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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 2021 年 1月 11 日

一、2021 年度全区招商工作目标任务

根据《昆都仑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行动方

案》文件要求，按照 2021 年度全区招商引资工作目标，建

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新机制，开创新局面，全年引进投

资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50 个，其中：单体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

项目 10 个；工业项目占 50%以上；工业固定资产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 40%以上。

2021 年，十二个产业招商组具体目标任务：包钢产业

配套招商组引进 1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1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钢铁深加工产业招商组引进 1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1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硅基材料产业招商组引进 10 亿元以上

项目 2 个，1 亿元以上项目 3 个；新型功能材料产业招商组

引进 10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1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稀土应

用产业招商组引进 1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循环经济产业招商

组引进 10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1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现代

物流产业招商组引进 5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1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5000 万以上项目 2 个；新型商住地产招商组引进 10 亿

元以上项目 8 个；产业信息化招商组引进 1 亿元以上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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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5000 万以上项目 3 个；教育文体旅游招商组引进 1 亿

元以上项目 1 个，5000 万以上项目 1 个；康养产业招商组

引进 1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5000 万以上项目 1 个；现代农

牧业招商组引进 1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5000 万以上项目 1

个。

二、接待来访情况

1 月以来，我区各县级领导在包共对接企业 14 次，接

待了包括特变电工集团、万郡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农联、包

头市飞达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慧济国际养老集团、华侨

城欢乐谷集团等 8 家企业，涉及硅基产品制造、房地产、稀

土产业等方面。其中特变电工集团来我区拟投资 10 万吨高

纯晶硅项目和 40 万吨有机硅项目、包头市飞达稀土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 5000 吨稀土分离线项目已达成初步意向，下一

步将继续推进。

三、上周招商引资情况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7 日，区领导及十二个产业链

招商组本地对接企业（含商会）14 次，共涉及企业 8 家，

具体情况如下：

区县级领导对接情况

1 月 7 日，区委书记廉冬在包会见了特变电工集团刘洋

副总经理，双方就来我区投资 10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和 40 万

吨有机硅项目进行了深入对接，下一步将继续跟进，早日促

成项目落地我区。

1 月 7 日，区委书记廉冬在包会见了万郡房地产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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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相关负责人，双方就一级土地开发事宜进行了洽谈。

1 月 4 日，区委副书记，代区长丁凯、区政府副区长王

强、区政府副区长高瑜在包会见了中农联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雪萌一行，双方就农产品交易平台等相关领域进行了初

步对接。

1 月 6 日，区委副书记刘小平在包会见了包头市飞达稀

土有限责任公司王龙一行，双方就在我区建设 5000 吨稀土

分离线（稀土）项目进行了对接。

1 月 6 日，区政府副区长李长茂在包会见了山东慧济国

际养老集团马鸣一行，双方就康养产业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对

接。

1 月 5 日，区政府副区长王强、区政府副区长高瑜在包

会见了华侨城欢乐谷集团昌盛副总裁一行，双方实地考察了

我区南部地块，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调研。

1 月 6 日至 7 日，区政府副区长王强在包会见了特变电

工集团党委书记张新和副总经理刘洋一行，双方就来我区拟

投资10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和40万吨有机硅项目进行了深入

对接。

1 月 7 日，区政府副区长王强在包会见了长江精工钢结

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志军一行，双方就来我区建设钢

铁深加工产业项目进行了洽谈。

1 月 7 日，区政协副主席刘凤在包会见了鹏泰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双方就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

的处理、处置和再生产业，从根本上解决我区废物和废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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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循环利用问题等进行了洽谈。

1 月 6 日，园区管委会主任吴刚在包会见了长江精工钢

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志军一行，双方就打造精工钢

构包头产业基地项目进行了洽谈。

附件：

2021年昆区县级领导在包会见招商引资项目负责人统计表

报送：区委书记、副书记、各常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各

副主任，区政府区长、各副区长、党组成员，区政协主席、

各副主席

签发：王秀娟 审核：刘晓东 编辑：裴阳



2020年昆区县级领导在包会见招商引资项目负责人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招商时间 对接企业名称
企业负责人姓
名、职务、联

系方式

对接企业
地址

对接地点
拟投资额 
（亿元）

对接企业简介（投资意向）
对接洽谈内容

（及进展情况）
产业类别

1 廉冬 区委书记 1月7日 特变电工集团
刘洋副
总经理

— 昆区 —

公司培育了“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一高两新国家三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功构建了特变电
工、新疆众和、新特能源三大上市公
司。公司积极践行“一带一路”伟大
倡议，致力于把中国先进的电力建设
经验与世界分享，先后为美国、俄罗
斯、巴西、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70余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绿色科技、智能环保、可
靠高效的能源装备，为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从勘测到设计、施工、安
装、调试，到培训、运营、维护一体
化的交钥匙工程及系统解决方案，推
动了绿色高效电源电网建设，造福各
国民众，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赴新疆特变电工集团
总部对接洽谈。来我
区拟投资10万吨高纯
晶硅项目和40万吨有

