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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秦皇岛市招商引资项目 
 

秦皇岛位于首都北京东部280公里，有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直达。

全市总面积7812平方公里，辖海港、北戴河、山海关三个城市区,抚宁、

昌黎、卢龙、青龙满族自治县四个县，及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和北戴河

新区，人口304万。 

秦皇岛是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是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

东部起点，是长城与大海唯一交汇的地方。这里历史文化悠久，自然

风光秀美，蓝天、碧海、湿地、金沙、长城、关隘等旅游资源汇集，

素有“中国夏都”、“京津后花园”的美誉，每年吸引2800余万中外

游客慕名而来。 

秦皇岛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投资硬环境“四十优”

城市、全国十佳宜居城市、中国最幸福城市20强、全国卫生城市和国

家园林城市。优越的投资环境，已吸引了57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

投资，日本旭硝子、美国ADM、GE和美国铝业、新加坡丰益、韩国

浦项、LG和现代、泰国正大、台湾富士康、香港嘉里等一批世界知名

的跨国公司在秦皇岛投资置业。 

近年来，秦皇岛正在以“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旅游兴市、文化

铸市”为发展战略，紧紧抓住河北省打造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契机，全力建设沿海强市、美

丽港城。秦皇岛作为环渤海地区的重要城市，蕴藏着可持续发展的巨

大潜力和无限商机，已为有识之士大展宏图铺就了宽阔的舞台，正热

情期待您来旅游度假、投资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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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具备的比较优势 

生态环境优美。秦皇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是著

名的滨海旅游城市。250 公里古长城横亘全境、绵延入海，163公里海

岸线沙细滩缓、水清潮平，是中国北方最好的沙质海岸线。全市森林

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44%和 50%以上，空气中负氧

离子含量是一般城市的 10－20倍，宛如一座“天然氧吧”。 

区位交通便捷。秦皇岛地处东北、华北两大经济区结合部，是

首都经济圈辐射连接东北地区的门户和重要支点城市。这里交通网络

四通八达，京秦铁路、津秦客专等 6 条国铁干线在此交汇，京哈高速

等 3 条高速公里贯通全境；山海关机场通航全国近 20 个大中城市，

北戴河国际机场即将建成通航；港阔水深的秦皇岛港，不淤不冻，海

运业务遍及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实施的秦皇岛港西港搬迁改造

工程，将建设一座综合性国际大港和一个现代化临港物流园区，有条

件成长为北京的新兴出海口。 

历史文化悠久。秦皇岛因公元前 215年秦始皇东巡至此求仙而

得名。千百年来，留下了夷齐让国、魏武挥鞭、唐宗驻跸等众多历史

典故。1898 年清光绪皇帝御批秦皇岛开埠建港，辟北戴河为中外人士

避暑地，开中国近代历史旅游之先河。1954 年以后，北戴河成为党和

国家领导人暑期休疗办公地，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更赋予了这

座城市无尽魅力。 

承载空间充足。秦皇岛现有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1个

省级经济开发区和北戴河新区，总规划面积731平方公里。秦皇岛开

发区是目前国内少有的集国家级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大学科技园、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和省级软件产业基地等于一体的经济强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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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面积128平方公里；北戴河新区作为中国北方沿海地区最后一片待

开发的钻石级宝地，规划面积425平方公里；西港搬迁工程将在城市

主城区形成12平方公里的滨海待开发空间。这些区域都将为承接功

能、产业转移提供充足的空间保障。 

产业体系完备。秦皇岛是一座产业多元发展的新兴城市，形成

了“4+2”的产业发展格局，即以装备制造、金属压延、粮油食品、玻

璃建材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以临港物流和休闲旅游业为支柱的现代服

务业体系。拥有世界最大的汽车轮毂制造基地、中国最大的铝制品生

产加工基地、中国北方最大的粮油加工基地、全国优质干红葡萄酒生

产基地、消防电子产品生产研发基地、玻璃生产及深加工基地。 

人才支撑强大。秦皇岛拥有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 13 所，中等职业学校 34 所，是河北省

