業的發展均具有推動作用。目前，國內

各中心城市均已開始建設動漫產業園區，多數高校已開設動漫專業課程，顯示出

中國動漫產業已開始初具規模，並逐漸進入發展快車道，該項目市場前景良好。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所在地北戴河新區規劃總面積 425.81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 8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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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優越，自然條件獨特，有中國北方昀優質的沙灘海水浴場，世界罕見的

海洋大漠，華北昀大的瀉湖-七里海，22 萬畝連綿蔥郁的林帶，被譽為中國昀美的

八大海岸之一。項目建設區交通十分便利，區內各項基礎設施配套完善，項目建

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通過辦公區銷售、出租、自投經營、溫泉動漫門票等，預計年

營業收入約為 8083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秦皇島億邦動漫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隸屬于河北億邦房地產開

發有限公司。河北億邦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是一個以旅遊開發、房地產開發為主，

工程承建、建築材料行銷、物業管理為一體的綜合性企業。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魏文波 

聯繫電話：0086-335-3662739、18610118929 

傳 真：0086-335-3662739 

聯繫單位：河北省秦皇島億邦動漫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電子郵箱：weiwenbo-2@163.com 

89、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秦皇島生態健康養老示範區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規劃建設生態養老住宅、配套養老服務設施、政府扶持和資助的公益性

養老中心以及配套商業和服務設施，可提供約 4500 名老人入住養老。項目配建護

理服務中心、醫療康復保健中心、運動休閒中心、老年大學及護師培訓學校等養

老服務配套設施。在項目周邊規劃建設專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種植體驗園和有機

食品生產基地以及運動活動場、有氧園林徒步公園、自行車健身公園等運動休閒

設施。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8139 萬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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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分析： 

養老產業目前在中國是朝陽產業，市場前景十分廣闊，現已呈現強勁發展之

勢。據民政部的資料顯示，預計到 2015 年，我國 60 歲以上老年人將達到 2.16 億，

約占總人口的 16.7%。目前秦皇島市戶籍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 20 萬，現有的

各種小型、專業性不強的養老機構以及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難以滿足現在時期眾

多城市老年人的需求。該項目可為城市老年人提供高水準養老服務，具有很大的

市場空間和潛力。 

四、經濟效益分析： 

本項目的商業模式採用地產開發加專業管理服務模式。項目的養老住宅採用

以產權式銷售為主，少量由養老管理服務公司經營出售使用權。一期針對自理型

健康老年人，二、三期計畫接納半自理型老年人（需要介護的老人）入住。項目

全部建成後將成為持續性照料的養老社區，預計靜態利潤總額 6596 萬美元。 

五、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六、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薑法名 

聯繫電話：0086-335-8019175 

傳 真：0086-335-8019175 

單位名稱：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招商局 

單位位址：河北省秦皇西大街 69 號 316 室 

90、順平縣佛光寺旅遊開發有限公司建設開發鳳凰山佛光寺項目 

一、項目建設內容： 

項目規劃占地 80 畝，總建築面積 5330 平方米，擬建設開發鳳凰山佛光寺五

聖殿、萬佛殿、藥師殿、舍利塔及其它配套設施。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6000 萬美元，中方以現有土地及現金折合 10000 萬美元投入，

擬利用外資 6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順平縣旅遊資源豐富，人文景觀眾多，擁有華北昀大的明末清初民居古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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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腰山王氏莊園、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龍潭湖、堯帝故里朝聖地伊祁山、萬裏桃

花成頃桃園生態旅遊區等。順平縣內道觀寺廟 150 多座，順平縣佛光寺旅遊開發

有限公司按照當地規劃建設本項目，推動佛教向人間生活化、現代化、社會大眾

化、國際化發展，對促進順平縣旅遊業的發展及古文化的宣傳可起到巨大作用。

本項目建成後將成為京南第一禪寺，可建成蘊含高度宗教文明的佛教平臺，成為

各界人士的祈福納祥聖地。 

四、建設條件： 

本項目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四通八達，境內路網縱橫，交通便利，水電汽訊

基礎設施齊備，項目建設條件良好。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 36 個月，項目運營後，預計年實現營業收入 8000 萬美元，投資

利潤率 43%，內部收益率 23%，投資回收期 3.24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順平縣佛光寺旅遊開發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1 年，公司致力於佛教旅遊文化發

展，“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公修淨化人心”

