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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I. 內地招商投資 
 
1. 遼寧省錦州市農副產品深加工與現代物流產業園項目 
 
遼寧省錦州市經濟合作局 4 月 24 日發布農副產品深加工與現代物流產業園項目。

項目位於錦州市大有經濟區，佔地面積 777 公頃，擬構建“三區四中心一平台”
發展格局，包括澳牛、農產品和海產品三個加工區，通過建設物流園打造交易、

倉儲、配送和服務四個中心，以及建設電子商務平台。投資總額估算為 518 億

元，以合資、合作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142.html 
 
 
2. 遼寧省錦州市石墨深加工產業園項目 
 
遼寧省錦州市經濟合作局 5 月 7 日發布石墨深加工產業園項目。項目位於錦州

市北鎮市，佔地面積 268 公頃，擬建設石墨產業研發與深加工基地、石墨產業

採選冶一體化生產基地、國家級石墨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國家石墨及相關產

品集散基地、國家石墨產品交易與公共服務平台。投資總額估算為 100 億元，

以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139.html 
 
 
3. 遼寧省錦州市欽差溝生態溫泉旅遊度假區項目 
 
遼寧省錦州市經濟合作局 5 月 17 日發布欽差溝生態溫泉旅遊度假區項目。項目

位於黑山縣，佔地面積 680 公頃，擬建設溫泉城及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包括欽

差溝溫泉假日國際酒店、漢源會館產權式酒店、養生主題公園、商業住宅及農

業綜合開發和農產品深加工產業園等。投資總額估算為 35 億元，以獨資方式投

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23.html 
 
 
4. 內蒙古自治區二連浩特市 14 個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二連浩特市人民政府 5 月 8 日發布 14 個項目，內容涉及中蒙跨境

經濟合作區服務業產業，大宗糧食倉儲及物流服務中心，空港物流園、航空博

覽園、臨空商務區，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生產，生物製品生產等。投資總額估算

從 0.1 億元到 30 億元不等；投資方式各異，包括獨資、合資、合作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elht.gov.cn/tzel/zsxm/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142.html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139.html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23.html
http://www.elht.gov.cn/tzel/zs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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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肅省蘭州市、張掖市等 148 個項目 
 
甘肅省經濟合作局 5 月 9、10、11、14、16、17 及 21 日共發布 148 個項目。
項目分別位於蘭州市（19 項）、張掖市（15 項）、威市（12 項）、臨夏回族
自治區（11 項）、天水市（十項）、慶陽市（十項）、定西市（十項）、甘南
藏族自治州（九項）、平涼市（九項）、白銀市（九項）、隴南市（九項）、
武金昌市（九項）、酒泉市（七項）、嘉峪關市（七項）及玉門市（兩項），
內容涉及國際學校、大數據產業園、五星級酒店建設、航空鐵路物流園、景區
文化旅遊開發等。投資總額估算從 1,000 萬元到 500 億元不等；投資方式各異，
包括合資、合作、獨資、PPP、BOT、BT 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2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3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4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5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6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7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8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9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10 
 
 
6. 甘肅省武威市 48 個項目 
 
甘肅省武威市招商局 4 月 23 日、5 月 2 及 3 日共發布 48 個項目。項目分別位
於民勤縣（11 項）、天祝縣（十項）、古浪縣（九項）、涼州區（九項）及甘
肅（武威）國際陸港（九項），內容涉及進口商品 O2O 展示體驗中心、綠色農
產品交易中心與物流園、農產品冷鏈物流倉儲中心、枸杞系列加工、葡萄酒莊
建設等。投資總額估算從 2,000 萬元到八億元不等；投資方式各異，包括獨資、
合資、合作、PPP 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ww.gansu.gov.cn/tzww/zsxm/index2.htm 
http://www.ww.gansu.gov.cn/tzww/zsxm/index1.htm 
http://www.ww.gansu.gov.cn/tzww/zsxm/index.htm 
 