高等教育资源人均占有率最高的城市。燕山大学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拥有全国一流的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

与化学、计算机、车辆工程和自动化等专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 3 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 家。人

才总量达 36 万人，人才密度居河北省前列。 

功能定位 

秦皇岛立足滨海、生态、港口、旅游等比较优势和北戴河特殊地

位，谋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特色功能城市的作用，努力建设“国

际滨海休闲度假之都”、“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京津冀区域融

合创新先行区”、“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打造绿

色发展“国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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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滨海休闲度假之都——发挥秦皇岛旅游资源优势，建设

国民休闲度假目的地、国家医疗旅游融合发展创新区和京津冀区域购

物旅游目的地，加快实施国际健康城、国际旅游港等重大项目，完善

旅游综合服务、国际高端旅游集散、旅游休闲购物等功能，打造国际

滨海休闲度假之都。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发挥生态环境优势，构建生态导向

型城市空间布局，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提升工程，完善低碳循环的生态

设施，创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

机制，形成“美丽中国”示范样板，打造展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的窗口。 

京津冀融合创新先行区——立足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深化服

务业、旅游、创新型城市等改革试点集成优势，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探索建立多领域、跨区域合作新机制和新模式，搭建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一体化创新载体，全面承接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产业转移。

着力建设国际性港口城市、国家创新型智库聚集区,逐步形成京津冀区

域以高端要素为引领、多领域融合创新的先行区。 

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着眼构建与“国际

名片”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推动国际会议会展基地、国家级

煤炭交易中心、国家级成品油交易中心和首都文化教育体育资源转移

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以现代物流、金融、会议会展、研发设计为支撑

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和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生物工

程为主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更高起点上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增强城市内生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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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承接平台 

非首都核心功能承接平台——北戴河及北戴河新区辖区内拥

有休疗院所270家，具备完善的办公、会议、生活功能。规划以北戴

河区为核心，统筹北戴河区和北戴河新区，重点承接首都二、三级行

政机构及国家咨询机构、研究机构等单位疏解和转移，打造非首都核

心功能承接平台。 

公共服务功能承接平台——秦皇岛拥有中国北方最优的滨海

待开发地带，具有环境禀赋优良和可利用空间巨大的集成优势，有条

件作为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转移的优选地。规划以北戴河

新区为核心，统筹北戴河新区、北戴河区、海港区、山海关区、秦皇

岛开发区，重点承接医疗、健康养老、教育、体育、文化、旅游等领

域功能和产业转移，打造公共服务功能承接平台。 

重点招商项目：  

北戴河国际健康城项目 

 

一、项目内容 

结合秦皇岛自身的比较优势，围绕加快打造健康养老产业集群，积极

引进和建设一批国际知名外资综合医院、特色著名专科医院和诊疗机构，

逐步建立健康管理中心、疾病康复中心、中医养生保健中心、整形美容中

心、先进医疗技术研发和孵化中心，打造国际医疗服务聚集区。同时，强

化医疗、保健、旅游、养老的深度融合，重点发展健康管理产业、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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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产业、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研发制造产业、高端养老产业和体育健身产

业，实现健康养老产业各领域有机融合、互为依托。 

二、项目总投资 

项目估算总投资 250 亿美元。 

三、建设条件 

项目选址在北戴河新区赤洋口片区中部和七里海片区北部区域，东起

锦绣路及滨海新大道，南至翡翠五路，西至滨海快速路，北至文荟街及文

博街。规划总面积 29.5 平方公里，包括允许建设区 8.6 平方公里，其余大

部分为有条件建设区。该区域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陆、海、空立体交通

网体系发达。气候条件宜人、自然风光优美，周边环境一流，各类配套一

应俱全，是我国北方发展健康养老产业最佳区域。 

四、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正在编制北戴河国际健康城总体规划。 

五、招商方式 

吸引健康管理、医疗保健、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研发制造、高端养老

和体育健身等相关产业企业入驻或融资建设。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发展改革局 

联系人：田力男 

电话：0086-335-3590221 

邮箱：qhdbdhxqfgj@163.com  

 

邮轮广场项目 

 