為宗旨，致力於讓佛教“走向人間生活化、現代化、社會大眾化、國際化”，使

佛教成為了世界瞭解中華文化的視窗。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王敬波 順平縣發展改革局項目科長 

聯繫電話：0086-312-7629031 

傳 真：0086-312-7621821 

郵 編：072250 

電子信箱：xmtz031@163.com 

91、河北美盛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廊坊美盛現代農業科技園二期項目 

一、項目內容： 

該項目占地 4000 畝，建設內容包括大型生物沼氣集中供氣工程、有機專業肥

工廠、中水處理回用站、太陽能日光站 2 座、5級水面生態池塘 100 畝、循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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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種植基地 3000 畝和養殖場 3 座、現代農業技術中心和科普培訓中心。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為 82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200 萬美元以上。項目可整體投資


開發建設，也可分片投資開發建設。 

三、市場分析： 

廊坊美盛現代農業科技園將以現代生態農業科技產業園項目為核心，將農業

種植、生態旅遊及廢棄物處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特色鮮明、結構合理、

功能完備的現代經濟發展區，帶動當地休閒、度假等消費發展，必將為投資開發

帶來極大收益。 

四、建設條件： 

廊坊美盛現代農業科技園位於河北省廊坊市永清縣楊家營村，項目形成起步

區占地 3 千畝，規劃核心區占地 1 萬畝，規劃輻射區 10 萬畝。一期工程（占地 400

畝，含農業種植、生態旅遊及配套設施等）已投入運營，二期工程可研報告已完

成，前期工作業已展開。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達產後預計可實現年利潤約 310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美盛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投資興建的廊坊美盛現代農業科技園是以農業新


品種的引種、開發和高科技現代化農業與有機農業相結合，在現有農業骨架的基

礎上，創建出集生產示範、科技培訓、景觀示範、觀光旅遊等為一體的新型現代

農業生產示範區。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或其他方式。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楊大民 


聯繫電話：0086-316—2779899、15530611111 


傳 真：0086-316—2779899 


通信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永清縣韓村鎮楊家營村南 


電子郵箱：1237014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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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張家口市塞北管理區建設燕麥生產基地及產品深加工項目 

一、項目內容： 

以塞北管理區優質燕麥為原料，建設 10 萬畝標準化有機種植示範基地，2 萬

畝良種繁育基地，年產 10000 噸燕麥系列產品。建設燕麥β-葡聚糖提取生產線 8

條及配套附屬生產設施。購置釀酒、全自動灌裝生產線兩條，建設燕麥酒實驗室，

儲藏室、庫房等土建工程。建設燕麥片生產車間、庫房等，引進先進的燕麥深加

工設備及技術。新建綜合加工車間、精粉加工車間、速食麵車間及附屬配套設施。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84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燕麥食品具有低糖、低脂肪、高蛋白，調節人體免疫功能及食用纖維豐富的

特點，一直為國際公認的健康保健食品，是糖尿病患者的首選食品，長期食用具

有軟化血管、降低血糖的功效。燕麥製品主要銷往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等地，深

受市場歡迎，市場需求量很大。塞北管理區位於河北省東北部的壩上地區，日照

充分，乾燥涼爽，加上無霜期短，晝夜溫差大的氣候特徵，使種植業形成了以燕

麥、馬鈴薯、胡蘿蔔等為主的特色農業產業帶。燕麥作為張家口壩上地區的重要

農作物之一，種植面積每年達百萬畝，其營養價值居八大穀物之首，該項目市場

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張家口市壩上地區是河北省唯一的燕麥種植基地，年產優質燕麥數十萬噸。

塞北管理區處於冀蒙交錯帶的核心腹地，燕麥種植一直是該區的傳統優勢產業，

種植產品無公害、無污染，全區種植面積達到 15 萬畝，年產量達到 20000 噸，周

邊縣區種植面積在 100 萬畝以上。近年來引種“壩蓧系列”加工用燕麥優良品種，

為本項目實施提供充足的原料保證。另外全區有數萬畝耕地，具備通過有機認證

的基礎。本項目擬選廠址地勢平坦，水電配套齊全，通訊便捷，交通發達，建設

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1600 萬美元，利稅 400 萬美元。 

六、合作方式： 

合資。 

七、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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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系 人：徐開宇、王麗偉 

聯繫單位: 張家口市塞北管理區商務局 

聯繫電話：0086-313—5754087 

傳 真：0086-313—5754087 

地 址：張家口市塞北管理區榆樹溝 

郵 編：076576 

電子郵箱：sbqgxj@163.com 

93、河北順天祥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 


建設年產 2 萬噸白山藥(薯蕷)種植加工產業化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占地 200 畝，引進先進設備技術，建設年產 2 萬噸鮮白山藥深加工生產

