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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极具发展活力，投资兴业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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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金海洋循环工业园区全景图。

北出雁门，天高云淡，一座美丽的现代
化工业新城，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塞外黄土高原上。 朔州是 1989 年经国务院
批准成立的省辖地级市，下辖两区四县和一
个经济开发区，面积 1.07 万平方公里，人口
180 余万。 28 年前，邓小平同志与哈默博士
历史性的握手 , 催生了平朔安太堡露天矿，
翻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也为朔州市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平朔之父”。 是邓小
平同志与美国哈默博士促成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第一块 “试验田”———平朔安太堡露天
矿在朔州大地的诞生，这也成为中国对外开
放的开篇巨著和光辉典范。

朔州地理区位优越。 地处山西省
北部，居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陕西、内蒙
古三省区交界区域一座新兴城市，是京津地
区的西大门。 东距首都北京约 450 公里，南
距省城太原约 230 公里，北距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约 260 公里。 交通较为发达，境内北同

蒲铁路、大运高速公路、109 和 208 国道纵贯
南北，神木至朔州、朔州至黄骅铁路横贯东
西，县乡公路四通八达。 全市公路通车里程
9007 公里，万人拥有公路 58.3 公里，居全省
第一。

朔州文化底蕴厚重。 两万八千多
年前 ，峙峪 “猎马人 ”拉开了史前文化的序
幕。 西汉著名女诗人班婕妤、三国曹魏名将
张辽和中华门神尉迟恭等都是朔州人。 朔州
境内有与法国艾菲尔铁塔、意大利比萨斜塔
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俗称“应县木塔”)，有全国罕见的以减柱艺
术筑就的金代建筑瑰宝———朔城区崇福寺，
有秦代著名将领蒙恬筑城养马的马邑古城，
有见证蒙汉交融、 晋商辉煌的著名 “西口”
———杀虎口，以及汉墓群、金沙滩等标志性
景区景点，彰显出历史遗存和人文资源交相
辉映的文化内涵。

朔州煤炭资源丰富。 已探明的煤
炭储量约 493 亿吨， 现保有地质储量 422.9

亿吨，占山西省的六分之一，煤系分布面积
1603.4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15%，具有
明显的资源优势， 是我国重要的动力煤基
地。 全市煤炭生产能力、洗选能力、发运能力
均达到 2 亿吨以上，居山西省第一。 2011 年
生产原煤 1.86 亿吨，产量位居山西省第一。

朔州电力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全市现有电力装机容量 600 万千瓦，居山西
省第一。 已运营发电厂 11 家， 在建电厂 18
家，总规模 733.9 万千瓦。 预计到“十二五”
末，电力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600 万千瓦，其
中综合利用和新能源发电占 50%以上。

朔州陶瓷产业发达。全市现有 49
家陶瓷生产企业，92 条生产线，具备 13 亿件
日用瓷、200 万件琉璃瓦、600 万平方米墙地
砖、3200 万件酒瓶 、9 万吨中高铝球生产能
力， 日用陶瓷产能占山西省的十分之七，白
瓷产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国内最大的
日用陶瓷生产基地之一。

朔州畜牧业基础良好。乳品业在
山西省形成一强，奶牛存栏 15.8 万头，占山
西省总量的半壁江山；鲜奶产量占山西省总
量的 62%； 是全国重要的肉羊养殖基地，每
年出栏雁门肥羊 250 万只左右。

在历届山西省委、省政府，朔州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建市 20 多年来，朔州市
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
定。 特别是近年来，经济指标增速在全省一
直领先，多项重要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十一
五”时期综合考核，被评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优秀市。 朔州市右玉县诞生了闻名全国
的“右玉精神”。 朔州先后获得全国园林绿化
先进城市、全国城市综合整治先进市、中国
最佳粤商投资城市、 中国最具创新力城市、
中国低碳贡献城市、 中国经济转型示范城
市、中国最佳投资环境城市 100 强，农村公
共服务“五个全覆盖”建设先进市、中国招商
引资最具影响力城市、 中国最佳投资城市、
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等多项荣誉。

朔州市对外招商引资项目 173 个，总
投资 1394.56 亿元， 拟引资 1389.8 亿元，
共涉及 9 个行业。

一、 能源工业 10 个， 总投资
276.47 亿元 ， 拟引资 276.47 亿
元。 其中：平鲁区“煤炭低温干馏提取低
温焦油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右玉县“生
物质发电项目”，总投资 9000 万元。