一、项目内容 

主要建设 2个邮轮码头泊位、邮轮旅游集散中心、客运联检大楼、酒

店群、游乐中心、商业中心以及邮轮商务配套区。总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额 3.5亿美元，拟引进资金 3.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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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条件 

西港搬迁改造工程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工程完成后，将形成现代化新

港区、临港产业聚集区、特色浓郁的滨海新城区三个“新区”并存互融，

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的崭新格局。该项目拟选址于滨海新城区，

位于现戊己码头东岸，占地面积 16公顷。该选址具有现成的港池和航道，

水文条件良好，水深 15米以上能够满足大型游轮停靠要求，建成后将成为

环渤海国际航运邮轮中心。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7000 万美元，实现利润 700万美元。

预计投资回收期为 5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市西港搬迁指挥部办公室 

联 系 人：张赫男 

电    话：0086-335-3911399   

传    真：0086-335-3939003 

邮箱：xgbqzs@163.com 

 

游艇俱乐部项目 

 

一、项目内容 

建设游艇码头、会所、导航设施、度假村、豪华商务会议酒店、游艇

驾照培训基地、健身馆、基础设施以及游艇活动项目，总建筑面积 8万平

米。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额 1.7亿美元，拟引进资金 1.7亿美元。 

三、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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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搬迁改造工程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工程完成后，将形成现代化新

港区、临港产业聚集区、特色浓郁的滨海新城区三个“新区”并存互融，

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的崭新格局。该项目拟选址于滨海新城区，

位于甲码头东北侧，占地面积约 4公顷，可使用港池面积约 5公顷，可布

局运动型、家庭型、商务休闲型等多种游艇俱乐部，满足各界人士休闲娱

乐需要。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500 万美元，实现利润 350万美元。

预计投资回收期为 5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市西港搬迁指挥部办公室 

联 系 人：张赫男 

电    话：0086-335-3911399   

传    真：0086-335-3939003 

邮箱：xgbqzs@163.com 

 

 

昌黎县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项目 

 

一、项目内容 

项目分为文化中心主体建筑和文化广场两部分，包括文化馆、图书馆、

博物馆、职工活动中心、商务办公楼及地下人防等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

20500 平方米。项目占地 13.87 万平方米。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2885 万美元，其中主体建筑工程投资 1924 万美元、文

化广场工程 641 万美元、配套设施 321 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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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是文化部命名的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民间艺术之乡、全国民歌

之乡和吹歌之乡，“三歌”艺术驰名全国，地秧歌已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昌黎碣石山先后创造了九代帝王文化、千年古刹水岩寺佛

教文化、韩文公祠韩愈诗词文化、五峰山红色旅游文化等。 

四、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五、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河北省昌黎县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赵凤宇 

联系电话：086-0335-2023414 

传真人：086－0335－2023671 

E-mail：clxzdb@126.com 

 

葡萄岛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一、项目内容  

主要建设商业小镇、海洋文化展览馆、游艇帆船博览中心、海洋文化

军事博览馆、5D 环幕影院、温泉水疗中心、亲水乐园、养身健体中心、酒

店式公寓、海景公寓、私人游艇会所、企业总部、游艇俱乐部、五星级酒

店、六星级独栋游艇酒店等，陆地配套服务中心及其他配套设施。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总投资 130293 万美元，拟引进外资 8143 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选址在南戴河人造河口东，沿海高速以南，毗邻北戴河，交通便利。 

四、项目单位概况 

秦皇岛立顺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在河北省抚宁县，注册资本

3229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旅游业、商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

批发和零售业、教育产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渔业的投资。 

五、合作方式 

mailto:clxzd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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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合作。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抚宁县招商局 

联 系 人：韩少勇、温源 

联系电话：0086-335-6681972 

传    真：0086-335-6681957 

邮    箱：fnxxmb@163.com 

 

 

会议商务功能承接平台——整合部分休疗养资源，突出“北

戴河会议”品牌影响力，积极承办国际国内大型会议，逐步形成国际

知名会议品牌；统筹北戴河新区、北戴河区、海港区、秦皇岛开发区，

加快建设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培育壮大专业会展、国际博览、高端商

务等产业，重点承接首都金融机构、区域总部等功能转移，打造会议

商务功能承接平台。 

重点招商项目： 

钻石半岛城市新地标项目 

 