線。項目一期建設白山藥片、粉加工線和大型冷庫，日加工無公害白山藥幹片 20

噸；項目二期建設白山藥榨汁生產線，年產鮮白山藥飲料 700 萬瓶（罐）。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2381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27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白山藥(學名：薯蕷，別名：山藥、懷山藥、淮山藥等)性溫和，可藥、食兩

用，肉質柔滑，風味鮮美，營養極其豐富，含蛋白質、糖類、維生素、脂肪、膽

鹼、澱粉酶及碘、鈣、鐵、磷等人體不可缺少的無機鹽和微量元素，具有健脾、

補肺、固腎、益清、降低血糖、預防心血疾病、抗肝昏迷等多種功效。白山藥可

烹調成菜，可作粉或配製成多種滋補食品，適宜於任何人群、任何體質，包括老

人、兒童、孕婦和其他特殊人群，被譽為滋補保健佳蔬。目前，國內白山藥深加

工產業還僅僅停留在粗加工方面，白山藥去皮做成幹片後可入藥，市場缺口較大。

白山藥粉廣泛用於餐飲、化妝品和其他食品深加工，並出口東南亞國家，用途廣

泛。白山藥飲料具有營養價值高，食用方便，便於貯存。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

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4790 萬美元，利稅 480 萬美元，具有良

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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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設條件： 

    安平縣是傳統農業大縣，典型的季風氣候條件和沙壤土質為白山藥生長提供

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尤以“小白嘴”山藥品質昀佳。以安平為中心輻射全省的白

山藥產業區域，成為全國白山藥四大產業中心之一，種植面積達 20 多萬畝，現已

建成河北省白山藥良種繁育、種植及加工基地。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順天祥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7 年，占地 200 畝，已形成集白

山藥良種繁育、種植推廣和加工於一體的現代農業企業。公司下轄三個白山藥專

業合作社，已發展白山藥種植近萬畝，有機種植基地 1000 畝，年產鮮白山藥 3 萬

多噸。 

七、合作方式： 

合資或合作方式。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趙虎 

單位名稱：安平縣順天祥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 

聯繫電話：0086-318-7524403、13315818288、13313182813 

傳 真：0086-318-7524061 

郵遞區號：053600 

電子郵箱：apcyh2008@163.com 

94、承德曼曼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年產 10 萬噸食用菌及果品深加工項目 

一、項目內容： 

新建年產 6 萬噸食用菌及年產 4 萬噸果品深加工項目。新建生產車間、冷庫、

綜合樓及配套實施，建設食用菌生產線 2 條，果品生產線 2 條。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7945 萬美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 6030 萬美元，鋪底流動資金 1915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2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我國雖然是食用菌產量昀大的國家，但年人均消費量不足 0.5 公斤，與世界

一些國家相比，差距較大，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國內市場潛力巨大。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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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食用菌深加工產品主要包括食用菌拌面鹵、食用菌醬菜、食用菌開袋即食食品

等系列產品，並生產麻辣、香辣、豆豉、牛肉、雞肉、豬肉等不同風味產品。項

目市場前景良好。 

    隨著消費觀念的轉變，人們更加關注健康飲食，天然、營養的純果汁和果肉

果汁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青睞。該項目採用全新工藝生產的山楂粉由於富含花青

素、抗壞血酸、低酯果膠，在軟化心腦血管、提高人體免疫力方面功效明顯，項

目市場前景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期 2 年，建成達產後，預計年銷售收入 37580 萬美元，利潤 4210 萬


美元。 

五、建設條件： 

項目建設區近臨建設中的承秦高速，京承、錦承、沙通三條鐵路橫貫承德縣

全境，101 國道、112 國道、承唐等公路經境而過，交通便利。原材料主要來自承

德周邊種植區，項目所在地周圍大氣、土壤等自然環境狀況良好，適宜食用菌生

長，食用菌產量巨大，原料充足。項目建設條件良好。項目已辦理完備案等相關

手續，一期工程已建設完成。 

六、中方合作單位概況： 

承德曼曼食品公司始建於 2009 年 10 月，註冊資金 1000 萬元,占地面積 83333

平方米，屬民營企業。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胡曉曼 總經理 

單位名稱：承德曼曼食品有限公司 

通訊位址：承德縣下板城食品工業園區 

聯繫電話：0086-314-3260569、18903148846 

傳 真：0086-314-3260599 

郵 編：067400 

電子郵箱：guomanjit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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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栗源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建設年綜合加工能力 20 萬噸農副產品深加工項目 

