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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駐北京辦事處搜集的內地招商投資及經貿活動資訊，由 2013 年 6 月起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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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內地招商投資 
 
1. 遼寧省朝陽市五個文化旅遊、汽車零部件等項目 
 
遼寧省朝陽市經濟合作局 10 月 18 日發布五個文化旅遊、汽車零部件等項目。

項目均位於朝陽市雙塔區，內容涉及彩色預印瓦楞紙板包裝箱、汽車萬向節和

大口徑冶金閥門生產， IT 產業園、田園特色小鎮建設等。投資總額估算從

0.12 億元到十億元不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jhj.zgcy.gov.cn/cyzsj/zsxm/ 
  
2. 遼寧省錦州市湯池子溫泉度假村項目 
 
遼寧省錦州市經濟合作中心 9 月 26 日發布湯池子溫泉度假村項目。項目位於錦

州市淩海市沈家台鎮，佔地面積 50 公頃，擬建設包括溫泉旅遊、休閒娛樂、地

方特色觀光遊、度假養生、商務會議為一體的溫泉度假村。投資總額估算為

1.2 億元，以獨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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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html 
  
3. 遼寧省錦州市綠色有機糧加工生產項目 
 
遼寧省錦州市經濟合作中心 9 月 30 日發布綠色有機糧加工生產項目。項目位於

錦州市黑山縣新興鎮，佔地面積五公頃，擬建設年加工無菌真空包裝雜糧五萬

噸的生產線。投資總額估算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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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html 
  
4. 遼寧省錦州市大型垂直軸風力發電機玻璃鋼葉片項目 
 
遼寧省錦州市經濟合作中心 10 月 12 日發布大型垂直軸風力發電機玻璃鋼葉片

項目。項目位於錦州市太和區泰興工業園，佔地面積兩公頃，擬建設大型垂直

軸風力發電機玻璃鋼葉片生產廠房及辦公樓。投資總額估算為兩億元，以獨

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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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html 
  
5. 遼寧省錦州市汽車內飾件、汽車氫氣增強設備、燃料電池生產線建設項目 
 
遼寧省錦州市經濟合作中心 10 月 19 日發布汽車內飾件、汽車氫氣增強設備、

燃料電池生產線建設項目。項目位於錦州市大淩河工業園區，佔地面積

13.32 公頃，擬建設植絨、組裝、噴塗、增加等生產車間，成品庫存儲用房等。

投資總額估算為十億元，以合資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16.html 
  

http://jhj.zgcy.gov.cn/cyzsj/zsxm/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26.html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168.html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17.html
http://jhj.jz.gov.cn/tzhj_detail/newsId=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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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遼寧省營口市十個工、農及服務業項目 
 
遼寧省營口市投資促進局 10 月 9 日發布十個工、農及服務業項目。項目分別位

於營口遼河經濟開發區（五項）及營口仙人島經濟開發區（五項），內容涉及

汽車小鎮、新能源汽車電池、乙烯生產、新材料薄膜、生態農業等。投資總額

估算從 5,000 萬元到 420 億元不等，均以獨資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investyk.gov.cn/Html/NewsList.asp?SortID=21&SortPath=0,21, 
 
 
7. 吉林省白山市納米滑石粉項目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人民政府 9 月 28 日發布納米滑石粉項目。項目位於白山市

江源經濟開發區，佔地面積 1.5 萬平方米，擬建設年產納米超細滑石粉三萬噸的

生產線。投資總額估算為 6,500 萬元，以合資、獨資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jy.cbs.gov.cn/tzjy/zsxm/201809/t20180923_362630.html 
 
 
8. 吉林省白山市高嶺土超細粉項目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人民政府 10 月 8 日發布高嶺土超細粉項目。項目位於白山

市江源區砟子鎮，佔地面積 9 000 平方米，擬建設年產高嶺土超細粉三萬噸的

加工生產線。投資總額估算為 1.5 億元，以合資、獨資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jy.cbs.gov.cn/tzjy/zsxm/201810/t20181008_364781.html 
 
 
9. 黑龍江省大慶市六個文化旅遊等項目 
 
黑龍江省大慶市投資促進局 10 月 11 日發布六個文化旅遊等項目。項目分別位

於大慶市紅崗區（五項）及薩爾圖區（一項），內容涉及春雷地區溫泉小鎮、

鐵人文化園、碧綠湖特色小鎮、天鵝湖生態旅遊、北極花卉產業園及太平山度

假山莊等。投資總額估算從 2,000 萬元到 15 億元不等，投資方式各異，包括獨

資、合作、BOT、PPP 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dqtzcj.daqing.gov.cn/zhaoshangxiangmu/ 
 
 
10.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阿拉善騰格里經濟技術開發區全域旅遊開發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阿拉善盟阿拉善騰格里經濟技術開發

區全域旅遊開發項目，擬建設騰格里沙漠空天基地、走進科學主題樂園、精品

農業主題旅遊、特色旅遊小鎮、沙漠小火車、遊客接待中心以及有關的配套設

施。投資總額估算為十億元，以獨資、合資、合作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3 

http://www.investyk.gov.cn/Html/NewsList.asp?SortID=21&SortPath=0,21,
http://jy.cbs.gov.cn/tzjy/zsxm/201809/t20180923_362630.html
http://jy.cbs.gov.cn/tzjy/zsxm/201810/t20181008_364781.html
http://dqtzcj.daqing.gov.cn/zhaoshangxiangmu/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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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烏蘭布和生態沙產業示範區烏蘭布和黃河大橋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阿拉善盟烏蘭布和生態沙產業示範區