一、项目内容 

建设一座集“酒店、度假会议会展中心、商务办公、体育运动和文化

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半岛，高端定位总部城、文化中心、地标酒

店、运动中心、主题公园五大功能区,建设地标建筑集群。总建筑面积约

140万平米。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额约 24 亿美元，拟引进资金 24亿美元。 

三、建设条件 

西港搬迁改造工程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工程完成后，将形成现代化新

港区、临港产业聚集区、特色浓郁的滨海新城区三个“新区”并存互融，

mailto:fnxxmb@163.com


融入京津  协同发展 
 

 11 

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的崭新格局。该项目拟选址于西港新城最南

端，填海面积约 114公顷。该选址全部填海而成，是未来秦皇岛市最具活

力的重要区域。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4.7亿美元，实现利润 4700万美元。

预计投资回收期为 5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市西港搬迁指挥部办公室 

联 系 人：张赫男 

电    话：0086-335-3911399   

传    真：0086-335-3939003 

邮箱：xgbqzs@163.com 

 

 

商贸峡谷项目 

 

一、项目内容 

建设具有高端商贸、金融服务、休闲娱乐中心、国际精品 MALL等各项

城市功能的大型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 120万平方米。项目采用地标高层

建筑和商务花园组合的建筑形式，打造世界顶级的瞰海商务走廊。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额约 18.5亿美元，拟引进资金 18.5亿美元。 

三、建设条件 

西港搬迁改造工程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工程完成后，将形成现代化新

港区、临港产业聚集区、特色浓郁的滨海新城区三个“新区”并存互融，

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的崭新格局。该项目拟选址于西港新城中轴

线，占地 81公顷。该选址规划为城市容积率最高的区域，未来打造一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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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能互动的地标型建筑集群，以“全天候、全功能商务社区”的营造理

念进一步激活核心区城市功能。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7亿美元，实现利润 3700万美元。

预计投资回收期为 5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市西港搬迁指挥部办公室 

联 系 人：张赫男 

电    话： 0086-335-3911399   

传    真： 0086-335-3939003 

邮箱：xgbqzs@163.com 

 

港航物流商务区 CBD 项目 

 

一、项目内容 

    主要建设商务办公区、餐饮购物区、银行保险区、信息交易服务区、

落货分拨区、仓储配货区及停车场等设施，吸引涉港业务企业、船舶代理

公司、煤炭交易公司，外贸货运代理等公司进驻商务区，建设涉港业务一

站式服务平台，打造集交易中心、审批服务、信息平台、住宿餐饮、采购

仓储、加工包装、综合结算于一体的大型物流交易中心。占地 8 万平方米。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总投资 5000 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项目位于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内。园区规划面积 34.38 平方公里，拥

有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向南直通秦皇岛港区、向北出入京哈高速、东临

山海关飞机场、西接城市区及北部工业区，地理位置优越。园区定位于发

展港口物流、商贸物流和国际物流，坚持绿色经济理念，提供货运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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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集散、生产加工、口岸服务，全力打造国家级物流园区，建成环渤海

最活跃的商贸物流中心和港口物流基地。园区内水、电、气、暖、道路等

配套完善，能满足项目建设条件。  

四、经济效益分析 

投资回收期 3 年。 

五、利用外资方式 

独资或合作。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招商部 

联系人：吴鹏 

电话：0086-335-3556125 

传真：0086-335-3556121 

邮箱：qhdwlyq@163.com 

 

 

金湾 MALL 项目 

 

一、项目内容 

建设世界顶级城市综合体，配套高端商业零售、电影院、品牌体验馆、

室内嘉年华、餐饮娱乐等设施,打造时尚精品商务休闲区、城市轴线的高潮

和湾区的核心。总建筑面积约 20万平米。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约 7.5亿美元，拟引进资金 7.5亿美元。 