一、項目內容： 

栗源公司為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擬在唐山遵化市工業園區內占地 200 畝，

引進國內外先進設備，建設栗蓉、板栗露系列產品生產線和水晶包裝果品罐頭食

品加工生產線，年綜合加工能力 20 萬噸。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510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30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板栗系列產品因其營養豐富、綠色環保的保健食品而聞名於世，深受日本、


南韓等東南亞國家及歐美等國家消費者的喜愛。僅日本、南韓、新加坡市場年需

求量就達 35-40 萬噸，國內市場每年需求達 20 萬噸。水晶包裝果品罐頭食品在國

內市場越來越得到消費者認可，市場需求逐年增加。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設地點位於遵化市工業園區，建設條件優越，原料利用自身原料基地

和周邊縣市果品資源，市場供應充足；同時利用“栗源”品牌有較高的知名度的

優勢，將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打開國內外市場。 

五、建設條件：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2.9 億美元，投資利潤率 30%左右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栗源集團成立於 1999 年，總資產 3.8 億元人民幣，占地 10 萬平方米，擁有


國際先進生產線 5 條，年儲藏保鮮板栗 2 萬噸，年加工能力 3 萬噸，現為亞洲昀

大的板栗加工企業，產品被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認定為綠色食品。現有鮮板栗、

速凍栗仁、軟包裝甘栗仁、塑杯罐頭、軟包裝蓮子、板栗營養粥、板栗糕點等 10

大系列 30 多個品種的產品，貯藏、保鮮及深加工技術居國際先進水準。2003 年公

司通過 HACCP 體系認證，2005 年通過日本 JAS 有機食品認證，已形成完善的品質

保證體系，各項食品安全衛生指標均達到國際標準。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溫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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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0086-315-6976166 

傳 真：0086-315-6976166 

電子郵箱：zhzhaoshangju@163.com 

96、張家口市康保縣建設香口蘑栽培基地及深加工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香口蘑栽培面積 150 萬平方米，年產鮮菇 1125 萬公斤，新上脫水加工包

裝設備一套，新建口蘑灌裝生產線 10 條，建栽培大棚 2 萬個，建加工包裝車間

2500 平方米。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該項目總投資 1600 萬美元。其中加工包裝設備 240 萬美元，擴大制菌設備規

模 210 萬美元，口蘑灌裝生產線 10 條投資 150 萬美元，建栽培大棚 2 萬個投資

730 萬美元，建加工包裝車問 2500 平方米投資 270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200 萬

美元。 

三、市場分析： 

香口蘑是張家口壩上地區康保縣特產，由野生口蘑培化而成，含有 17 種人體

所需氨基酸、13 種人體所需微量元素和較豐富的蛋白質及多糖，具有較高的藥用

價值和保健功能。康保香口蘑以其口感好、香味獨特、營養豐富等特點，倍受消

費者的青睞,國內外市場對食用菌需求量逐年增加，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1285 萬美元，利潤 285 萬美元。 

五、建設條件： 

康保縣位於河北、內蒙、山西三省交界區域，交通運輸方便，商品流通便利，

項目建設條件優越。康保縣在企業用地、稅費收取、手續辦理方面制定了扶持政

策，負責“四通一平”（即通路、通電、通水、通訊、平整土地），對外來企業實

行封閉式管理，掛牌保護，企業手續審批實行 “一站式”限時辦結。項目建設政

策環境良好。 

六、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或獨資均可。 

七、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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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系 人：劉棟軍、蘇 煒 

聯繫電話：0086-313-5512244、5523308 

傳 真：0086-313-5523308 

郵 編：076650 

電子郵箱：kbxxmb@163.com 

97、滄州渤海新區中捷現代農業園新建萬頭奶牛標準化養殖基地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採用現代化奶牛飼養工藝，新建萬頭奶牛標準化養殖基地，養殖荷斯坦

奶牛品種全群 10000 頭，其中成乳牛 6000 頭，後備牛 4000 頭。成乳牛年單產 8000

公斤生奶,年生產優質生奶 4.8 萬噸。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10900 萬美元，其中奶牛飼養投資 10100 萬美元，飼料種植投資

800 萬美元。擬全部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據國際乳業聯合會（IDF）預測，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乳製品消費昀大的潛在市