烏蘭布和黃河大橋項目，擬建設橫跨黃河的大橋以連接烏蘭布和生態沙產業示

範區與烏海市。投資總額估算為 4.6 億元，以合作、合資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4 
 
 
12. 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前旗綠色種植基地及小雜糧營養食品加工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前旗綠色種植基地

及小雜糧營養食品加工項目，擬建設十萬畝綠色小雜糧種植基地，年加工綠色

保健無公害小雜糧食品 2 000 萬斤。投資總額估算為兩億元，以獨資、合資、

合作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1 
 
 
13.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土右旗 5000 萬噸/年潔淨煤生產一體化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包頭市土右旗 5 000 萬噸/年潔淨煤生

產一體化項目。項目佔地面積 2 800 畝，擬建設包含淨化沉澱池、事故處理

池、半封閉倉庫等設施。投資總額估算為 110 億元，以獨資、合資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8  
 
 
14.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喀喇沁旗銅材深加工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赤峰市喀喇沁旗銅材深加工項目。項

目位於赤峰高新技術開發區，擬建設年產十萬噸銅材深加工生產線。投資總額

估算為 20 億元，以獨資、合資、合作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0 
 
 
15. 內蒙古自治區二連浩特市五金機電組裝生產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二連浩特市五金機電組裝生產項目，

擬建設切割機、焊接機、折彎機、發電機、空壓機組裝生產線六條。投資總額

估算為 1.3 億元，以獨資、合資、合作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6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4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1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8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0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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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烏審旗馬頭琴文博苑建設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鄂爾多斯市烏審旗馬頭琴文博苑建設

項目。項目佔地面積 220 公頃，擬建設以馬頭琴為文化特色的主題公園。投資

總額估算為三億元，以 PPP 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5 
 
 
17.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賽罕區沙良物流園區配套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呼和浩特市賽罕區沙良物流園區配套

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項目位於賽罕區黃合少鎮，擬建園區配套基礎設施。投資

總額估算為兩億元，以獨資、合資、合作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5  
 
 
18. 內蒙古自治區通遼經濟技術開發區玻璃纖維生產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通遼經濟技術開發區玻璃纖維生產項

目，擬建設生產車間、倉庫車間，以及引進年產一萬噸玻璃纖維生產線。投資

總額估算為 1.5 億元，以獨資、合資、合作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7 
 
 
19. 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四個新材料生產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經濟合作局 10 月 10 及 17 日共發布四個新材料生產項目，

內容涉及粉煤灰製陶粒、粉煤灰提取漂珠和超細空心微珠、改性瀝青防水卷

材，及煤矸石生產耐火纖維，投資總額估算從 2,000 萬元到 1.11 億元不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jjhzj.wuhai.gov.cn/zsxm/ 
 
 
20. 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烏達區三氯乙烯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烏海市烏達區三氯乙烯生產項目，擬

建設十萬噸三氯乙烯生產線。投資總額估算為 5.9 億元，以獨資、合資、合作方

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9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5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5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7
http://jjhzj.wuhai.gov.cn/zsxm/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299


-- 7 -- 
 

21. 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現代畜牧業規模化智能養殖項目 
 
內蒙古自治區投資促進會 10 月 19 日發布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現代畜牧業規模

化智能養殖項目，擬建設年出欄能力一萬頭肉牛養殖基地和年育肥出欄十萬隻

肉羊養殖基地。投資總額估算為 3.5 億元，以獨資、合資、合作方式投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2 
 
 
  

http://www.nmginvest.gov.cn/zsxm_content.aspx?id=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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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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至 12 日 

2018 未來教育創

新產品與服務展

覽會暨第三屆學

校（基礎教育）

創新發展研討會 

教育 國家會議中心 教育部學校

規劃建設發

展中心等 

http://www.cieoe.com 
 

天津 
11 月 9
至 11 日 

2018 中國旅遊產

業博覽會 
旅遊 天津梅江會展

中心 
國際旅遊局

等 
暫無 

11 月 16
至 18 日 

第二屆中國（天

津）國際生鮮配

送及冷鏈產業展

覽會 

運輸
物流 

天津梅江會展
中心 

天津市製冷

設備行業協

會等 

http://lenglian.cimle.c
om.cn/ 
 

11 月 16
至 18 日 

第二屆中國（天

津）國際交通運

輸車輛展覽會 

運輸
物流 

天津梅江會展
中心 

天津市現代

物流協會等 
http://cheliang.cimle.c
om.cn/ 
 

12 月 14
至 16 日 

第二屆中國（天

津）國際物流博

覽會 

運輸
物流 

天津國際展覽
中心 

天津市現代

物流協會等 
http://www.cimle.com
.cn/Default.aspx 
 

 
 

《本期完》  
  

http://www.cieoe.com/
http://lenglian.cimle.com.cn/
http://lenglian.cimle.com.cn/
http://cheliang.cimle.com.cn/
http://cheliang.cimle.com.cn/
http://www.cimle.com.cn/Default.aspx
http://www.cimle.com.c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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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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內地招商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