三、建设条件 

西港搬迁改造工程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工程完成后，将形成现代化新

港区、临港产业聚集区、特色浓郁的滨海新城区三个“新区”并存互融，

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的崭新格局。该项目拟选址于西港新城中轴

最南端，占地 52公顷。该选址开放亲海，是未来秦皇岛市市民活动的主要

场所。 

mailto:qhdwly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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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2亿美元，实现利润 1200万美元。

预计投资回收期为 6.4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市西港搬迁指挥部办公室 

联 系 人：张赫男 

电    话：0086-335-3911399   

传    真：0086-335-3939003 

邮箱：xgbqzs@163.com 

 

 

 

秦皇岛开发区四星级商务酒店项目 

 

一、项目内容 

建设集涉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和商务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商务酒店，

拟按四星级标准建设，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项目占地 3 公顷。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总投资 4500 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该项目位于国家级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

便利，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山海关机场开通了至上海、武汉、深圳等

大中城市的航班，大秦铁路、京秦铁路和京哈铁路交汇与此，京沈高速和

沿海高速在这里相汇。秦皇岛作为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每年接待游客

超过 2800 万人次，可为项目提供较为稳定的客源。 

四、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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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秦皇岛市的常年客流量和游客接待量，按 70%的平均入住率概

算，年收入在 1500 万美元以上。 

五、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项目初步选址完成、水电路配套、土地平整已完成。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河北秦皇岛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人：张伟忠 

联系电话：0086-335-3926180 

传真号码：0086-335-3926180 

电子信箱：wzlongbow@163.com 

 

现代物流产业承接平台——正在实施的西港搬迁改造工程，

将建设一座现代化国际大港和40平方公里的临港物流园区。以现代化

国际大港和临港物流园区为依托，承接跨区分拨、城际配送、中转贸

易等功能，建设现代物流结算中心和以进口粮食、水果、肉类等大宗

散货为重点的临港物流基地，打造现代物流产业承接平台。 

重点招商项目： 

 

临港综合物流园项目 

 

一、项目内容 

建设保税仓储加工区、货物仓储物流中心、物流信息处理中心，以及

物流基础设施。依托港口资源、发展粮油食品、冷链物流、蔬果集散等现

代化物流产业体系，打造现代化综合性临港物流园区。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约 30亿美元，拟引进资金 30亿美元。 

三、建设条件 

mailto:wzlongbo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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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搬迁改造工程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工程完成后，将形成现代化新

港区、临港产业聚集区、特色浓郁的滨海新城区三个“新区”并存互融，

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的崭新格局。该项目拟选址位于新建现代化

港口正北方，规划总面积约 40平方公里，实际可出让土地约 400余公顷。

该选址范围“七通一平”配套齐备。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5000 万美元，实现利润 500万美元。

预计投资回收期为 6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市西港搬迁指挥部办公室 

联 系 人：张赫男 

电    话：0086-335-3911399   

传    真：0086-335-3939003 

邮箱：xgbqzs@163.com 

 

冀东粮油交易所项目 

 

一、项目内容 

主要建设冀东区域效率最高的粮油交易中心、电子商务交易系统、品

牌总部商务区、立体仓储配货区、机械化分拣加工区、大型停车场等设施，

总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占地 4.6万平方米。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总投资 3000万美元。企业自筹或贷款。 

三、建设条件 

项目位于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内。园区地处秦皇岛城市东部，规划面

积 34.38平方公里，全面提供货运枢纽、商贸服务、生产服务、口岸服务，

满足城市和区域的规模物流需求，重点发展临港物流与多式联运、新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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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与商贸物流、电商物流与金融物流、食品物流与旅游物流等产业。园

区内水、电、气、暖、道路等配套完善，能满足项目建设条件。  

四、经济效益分析 

投资回收期 5年，预计投资回报率为 15%。 

五、利用外资方式 

独资或合作。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招商部 

联系人：吴鹏 

电话：0086-335-3556125 

传真：0086-335-3556121 

邮箱：qhdwlyq@163.com 

 

 

 

国际冷鲜肉冷链物流项目 

 