場，目前人均奶類消費量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四分之一，不到發達國家的十分之

一，潛在市場空間巨大。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國內乳製品消費需求迅速增

長，乳製品年人均消費量的增長速度在 10%以上，尤其是高品質優質安全牛奶的市

場需求不斷增大，特別是廣州、香港、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市場需求更

為突出。該項目地處京津冀經濟圈以及環渤海核心區域，項目市場前景極為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建於滄州渤海新區中捷現代農業園，交通十分便利，石黃高速、津汕高

速、沿海高速，朔黃鐵路、黃萬鐵路，205 國道、307 國道途經該區，園區內各項

基礎設施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該項目建成正常運營後，預計每年純利潤為 4286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中捷現代農業園是滄州渤海新區中捷產業園區謀劃打造的國家級現代農業示

範園，遵循可持續發展理念，按照農業精准化、標準化、產業化、工業化、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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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現代農業發展思路，吸納國內外農業領域的高新科技成果，建成集示範性、

展示性、效益性、規模性、循環性與生態性於一體的“一園四區”建設格局，主

要包括標準化農業生產示範區、高新科技研發示範區、現代農業示範綜合服務區、

農產品加工與倉儲示範區。 

七、合作方式： 

獨資。 

八、聯繫方式

聯 系人：雷鵬 （現代農業創建辦公室副主任） 

聯繫單位：中捷產業園區農務局現代農業創建辦公室 

聯繫電話：0086-317-5484511、15075759239 

傳 真：0086-317-5484511 

電子郵箱：leipeng84420@foxmail.com 

98、河北露波農產品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建設農副產品深加工項目  

一、項目內容： 

建設農副產品深加工項目，年加工板栗 20000 噸，生產速凍栗子肉 12000 噸，

加工小包裝栗子仁 120 萬袋，年加工生產野生食用菌、蔬菜等凍幹產品 2000 噸。

二、投資估算及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3373 萬美元，擬利用外資 1500 萬美元。 

三、市場分析： 

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和生活節奏的加快，對安全、營養、方便食品的需

求越來越大，經過安全保鮮加工的板栗、野生食用菌、蔬菜等方便食品營養豐富，

食用便利，市場需求不斷加大，除國內市場外，深受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國家歡

迎。項目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四、建設條件： 

邢臺縣位於太行山南端東麓，面積 1848 平方公里，土壤肥沃，山區晝夜溫差

大，氣候適宜各類幹鮮果樹的生長，是北方優質果品主產區，該項目生產原料供

應充足。項目選址在邢臺縣龍岡經濟開發區，開發區緊鄰市區、交通便利，擁有

大量未利用土地，區內基礎設施完備，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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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建成達產後，預計年營業額可達 5168 萬美元，年可實現淨利潤達 530 萬

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河北露波農產品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是以開發農產品深加工產品為主的高技術

企業，目前企業主要生產廠房、倉庫、宿舍等基礎設施主體工程已建成完工，年

底可投入生產。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寇立強 

單位名稱：河北露波有限公司 

聯繫電話：0086-319-2601300、13903193180 

傳 真：0086-319-2601300 

通訊位址：邢臺縣龍岡經濟開發區 

郵 編：054000 

99、張家口弘基農業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 

建設年產 7 萬噸高檔速食馬鈴薯速凍薯條項目 

一、項目內容： 

項目擬建設年產 7 萬噸高檔速食用馬鈴薯薯條生產線一條， 3 萬噸馬鈴薯氣

調庫三座，配套的進出倉設備 2 萬噸成品冷庫一座以及供水供電等相關設施。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項目總投資 7000 萬美元，擬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資。 

三、市場分析： 

目前我國的專業速食公司約有 800 多家，連鎖速食企業超過 5000 多家，速食

網點 40 多萬個，對符合標準的高檔速食用馬鈴薯薯條年需求量以 5-10％的速度

猛增。目前我國具備符合標準的速凍馬鈴薯薯條生產企業為數不多，其中較具規

模的有由美國太平洋公司和北京農場局組建的北京幸普勞食品公司，其年生產速

凍馬鈴薯薯條能力 3 萬噸。國內目前每年進口薯條約 20 餘萬噸，到港價格約為 7-8

元/公斤，市場售價大約為 10-11 元/公斤。該項目生產品質符合國際著名速食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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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業（肯德基、麥福勞）標準的速凍薯條，可緩解國內市場的大量需求，項目市