 
7. 甘肅省張掖市 18 個文化旅遊、特色小鎮項目 
 
甘肅省張掖市招商局 4 月 28 日發布 18 個文化旅遊、特色小鎮項目。項目分別
位於肅南縣（八項）、臨澤縣（四項）、高台縣（兩項）、甘州區（兩項）及
山丹縣（兩項），內容涉及台子寺佛教文化景區、索朗格賽馬場開發運營、裕
固族歌舞演藝中心、西遊文化主題公園、紅溝峽谷奇觀旅遊資源開發、大河鄉
自駕遊營地等。投資總額估算從 8,000 萬元到 15 億元不等；投資方式各異，包
括合資、合作、獨資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zs.zhangye.gov.cn/Item/310438.aspx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2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3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4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5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6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7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8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9
http://www.gsinves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0&page=10
http://www.ww.gansu.gov.cn/tzww/zsxm/index2.htm
http://www.ww.gansu.gov.cn/tzww/zsxm/index1.htm
http://www.ww.gansu.gov.cn/tzww/zsxm/index.htm
http://zs.zhangye.gov.cn/Item/31043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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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甘肅省張掖市 15 個農業及農業產業化項目 
 
甘肅省張掖市招商局 4 月 28 日發布 15 個農業及農業產業化項目。項目分別位

於甘州區（六項）、高台縣（三項）、山丹縣（兩項）、民樂縣（兩項）、臨

澤縣（一項）及肅南縣（一項），內容涉及葡萄枸杞汁產業化、乳製品加工、

洋蔥素提取加工、黑枸杞精深加工、中藥材種植及精深加工等。投資總額估算

從 2,000 萬元到三億元不等；投資方式各異，包括合資、合作、獨資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zs.zhangye.gov.cn/Item/310430.aspx 
 
 
9. 甘肅省張掖市六個裝備製造及能源化工項目 
 
甘肅省張掖市招商局 4 月 28 日發布六個裝備製造及能源化工項目。項目分別位

於高台縣（三項）、臨澤縣（兩項）及甘州區（一項），內容涉及丹霞航天航

空特色小鎮，凹凸棒粘土礦精深加工，二氧化氯、氯酸鈉、硫酸鉀生產等。投

資總額估算從 5,625 萬元到 20 億元不等；投資方式各異，包括合資、合作、獨

資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zs.zhangye.gov.cn/Item/310440.aspx 
 
 
10. 甘肅省張掖市兩個物流倉儲項目 
 
甘肅省張掖市招商局 4 月 28 日發布公路港物流集散中心和大型綜合物流園兩個

物流倉儲建設項目。項目分別位於臨澤縣和高台縣。其中，物流集散中心佔地

面積 317 畝，擬建設商務中心、公路物流港、農副產品物流園三大功能區域；

綜合物流園佔地面積 9 004.5 畝，擬分三期先後建設生活配套服務區和信息服務

區、配送功能區，及倉儲服務區。投資總額估算分別為 6.5 億元和 1.35 億元，

以獨資、合作、合資等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zs.zhangye.gov.cn/Item/310442.aspx 
 
 
11.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 18 個旅遊項目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近日發布 18 個旅遊項目，包括沙漠天宮、沙坡頭景區南

岸半島旅遊、高鐵站商圈廣場、長流水國際文化園、沙坡頭水利樞紐風景區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  
 
  

http://zs.zhangye.gov.cn/Item/310430.aspx
http://zs.zhangye.gov.cn/Item/310440.aspx
http://zs.zhangye.gov.cn/Item/31044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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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內地經貿活動一覽表 
 