一、项目内容 

主要建设商检大厦、品牌营销大厦、肉品出入库检验区、分拣加工区、

冷库区、包装配送区等，拟从国外进口优质放心的冷鲜肉，供应京津冀地

区五星级酒店及高端需求人群。占地 4 万平方米。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总投资 2500 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项目位于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内。园区地处秦皇岛城市东部，规划面

积 34.38平方公里，全面提供货运枢纽、商贸服务、生产服务、口岸服务，

满足城市和区域的规模物流需求，重点发展临港物流与多式联运、新兴服

务业与商贸物流、电商物流与金融物流、食品物流与旅游物流等产业。园

区内水、电、气、暖、道路等配套完善，能满足项目建设条件。   

mailto:qhdwlyq@163.com


融入京津  协同发展 
 

 18 

四、经济效益分析 

投资回收期 3 年，预计投资回报率为 21%。 

五、利用外资方式 

独资或合作。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招商部 

联系人：吴鹏 

电话：0086-335-3556125 

传真：0086-335-3556121 

邮箱：qhdwlyq@163.com 

 

 

 

京东国际商贸物流园 

 

一、项目内容 

规划建设总部商务中心、交易展示中心、仓储物流中心、购物中心、

商住区、娱乐区、餐饮区、健身康体中心、商业广场、停车场等，汇集秦

皇岛及周边辐射地区的各类型商贸企业，打造北京东部地区最具特色的国

际商贸中心。占地 20 万平方米。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总投资 5000 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项目坐落在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内，园区位于秦皇岛城市区东部，向

北出入京哈高速、向南直通港口装卸区、东临山海关机场、西连商业主城

区和工业区，而且园区铁路与全国联网，地理位置优越。园区水、电、气、

暖、道路等基础配套完善，能够满足项目建设条件。 

四、经济效益分析 

投资回收期 5 年，预计投资回报率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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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用外资方式 

独资或合作。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招商部 

联系人：吴鹏 

电话：0086-335-3556125 

传真：0086-335-3556121 

邮箱：qhdwlyq@163.com 

 

 

 

 

山海关临港经济开发区临港物流中心项目  

一、项目内容 

建设物流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货运交易中心、仓储交易中心、市场

交易区、会展广告功能区等软硬件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234000平方米。项

目建成后，进行流通加工配送、电子商务物流，发展第三方物流，打造现

代化、专业性的物流中心。 

二、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3610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该项目选址于山海关临港经济开发区，开发区总规划面积 11.22 平方

公里。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公路、铁路、海

运、航空四通八达，可以满足大运量需求。开发区紧邻的山海关火车站是

实现电气化控制的全国 10大货物运输编组站之一，系集散陆路客流，海、

陆货流的交通枢纽，货运接卸能力 9000万吨/年。开发区以西 15公里有世

界最大的能源输出港——秦皇岛港，年货物吞吐能力 2.5 亿吨；山海关船

厂码头，有 7个泊位可供客货轮停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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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商铺出售可获利 2323万美元，物流业务年利润 866万美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临港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刘洋  张亮 

电话：0086-335—5139908 

传真：0086-335—5139918 

邮箱：jiangjifazhanbu918@163.com 

 

战略性新兴产业承接平台——规划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核心，充分利用产业发展优势和科技合作基础，辐射带动市域各类

开发区、园区，搭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和成果

转化配套体系。重点承接和吸引境内外高端技术人才、高新技术产业

孵化和成果转化功能以及先进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生物工程

等产业转移，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承接平台。 

重点招商项目：  

 

秦皇岛数据产业基地项目 

  

一、项目内容 

该项目为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集研发、生产、培训、办公、酒店、

休闲等为一体，重点发展数据挖掘、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服务以及

计算机软硬件为主的相关产业，打造生态型、园林式、人文化、高科技的

数据产业园区。 

项目规划面积 8.07 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区 1.4 平方公里。以数谷大厦

为中心点，数据产业基地划分为起步区、滨河创意区、硬件研发制造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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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区。截至目前，数据产业基地建设进展顺利，起步区基建已完成，数