机硅项目。

硅基

2 廉冬 区委书记 1月7日
万郡房地产有

限公司
— — 昆区 — —

商谈一级土地开发事
宜

房地产

3 丁凯
区委副书记、

代区长
1月4日 中农联 副总裁李雪萌 — 昆区 —

中农联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领先的“
三农”服务平台及农产品流通交易平
台，是全国农产品流通企业扶贫联合
体常务副主席单位，是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的实体流通平台。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成立于1989年，隶属于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初步对接（农业）
农业、现代
物流、产业

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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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小平 区委副书记 1月6日
包头市飞达稀
土有限责任公

司
王龙 — 昆区 — —

2020-2022年期间实施
搬迁转型升级改造，
建设5000吨稀土分离

线（稀土）

稀土产业

5 李长茂 区政府副区长 1月6日
山东慧济国际

养老集团
马鸣 — 昆区 — — 初步对接 康养产业

6 王强 区政府副区长 1月4日 中农联 副总裁李雪萌 — 昆区 —

中农联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领先的“
三农”服务平台及农产品流通交易平
台，是全国农产品流通企业扶贫联合
体常务副主席单位，是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的实体流通平台。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成立于1989年，隶属于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初步对接
农业、现代
物流、产业

信息化

7 王强 区政府副区长 1月5日
华侨城欢乐谷

集团
昌盛副总裁 — 昆区 —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
委直接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是国家
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全国文化企
业30强、中国旅游集团20强。截至

2019年末，资产总额超5500亿元，实
现营业收入超1300亿元，利润总额近
240亿元。从1989年建成中国首座主
题公园“锦绣中华”至今，华侨城不
断创新旅游产品，从静态微缩、互动
体验、生态度假、都市娱乐，到今天
的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华侨城
实现了产品从单一到混合形式的演

变，强化集群优势。目前集团在全国
运营和管理景区70余家，2019年接待
游客量超过1.5亿人次，是全球主题
公园集团三强、位居亚洲第一。

实地考察昆都仑南部
地块

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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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强 区政府副区长 1月6日 特变电工集团
张新党委书记
刘洋副总经理

— 昆区 —

公司培育了“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一高两新国家三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功构建了特变电
工、新疆众和、新特能源三大上市公
司。公司积极践行“一带一路”伟大
倡议，致力于把中国先进的电力建设
经验与世界分享，先后为美国、俄罗
斯、巴西、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70余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绿色科技、智能环保、可
靠高效的能源装备，为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从勘测到设计、施工、安
装、调试，到培训、运营、维护一体
化的交钥匙工程及系统解决方案，推
动了绿色高效电源电网建设，造福各
国民众，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来我区拟投资10万吨
高纯晶硅项目和40万

吨有机硅项目。
硅基

9 王强 区政府副区长 1月7日 特变电工集团 刘洋副总经理 — 昆区 —

公司培育了“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一高两新国家三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功构建了特变电
工、新疆众和、新特能源三大上市公
司。公司积极践行“一带一路”伟大
倡议，致力于把中国先进的电力建设
经验与世界分享，先后为美国、俄罗
斯、巴西、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70余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绿色科技、智能环保、可
靠高效的能源装备，为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从勘测到设计、施工、安
装、调试，到培训、运营、维护一体
化的交钥匙工程及系统解决方案，推
动了绿色高效电源电网建设，造福各
国民众，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来我区拟投资10万吨
高纯晶硅项目和40万

吨有机硅项目。
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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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强 区政府副区长 1月7日
长江精工钢结
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张志军 — 昆区 —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代码：600496.SH）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集国际、国内大型
建筑钢结构、钢结构建筑及金属屋面
墙面等的设计、研发、销售、制造、
施工于一体的大型上市集团公司，在
全国钢结构行业排名中连续六年蝉联

第一。

来我区洽谈钢铁深加
工产业项目

钢铁深加工
产业

11 高瑜 区政府副区长 1月4日 中农联 副总裁李雪萌 — 昆区 —

中农联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领先的“
三农”服务平台及农产品流通交易平
台，是全国农产品流通企业扶贫联合
体常务副主席单位，是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的实体流通平台。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成立于1989年，隶属于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初步对接
农业、现代
物流、产业

信息化

12 高瑜 区政府副区长 1月5日
华侨城欢乐谷

集团
昌盛副总裁 — 昆区 —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
委直接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1985年
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

圳，是国家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国旅游集团20
强。集团连续10年获得国务院国资委
年度业绩考核A级评价。从1989年建
成中国首座主题公园“锦绣中华”至
今，华侨城不断创新旅游产品，从静
态微缩、互动体验、生态度假、都市
娱乐，到今天的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
建设，华侨城实现了产品从单一到混
合形式的演变，强化集群优势。目前
集团在全国运营和管理景区70余家，
2019年接待游客量超过1.5亿人次，
是全球主题公园集团三强、位居亚洲

第一。

实地考察昆都仑南部
地块

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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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凤 区政协副主席 1月7日
鹏泰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有限

公司
— — 昆区 —

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处理、处置和
再生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

资源在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

废物、废旧资源的回
收利用

循环经济产
业

14 吴刚
园区管委会主

任
1月6日

长江精工钢结
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张志军 — 昆区 — —
打造精工钢构包头产
业基地（钢铁深加

工）

钢铁深加工
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