二、 煤化工业 11 个， 总投资
108.57 亿元，拟引资 108.57 亿元。
其中：右玉县“煤制 100 万吨/年二甲醚项
目” 总投资 30 亿元， 年销售收入 200 亿
元。 朔城区“年产 60 万吨甲醇及 40 万吨
二甲醚项目”总投资 25.07 亿元，年销售
收入 10.57 亿元，投资利润率为 19.22%。

三、 材料工业 31 个， 总投资
334.83 亿元，拟引资 332.96 亿元。
其中：怀仁县“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总
投资 25 亿元， 年销售收入可实现 60 亿

元，利税 8 亿元。 朔城区“年产 5 亿 Ah 钇
铁锂离子电池生产线新建项目”， 投资为
25.85 亿元，年销售收入 49 亿元。

四 、 旅游业 30 个 ， 总投资
135.76 亿元，拟引资 133.95 亿元。
其中：山阴县“广武边塞军事文化生态旅
游开发项目库”，总投资 38.3 亿元。 应县
“龙首山文化旅游观光园综合开发项目”，
总投资 15 亿元，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

五、基础设施 3 个，总投资 3.22
亿元，拟引资 3.22 亿元。 其中：怀仁
“垃圾处理厂项目”,总投资 8000 万元，处理
能力 300吨/日。朔州经济开发区“日处理 5
万吨污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 1.64 亿元，日
处理污水 5万吨。

六、装备制造业 12 个，总投资
68.6 亿元，拟引资 68.6 亿元。 其中：
平鲁区“大型综采设备制造项目”，总投资
5 亿元， 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0 亿
元，年利润 1.2 亿元。 朔城区“煤矿装备制

造基地项目”, 总投资 50.03 亿元，年平均
利润总额 6.21 亿元。

七、高新技术产业 3 个，总投资
2.59 亿元，拟引资 2.59 亿元。 其中：
应县“黄芪中药材基地建设及产业化开发
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可实现销售收入
5 亿元。

八、社会事业服务业 28 个，总
投资 415.67 亿元， 拟引资 415.67
亿元。其中：朔城区“大型综合农业现代化
产业示范园项目”总投资 7500 万元。 朔州
经济开发区 “煤机装备制造园区项目”，投
资 10 亿元，年可实现销售额 15 亿元，利税
1 亿元。

九、 农业及相关产业 45 个，总
投资 48.85 亿元， 拟引资 47.76 亿
元。其中：应县“1 万吨胡萝卜浓缩汁生产
线项目”，总投资 0.7 亿元。 平鲁区“麦深
加工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

旅游景观

九大类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 山西省朔州市坚持以煤为基、 多元发
展，以可持续发展为方向，以循环经济为路
径，以高新技术为引领，以园区基地为承载，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今
年一季度，主要工业品原煤产量达到 5190.2
万吨， 同比增长 29.07%； 发电量完成 62.53
亿度，同比增长 8.21%。非煤电行业完成增加
值 14.21 亿元，同比增长 21.06%。

在实践中，朔州市创新发展模式，坚持发
挥园区的集聚与承载功能，以园区承载项目、
承载企业、承载产业。 市财政从今年起，每年
列 1 亿元的专项补贴资金， 重点加快总占地
25.4 万亩、 规划入园项目 160 个、 总投资
2234.43 亿元的八大工业园区建设和经济开
发区建设。预计“十二五”期间全部建成后，新
增电力装机 820 万千瓦、 日用陶瓷 13 亿件，
实现产值 2300 亿元，创利税 391 亿元，初步
形成集煤炭、电力、装备制造、陶瓷、新材料、
化工、物流于一体的循环经济发展基地。2012
年， 园内在建项目 53 个， 总投资 559.12 亿
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116.96 亿元。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工业园区

该园区位于朔州市神头第二发电厂储
灰库东侧，占地面积 1.2 万亩，总投资 150 亿
元，是国家工信部批准在朔州市建设全国 12
个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之一。 共有以
粉煤灰为主的固废综合利用六大类 30 个项
目， 全部建成后年消化粉煤灰 500 万吨，实
现工业产值 150 亿元，利税 15 亿元，将成为
全国最大的粉煤灰综合利用产业集聚区和
固废综合利用产学研示范中心。 目前入园项
目 6 个， 其中总资产 2.6 亿元的朔州润臻新
技术开发公司已投入运营， 年消化粉煤灰
150 万吨，产值 2 亿元；另有北京大学产学研
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国能神州 20 万吨粉煤
灰提取氧化铝和白炭黑项目等 5 个项目正
在建设， 总投资 70.88 亿元，2012 年计划完
成投资 6.9 亿元。 总投资为 45 亿元的年产
30 万吨粉煤灰制备高效节能陶瓷纤维及其
制品、 年产 10 万吨粉煤灰与煤矸石制备高
性能耐火材料及结构陶瓷项目、劣质煤与有
机废弃物耦合热解制备新型脱硫脱硝催化
剂及余能利用多联产项目等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拟采取合作或合资的方式进行引资。