時間 活動 行業 地點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北京 
6 月 7 至

9 日 
第十六屆中國國

際環保展覽會 
環保 中國國際展覽

中心（靜安莊

館）  

中國環境保

護產業協會 
http://www.chinaenvir
onment.org/zh.htm 

9 月 26
至 29 日 

2018 年中國國際

信息通信展覽會 
信息 
通信 

國家會議中心 工業和信息

化部等 
http://ptexpo.com.cn/i
ndex.html 

天津 
6 月 14
至 16 日 

2018 第二屆天津

國際餐飲食材博

覽會 

餐飲 天津國際展覽

中心 
天津市餐飲

行業協會 
 

http://www.qytjscz.co
m/ 

8 月 12
至 14 日 

第二十屆天津國

際工業自動化技

術裝備展覽會 

機械

工業 
天津梅江會展

中心 
中國國際貿

易促進委員

會機械行業

分會等 

http://www.gongkong.
com/exhibition/list/Ex
hibitionIndex?id=153
2 

河北 
6 月 12
至 14 日 

2018 中國國際管
道大會暨展覽會 

建材 廊坊國際會議
展覽中心 

廊坊市人民
政府等 
 

http://www.pipechina.
com.cn/ 

遼寧 
6 月 12
至 15 日 

第十六屆中國國
際軟件和信息服
務交易會 

資訊
科技 

大連世界博覽
廣場 

商務部等 http://www.cisis.com.
cn 

6 月 27
至 29 日 

第十屆 APEC 中
小企業技術交流
暨展覽會 

跨行
業 

瀋陽國際展覽
中心 

工業和信息
化部等 

http://zh.apecsmetc-
overseas.org/ 

吉林 
8 月 23
至 25 日 

第 14 屆中國長春

國際汽車零配件

及售後服務用品

展 

汽車

汽配 
長春國際會展

中心 
中國國際貿

易促進委員

會等 

http://www.cczbh.co
m.cn/ermb/list.php?us
erid=13&id=340 
 

內蒙古 
7 月 13
至 15 日 

2018 中國少數民

族健康產業發展

論壇暨中國少數

民族健康產業博

覽會 

大健

康 
內蒙古國際會

展中心 
內蒙古自治

區總商會等 
http://www.nmg-
mbh.com/cnt_2.html 

甘肅 
7 月 5 至

9 日 
2018 第二十四屆

中國蘭州投資貿

易洽談會 

跨行

業 
甘肅國際會展

中心 
商務部等 暫無 

 
《本期完》  

http://www.chinaenvironment.org/zh.htm
http://www.chinaenvironment.org/zh.htm
http://www.miit.gov.cn/
http://www.miit.gov.cn/
http://www.qytjscz.com/
http://www.qytjscz.com/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ion/list/ExhibitionIndex?id=1532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ion/list/ExhibitionIndex?id=1532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ion/list/ExhibitionIndex?id=1532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ion/list/ExhibitionIndex?id=1532
http://www.pipechina.com.cn/
http://www.pipechina.com.cn/
http://www.cisis.com.cn/?menuid=100061&mtype=2001
http://www.cisis.com.cn/?menuid=100061&mtype=2001
http://zh.apecsmetc-overseas.org/
http://zh.apecsmetc-overseas.org/
http://www.cczbh.com.cn/ermb/list.php?userid=13&id=340
http://www.cczbh.com.cn/ermb/list.php?userid=13&id=340
http://www.cczbh.com.cn/ermb/list.php?userid=13&id=340
http://www.nmg-mbh.com/cnt_2.html
http://www.nmg-mbh.com/cnt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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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旅遊項目詳情 
 

項目名稱 內容 聯絡方式 

高鐵站商圈廣場 擬圍繞“燈光秀主題公園、富硒小

鎮、機車文化主題園和黃河民俗文

化創意園”四大主題，建設開放式高

鐵風景區。 
 

聯繫人：張越/薛永菲 
 
電話：1373 955 8633  

1819 559 5107 

長流水國際文化園 擬建設長流水人類史前博物館、長

流水國際藝術館、中國絲綢文化博

物館、沙漠星空假日酒店等。 
 

 

旅遊大廈 擬建設集文化、旅遊、商業及旅遊

集散中心為一體的多功能商務大

廈，包含商貿中心、寫字樓、酒店

及中衛旅遊形象展示等功能區。 
 

 

火星體驗之旅主題公

園 
擬建造模擬火星科學考察基地，包

括火星探測器操控室、實驗室、植

物培養室、儲存室和氣密室等。 
 

 

沙坡頭景區至旅遊新

鎮 7.5 公里農業生態休

閒旅遊 

擬在沙坡頭景區至旅遊新鎮 7.5 公

里段道路兩側打造葡萄、蘋果、枸

杞等自由採摘莊園、鳳湖莊園、沙

漠織田、綠化景觀，建設廊架生態

農業休閒區、驛站服務體系、旅遊

廁所等旅遊配套項目。 
 

 

天都山景區開發 擬建設遊客中心 2 000 平米、棧道  
4 000 米、旅遊廁所兩座、停車場   
1 000 平米等。 
 

單位：海原縣文化旅遊

廣電局 
 
聯繫人：李進興 
 
電話：955-4017 773 

海興濱水自駕車營地 擬建設 15 棟獨立、半封閉木屋客房

及房車露營區。 
 

海興開發區生態養生

旅遊城鎮 
擬建設遊客服務中心、旅遊道路、

城市夜景亮化以及旅遊標識等市政

基礎設施，將海興開發區打造成集

休閒、養生、旅遊、養老為一體的

現代化山水園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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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內容 聯絡方式 

沙坡頭水利樞紐風景

區 
擬打造沙漠生態風景廊道、大漠黃

河休閒度假帶、生態產業發展區、

生態養生樂水區、休閒度假會議區

及水利博覽體驗區。 
 

聯繫人：張越 
 
電話：1373 955 8633 

沙坡頭載人飛艇空中

遊覽 
擬包含飛艇空中遊覽、飛艇培訓試

飛、飛艇廣告宣傳等內容。 
 

 