谷大厦、数谷翔园等设施投入使用，目前已有秦皇岛（中科院）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基地、北京大学（秦皇岛）科技园、中兴网信智慧城市北方基地、

中科遥感高分数据产业园、清华大学国家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研究院、中兴

恒和北斗卫星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等项目签约入驻。 

三、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总投资约 6.4 亿美元。 

四、建设条件 

该项目位于国家级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市地处中国华北地

区通往东北地区的咽喉要道，距北京 280 公里，距天津 243 公里。拥有便

捷的交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具备完备的基础设施，水、电、热、

气、讯全线贯通，供电、通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低廉的投资运营成本，

优秀的投资软环境、宜居的生活环境。 

五、经济效益分析 

预计到 2020 年，数据产业基地实现销售收入年均增长 30%以上，达到

83 亿美元，占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GDP 的比重达到 18%。 

六、利用外资方式 

数据挖掘、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服务以及计算机软硬件相关企

业入驻园区或融资建设。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建国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数谷大厦 704 室 

电话：0086-335-8019280 

传真：0086-335-8019281   

邮箱：kjjyqk@126.com 

 

 

北京华星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 

mailto:kjjyq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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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内容 

建设一座高科技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主要产品为治疗各类脑病的治疗

仪器和骨质疏松治疗仪，开发研制出世界一流的现代物理康复治疗设备，

打造医疗器械领域里的旗舰企业。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3000 万美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500 万美元, 流动资金

500 万美元；北京华星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530 万美元，拟引进

资金 1470 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项目选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内已经实现“七通一平”，具备项

目建设条件。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1984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全区规划控制面积 128 平方公里。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后，实现年销售收入 3500 万美元，成本 2000 万美元，净

利润 1500 万美元。投资利润率 50%，投资回收期 3 年。 

五、中方企业概况 

北京华星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现代物理技术与临床治疗

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企业。2004 年公司成立以来，针对神经科、精神科、小

儿脑瘫、老年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先后研制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神经科

治疗产品。公司所研发生产的两大类 HX 系列产品在国家级权威医院和国

家重点专科医院中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和认可。   

七、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项目建议书编制完成。 

八、利用外资方式 

合资、合作。 

九、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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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伟忠 

电话：0086-335-3926180   

传真：0086-335-3926180 

电子邮箱: wzlongbow@163.com 

 

 

发动机零部件生产项目 

 

一、项目内容 

引进先进的高自动化程度柔性加工生产及检测设备，建设缸体生产车

间、缸盖生产车间、曲轴及凸轮轴生产车间、连杆生产车间、热处理车间、

维修车间、库房、管理中心及相应的附属设施，建筑面积 15000 平方米。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 20万件（套）发动机零部件。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12600 万美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1500 万美元，铺地流

动资金 1100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项目选址于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高新技术产业园，占地 3 公顷。青

龙满族自治县具有丰富的铁矿资源，现已探明储量 15 亿吨，远景储量达

50亿吨，年产铁精粉产量 650万吨，可为本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原材料。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19500万美元，上缴税金 1770 万美元，实现

利润 4900万美元。 

五、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已编制项目建议书，完成项目概念性设计。 

六、利用外资方式 

独资或者合作。 

七、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青龙满族自治县项目办公室 

http://m0.mail.sina.com.cn/classi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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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解峰华 

电    话：0086-335-7862964    

传    真：0086-335-7862454 

电子邮件：qlxmb@126.com 

 

风力发电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内容 

主要建设发电机制造区、大型结构件制造区、风机叶片制造区，建筑

面积 30 万平方米。年产风机及海上风电机组设备 500 台。占地面积 67 公

顷。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32200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该项目选址于山海关临港经济开发区，开发区总规划面积 11.22 平方

公里，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山海关的公路、

铁路、海运、航空四通八达，可以满足大运量需求。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 2.42亿美元，年缴税金约 6540万美元。 

五、利用外资方式 

合作、合资或独资。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临港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刘洋 张亮 

电话：0086-335-5139908 

传真：0086-335-5139918 

邮箱：jiangjifazhanbu9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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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龙骏环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年产 1 万吨完全生物降解包装材料项目 