中煤金海洋循环工业园区

该园区总面积 5.4 万亩，目前，公司拥有
24 个下属企业，包括 8 座大型煤矿和 16 个地
面企业，产业涉及煤炭生产、洗选、电力、冶
金、建材、资源综合利用、现代农业、房地产、
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十一五”以来累计
实现销售收入 300 亿元， 上缴税费 45 亿元，
社会贡献总额达 65 亿元。 预计“十二五”末，
电力装机规模可达 140 万千瓦，新增产值 300
亿元， 创利税 48 亿元， 新增就业岗位 1.8 万
个。 目前，安排项目 20 个，总投资 356 亿元，
其中，已有总资产 149.6 亿元的中煤金海洋公
司永皓煤矸石发电厂、煤矸石砖厂、赤钰冶金
厂、 洗运中心、 昱光电厂等 5 个项目投入生
产，有总投资 75.77 亿元 11 个项目在建，2012
年计划完成投资 26.19 亿元。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 300 万吨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拟投资 280
亿元， 打造国内首个百万吨级金属镁材料加
工制造产业基地，目前正在筹备之中。

朔城区富甲工业园区

该园区位于市区东南方向，距市中心约

5 公里，总面积 38 平方公里，其中一期规划
面积 17.3 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建成投产、开
工、落地及签约项目共 22 个，总投资 84.5 亿
元。 其中引黄北干线 pccp 管厂、山西晋能集
团朔州能源铝硅合金公司、朔州诚信锅炉制
造有限公司、山西三元碳素有限责任公司搬
迁改造一期项目等建成项目 5 个， 总投资
17.53 亿元。落地项目总投资 21.6 亿元，包括
中煤平朔年产 120 万条全钢载重子午线轮
胎、繁盛昇煤机公司搬迁、朔州市粮食物流
中心小杂粮加工等 6 个项目。 “十二五”期间
还将入园项目 20 个，总投资 100 亿元。 这些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产值 300 亿元，利税
50 亿元，安排就业 1.65 万人。 此外还有总投
资 21.5 亿 元 的 签 约 项 目 3 个 和 总 投 资
117.01 亿元的储备项目 10 个正在招商引资
之中。

东露天循环工业园区

东露天循环经济园区位于平鲁区榆岭
和下面高两乡交汇处， 规划占地面积 52 平
方公里，是平鲁区与中煤平朔公司、中电国
际三方共同打造集煤炭、电力、硅铝、建材、
物流于一体的循环经济园区。 园区总占地
7.5 万亩，目前安排项目 6 个，总投资 357.6
亿元。 其中东露天矿和神头一电厂“上大压
小” 一期 2×60 万千瓦坑口电厂 2 个项目正
在建设， 总投资 155.7 亿元，2012 年计划完
成投资 27.2 亿元；“十二五”期间还将有 4 个
项目入园，总投资 201.9 亿元。 预计到“十二
五”末，园区年产值可达 181 亿元，实现利税
55.9 亿元，安置就业 3200 余人。 年可就地转
化原煤 1000 万吨， 电力总装机将达到 440
万千瓦。 投资 45 亿元的粉煤灰综合利用提
取氧化铝项目、投资 50.1 亿元的 4×30 万千
瓦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电厂项目等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已进入前期论证，力争年内完成
报批。

北坪循环工业园区

该园区位于平鲁区井坪镇和向阳堡乡 ,
园区规划占地 1.5 万亩， 目前安排项目 15
个，总投资 765.85 亿元。 现已有山西晋坤公
司 12 万吨高岭土精加工项目入园生产，有
总投资 113.65 亿元的劣质煤综合利用 、煤
矸石发电等 5 个项目在建。 预计到 “十二
五 ”末 ，园区年产值可达 400 亿元 ，实现利
税 100 亿元，安置就业 6000 余人。 届时，园
区将建设成为晋西北最大最具活力的高标
准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投资 300 亿元的粉
煤灰提取氧化铝项目和粉煤灰建材项目 、
投资 10 亿元的云计算物联网应用和基地
建设项目等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等正在筹备
之中。