沙漠天宮 擬採用單體鋼結構大跨形式，引進

太空體驗、航天展演、水世界、滑

鳴沙、兒童樂園、高科技 VR 體驗

等旅遊項目。 
 

聯繫人：張文平 
 
電話：1373 956 3398 

沙坡頭景區南岸半島

旅遊 
擬利用 3D 懸索橋為通道，進一步

開發南岸濕地、夏令營基地等，豐

富沙坡頭景區南區項目。 
 

聯繫人：王福中 
 
電話：1373 955 9066 

沙坡頭娛島項目 擬在保留原工業元素的基礎上對原

中衛農牧機械廠廠房進行文創設計

改造，規劃建設入口服務區、團隊

接待及大眾娛樂區、沙漠風情商業

區、特色商業街區、特色養生休閒

區、文化體驗休閒區、精品度假區

七大板塊。 
 

聯繫人：祝忠/吳曉華 
 
電話：1373 955 1177 

1899 545 4999 

大麥地岩畫保護開發 擬在保護大麥地岩畫原貌不變的基

礎上，適度開發周邊景觀環境，著

力打造大麥地岩畫遊覽觀光旅遊，

同時開展岩畫考古、研學等旅遊文

化項目。 
 

聯繫人：田應福 
 
電話：1372 334 3888 

寺口子合資合作股權

招商 
擬就中衛寺口子風景旅遊區進行合

資合作股權招商；該區 2000 年建成

並投入運營，是國家 AAA 級旅遊

區，註册資本 3,000 萬元，土地使

用權 50 年，景區分別以喀斯特地貌

和丹霞地貌東、西兩區形成。 
 

聯繫人：吳自升 
 
電話：1590 956 1099 

南北長灘鄉村旅遊開

發建設 
擬計劃通過引入社會資本擴大鄉村

旅遊發展規模，形成股權多元開發

格局。 

聯繫人：王福中/張俊華 
 
電話：1373 955 9066 

  1362 953 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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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內容 聯絡方式 

中寧縣雙龍山石窟景

區建設 
擬對雙龍山石窟前的村莊進行搬

遷，雙龍石窟山體進行搶救性維

修，建設遊客接待中心、布展文物

陳展大廳、建設 A 級旅遊廁所、修

建跨包蘭鐵路高架橋、修建 S201 省

道至雙龍石窟道路為雙向六車道

等。 
 

單位：中寧縣文化旅遊

廣電局 
 
電話：955-5031 365 

長山頭天湖景區 擬建設遊客中心、停車場、遊步

道、郵輪碼頭、環湖騎行通道、狩

獵俱樂部、半島自駕營地、紅柳濕

地保護區、天湖漁莊紅柳園、擴寬

硬化環湖路、修建環湖路騎行道

等。 
 

聯繫人：馬鵬飛 
 
電話：1537 896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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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資訊網頁 
如欲獲取駐北京辦事處服務範圍外的其他省份的經貿資訊，請瀏覽以下網頁 :  
 
(1)  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商業資料通告  –  內地商貿資料庫」網頁  
 網址 :  http://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2)  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 :  http://www.gdeto.gov.hk 
 
(3)  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 :  http://www.sheto.gov.hk 
 
(4)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 :  http://www.cdeto.gov.hk 
 
(5)  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 :  http://www.wheto.gov.hk 
 
(6)  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貿易」網頁  
 網址 :  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tc/ 
 

 
 
 
 
 
 
 
 
 
 
 
 

免責聲明 
 
駐北京辦事處的《內地招商投資及經貿活動通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

京辦事處為公眾提供的資訊服務，資料搜集自相關網站、報刊媒體及有關機構

等渠道，僅供參考之用。該《通訊》所載資料已經力求準確，惟本辦對於因使

用、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駐京辦官方微信平台 

 
歡迎關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官方微信平台，透過手機更便利地接收本辦的資

訊，包括《內地經貿政策及法規通訊》、《內地招商投資及經貿活動通訊》及最新活動等。 

 

 
 

歡迎訂閱 

 
如有興趣訂閱駐北京辦事處的《內地招商投資及經貿活動通訊》，歡迎提供相關資料（包

括 ： 商 會 、 機 構 或 公 司 名 稱 、 電 子 郵 箱 、 聯 絡 人 及 聯 絡 方 式 ） 電 郵 至

(eatl_issues@bjo.gov.hk)通知本辦。所提供的資料只供發放本《通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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