場前景廣闊。 

四、建設條件： 

項目地處張家口塞北管理區，該區域晝夜溫差大，環境無污染，所產的馬鈴

薯品質好、品質和產量高，全區馬鈴薯種植規模達到 3 萬餘畝，同時馬鈴薯也是

周邊地區特別是壩上地區的主要種植作物，能夠為加工企業提供充足原料，是發

展馬鈴薯產業化的理想地區。全區高標準裝備節水灌溉農田 6 萬畝，為建設現代

化馬鈴薯基地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保證，項目建設條件優越。 

五、效益分析： 


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8000 萬美元，利稅 2480 萬美元，投資


回收期 1.8 年。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張家口弘基農業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家專門從事馬鈴薯良種繁育、種

植、倉儲及深加工的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已形成年產 1 萬噸馬鈴薯全粉

的生產能力，生產加工馬鈴薯產業鏈條較全，產品開發力度較強。 

七、合作方式： 

獨資、合資、合作均可。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徐開宇 王麗偉 

聯繫電話：0086-313-5754087

傳 真：0086-313-5754087

聯繫單位：張家口市塞北管理區商務局

聯繫地址：張家口市塞北管理區榆樹溝 

郵 編：076576 

電子郵箱：sbqgxj@163.com 

100、秦皇島紫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設紫甘薯種植與加工產業化項目 

一、項目內容： 

主要建設無公害紫甘薯種植基地、工業用食品原料生產線和紫甘薯飲品、休

閒食品及快消品生產線，包括 5 萬畝無公害紫甘薯種植及育苗基地，年產 600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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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甘薯澄清型濃縮汁、3000 噸熟制紫甘薯全粉、2200 噸紫甘薯膳食纖維、10 萬噸

功能性紫甘薯薯汁飲料、3000 噸紫甘薯薯片、5000 噸產紫甘薯掛麵及 1 萬噸紫甘

薯粉絲。 

二、投資估算與資金來源： 

本項目總投資 1.14 億美元，擬利用外資 1 億美元。 

三、市場分析： 

甘薯中含有人體需要的多種營養物質，紫甘薯除具備甘薯所含營養成分外還富

含硒元素和花青素，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公認為“冠軍蔬菜”，使紫甘薯在保

健品產業具有巨大的開發價值。目前，國內外含花青素的產品主要為藍莓類食品

或飲品，國內藍莓休閒食品和藍莓飲品剛剛起步，其原材料成本偏高，深加工產

品價格定位高。紫甘薯種植方便，地域適應性強（中國全境、臺灣、日本、東南

亞地區均能大面積種植）、種植成本低，花青素含量與藍莓相當，因此紫甘薯將成

為未來人們利用花青素的主要原料，其深加工產品不僅有花青素效果還有富硒和

粗糧效果。本項目的主要原材料紫甘薯種植基地主要以秦皇島市盧龍縣為主，輻

射到撫寧縣和昌黎縣，氣候環境和地質條件特別適合甘薯的生長，是華北甘薯主

產區之一。當地農民有上百年的甘薯種植傳統，甘薯種植面積近 30 萬畝，年產鮮

薯 5.5 億公斤以上。該項目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四、建設條件：

本項目擬建在秦皇島市北戴河新區，公路、鐵路、航運、航空等交通運輸條

件十分便利，區內基礎設施配套完善，項目建設條件十分優越。 

五、經濟效益分析： 

本項目建設期 3 年，項目建成後，預計年均利潤總額 2350 萬美元。  

六、中方承辦單位概況：

秦皇島紫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以天然特色農產品（如紫甘薯、紫馬鈴薯、

紫番茄、紫草莓、紫胡蘿蔔等）為原料，從事營養全粉、休閒食品、濃縮汁及功

能性飲料、天然色素及功能性食品添加劑等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公司與中國農科

院、中國農業大學、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等國內著名大學、科研單位保持長期合作。

公司擁有涉及紫甘薯深加工的兩項國家發明專利，研發的紫甘薯澄清型濃縮汁和

全粉生產技術經專家鑒定達到國際領先水準，建有“甘薯功能性食品研發中

心”，“薯類食品研發中心”。 

七、合作方式： 

合資、合作。 

 117



  

  

 

 

 

八、聯繫方式：

聯 系 人：紀路深 

聯繫電話：0086-335-3631607 

傳 真：0086-335-3630073 

單位名稱：河北省秦皇島紫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通訊位址：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中房大廈 403 室 

郵 編：066000 

電子郵箱：qhdzlt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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