怀仁县陶瓷工业园区

该园区规划面积 6.3 万亩 ， 安排项目
19 个，总投资 160 亿元。 目前已有 11 家企
业投产。今年计划投资 20 亿元，新上 15 家
陶瓷生产企业 、27 条生产线 ， 全县生产线
达到 100 条，日用瓷产能 18 亿件。同时，园
区将加快建设仓储物流中心、 陶瓷技术研
发中心、 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陶瓷职业技
术学院、 怀仁陶瓷博物馆、 陶瓷交易大市
场等配套建设 。 到 “十二五 ”末 ，各类陶瓷
生产企业要达到 65 家， 生产线 150 条，年
产各类瓷器 36 亿件 ， 从业人员达到 4 万
人，人均劳务年收入达到 4 万元，成为名副

其实的中国现代日用瓷都。 项目选址在怀
仁县金沙滩陶瓷工业园区，占地达 300 亩、
总投资额 20 亿元的现代化大型陶瓷生产
线项目，拟全部引资。

应县新型产业科技园区

该园区规划面积 1.8 万亩，安排项目 39
个，总投资 344.3 亿元。 现有药用胶囊、橡胶
助剂等企业 14 家，总资产 16.34 亿元。 在建
太阳能单晶硅、生物质能发电、再生橡胶等
项目 8 个，总投资 84.4 亿元，今年计划完成
投资 13.2 亿元。 “十二五”期间还将有 17 个
项目入园。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大唐国际发电
有限公司白马石风力发电项目， 总投资 27
亿元， 总建设规模为安装 165 台 1500 千瓦
的风力发电机组。 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核准
阶段。

右玉县梁威工业园区

该园区位于县城西部，规划总面积 3 万
亩。规划项目 16 个，总投资 63 亿元。 园区投
产企业 9 家， 总资产 4.2 亿元， 生产 9 大系
列、48 个品种的农副产品， 基本形成了以畜
产品、杂粮、食品、沙棘系列、亚麻深加工五
大产业链。 在建项目 5 个，总投资 8.09 亿元,
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6.9 亿元。 “十二五”期间
还将有 2 个项目入园，总投资 50.83 亿元。北
京北农大集团投资 1.5 亿元的种鸡繁殖、鸡
饲料加工项目，北京中大科技公司和北京同
仁堂合资的投资 2.2 亿元亚麻籽深层发酵饮
料项目， 北京华铁能信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3.5 亿元的新一代高速列车轴温检测系统项
目等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正在筹建之中。

朔州经济开发区

该区成立于 1992 年 ,1996 年被列为省
级经济开发区。2009 年在全国开发区评选活
动中荣获“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称号，
2011 年在全国开发区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十
大特色产业园区”。 开发区经过今年山西省
批复扩区增加 41.54 平方公里后， 总面积达
到 86.9 平方公里，其中，国有土地 70.5 平方
公里。 具有区位独特、服务快捷、基础设施齐
全、土地广阔、劳动力丰富、能源充足、交通
便利和矿产资源储量大、 品位高的优势，是
朔州市区的副中心区和朔州 “四化一体”东
部新区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朔州
新兴产业的集聚区。 目前，已有日本小松、中
煤装备、同煤集团、华电集团、海尔集团、中
冶等国内外大型企业入驻开发区，总投资超
过了 400 亿元。 开发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主
要规划发展以新能源清洁汽车产业等为代
表的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现代服
务业、循环经济产业和现代农业等。 主要引
进一批占用资源少、规模体量大、带动能力
强、科技含量高的龙头型、旗舰型项目，特别
是产、学、研结合整体开发型项目，大集团、
大资本产业链整体性园区开发项目，快速集
聚一批高附加值、高成长性、高技术含量的
绿色科技产业，力争把开发区建设成为“环
境最优、发展速度最快、幸福指数最高”的一
流开发区。

园区助推转型 朔州商机无限

塞北风情 北欧风光 宜居新城

古长城———山阴县广武明长城。

应县木塔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

位于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内。 建于辽清宁二
年 （公元 1056 年 ），金明昌六年 （公元 1195
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
木构塔式建筑， 也是唯一的木结构楼阁式
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应县木塔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意大利
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 “峻极
神工”和“天下奇观”两块御笔匾联道尽其不
平凡之处。 它有“斗拱博物馆”之称，“远看擎
天柱，近似百尺莲”，轮廓优美。 近千年里，它
风吹不动，雷击不燃，虫蛀不腐，地震不倒，
历经战争破坏而不毁，傲然屹立，成为“千古
之谜”。 它“汇艺术之精髓，集佛教之大乘”，
更在塔内发现了被誉为“宝中之宝”的两枚
释迦牟尼佛牙舍利。

右玉杀虎口
杀虎口位于右玉县境内晋蒙两省（区）交

接处，北倚古长城，西临苍头河。 作为一代雄
关，闻名遐迩，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杀虎口“扼
三关而控五原”， 自古便是军事要塞、 边贸重
镇。 这里雄伟壮观的古长城、鳞次栉比的烽火
台、苍凉古朴的古战场，似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其中，更有一条西口古道承载着晋商的光
荣与梦想，成长与艰辛，堪称明清山西历史演
变的缩影，近代中国金融贸易的实证。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大力
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朔州市委、市政府把进
一步大力学习弘扬“右玉精神”不断引向深入，
并融入全市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之
中，促使党员干部以纯洁的党性、昂扬的斗志、
务实的作风，加快推进转型跨越发展，为全力
打造新基地、拓展新优势、建设新朔州提供了
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组织保证和纪律保证。

朔城区崇福寺
红墙青砖，宝殿金阁，彩塑壁画，晨钟暮

鼓……这不仅是善男信女虔诚拜谒的朝圣

之地，更是镶嵌在塞外朔州的艺术明珠。 主
殿弥陀殿建于金代，其匾额、塑像、壁画、雕
花门窗、脊饰琉璃有“金代五绝”之称；殿内
佛坛上为“西方三圣”，弥陀佛端庄慈祥、静
目凝神， 观世音和大势至二菩萨花冠精致、
丰润端祥。 四壁满绘壁画、彩塑飞天堂皇华
丽。殿刹琉璃武士躯形健美，神情英武。作为
全国辽金三大佛寺之一的崇福寺，无论是在
建筑、雕塑、绘画还是奉佛领域，都彰显朔州
宗教文化历史的厚重与博大。

崇福寺，又称大寺庙，属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位于朔州旧城内东街北侧，始建
于唐麟德二年（665 年），金代扩建，被世人称
为“金代文化艺术殿堂”。

山阴县广武明长城
山阴境内，明代长城，虽历经数百年风

雨沧桑，但风貌依旧，气势恢宏地横亘于茫
茫群山之巅。 这段长城敌楼密集，军事防御
体系完备，且保存完好，特别是一段锯齿状

长城，堪称万里长城中的绝景，极具军事科
学研究和旅游观赏价值。 广武长城积淀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就像一部厚厚的史书，
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分量。

广武长城西起偏关老营角山与外长城
相接，东经宁武、雁门两关十八隘至居庸关
止，全长 400 余公里。 山阴境内的长城西起
白草口，东至胡峪口，全长 5.3 公里。

怀仁县金沙滩生态旅游区
金沙滩生态旅游区位于怀仁县城西 20

公里处。 旅游区主要涵盖金沙滩镇、何家堡
乡，包括金沙滩林区和洪涛山林区。 区内百
里苍翠，万顷碧波，清流似带，鸟语花香。 以
宋辽交战和崇国寺佛教文化为主题的园林
建筑群，掩映于莽莽林海之中，气势恢宏，覆
压 2000 余亩。 整个景区以林海为躯，古战场
为魂，集生态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 置身
其中， 既能领略到自然风光的清幽旖旎，又
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浑厚凝重。

千年古寺———朔州崇福寺。“右玉精神”发源地、成就晋商辉煌的
西口古道———杀虎口。

千年塔乡———佛宫寺释迦塔 （俗称
应县木塔）。

朔州市街景———民福大街。

朔州市博物馆。

国家 4A 级景区右玉县绿化图。

朔城区富甲工业园区三元碳素厂厂区一角。

怀仁金沙滩生态旅游区。 朔州市金沙植物园。

应县新型产业科技园区吉呈生物胶囊
生产线。

右玉梁威工业园区中大科技公司车间一角。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工业园区———晶鑫粉
煤灰制砖。

投资 800 亿元正在建设中的北坪循环
工业园区。

东露天循环工业园区神电新项目建设工地。

朔州经济开发区汽配城。

朔州概况

怀仁县陶瓷工业园区玉珑陶瓷生产车间
一角。

朔州市委书记王茂设（左四）在中煤金海洋循环工业园区调研。

朔州市市长李正印(左三)在怀仁县陶瓷工业园区调研。

朔州市七里河景区。

桑源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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