 

一、项目内容 

主要建设生产车间、成品库、办公楼等，总建筑面积 25000 平方米，

年产完全生物降解包装材料 1 万吨。主要原料采用高分子淀粉及衍生物为

原料，选用中国产的高混机、片材挤出机、正、负压成型机、裁断机和酯

化釜、缩聚合釜、切粒机、干燥器等设备。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2100 万美元，其中固定资产 1700 万美元，流动资金 400

万美元。中方出资 1428万美元，外方以技术、设备、资金均可。 

三、建设条件 

项目拟选址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占地 3 公顷。卢龙经济开发区南区

(县城工业园)规划占地面积 5.4平方公里，紧邻京沈高速公路，距北京 220

公里，距秦皇岛港 60 公里，距天津港 200 公里，距曹妃甸港 80 公里，境

内有京哈、京秦、大秦三条铁路，交通运输极为便利。开发区内配套基础

设施完善。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2300万美元，税后利润 600万美元，

投资回收期 3年（不含建设期）。 

五、中方企业概况 

秦皇岛龙骏环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8月，由哈尔滨龙骏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注册资本 3000万元，主要生产可完全降解食

品包装材料及可完全降解 PBS高分子材料环保产品，现有员工 50人。该项

目采用可完全生物降解的基础材料同改性淀粉相复合工艺，既满足客户的

要求而且也符合国家的环保政策。 

六、利用外资方式 

合资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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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联 系 人：安  飞 

联系电话：0086-335-7209739 

传    真：0086-335-7206119 

邮    箱：hbllkfq@163.com 

 

 

 

 

 

 

京津农产品交易功能承接和供应平台——依托抚宁县和昌

黎县，积极承接京津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外迁转移，打造京津

农产品交易功能承接和供应平台。（这段是增加的） 

重点招商项目：  

 

绿色有机食品展销园项目 

 

一、项目内容 

占地 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国际会展中心、商务办公区、有机食品展

销区、绿色食品展销区、无公害食品展销区、秦皇岛特色食品展销区、国

际食品展销区、冷链仓储区、物流配送区、网上交易大厅等功能区，融合

旅游、会展、贸易、物流在内的高端商贸园。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总投资 6000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mailto:HBLLKFQ@163.COM


融入京津  协同发展 
 

 27 

    项目位于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内。园区地处秦皇岛城市东部，占地面

积 34.38 平方公里，是国家二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中的综合服务性物流园

区，重点发展专业交易市场、食品物流与旅游物流等产业，建成环渤海最

活跃的商贸物流中心。园区内水、电、气、暖、道路等配套完善，能满足

项目建设条件。  

四、经济效益分析 

投资回收期 4年，预计投资回报率为 18%。 

五、利用外资方式 

独资或合作。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秦皇岛临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招商部 

联系人：吴鹏 

通讯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东港北路 45号 

电话：0086-335-3556125 

传真：0086-335-3556121 

邮箱：qhdwlyq@163.com 

 

“碣阳酒乡”酒庄群整体开发项目 

 

一、项目内容 

对“碣阳酒乡”进行整体或区域性综合开发；进一步制定和完善规划

设计、升级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搞好标准厂房建设；引进重大项目，重点

发展高档精品葡萄酒庄群、葡萄酒博物馆、农业观光示范园、生态旅游度

假村等项目，形成集种植、酿造、旅游、观光、采摘、品尝为一体的绿色

生态葡萄酒庄园聚集地和葡萄酒文化体验地。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为 83333 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昌黎位于北纬 39°，是国际、国内公认的著名葡萄与葡萄酒产区，全

mailto:qhdwly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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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酿酒葡萄种植面积 2000 公顷，主栽品种为赤霞珠、品丽珠、梅鹿辄、

西拉等；产区内现有专业人员 171 名，国家级评酒委员 15 名，具备强大

的酿酒技术和人才优势；已形成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橡木桶生产、彩

印包装、制瓶、瓶塞、交通运输为一体的葡萄酒产业集群。“昌黎葡萄酒”

是中国葡萄酒行业第一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昌黎是“中国干红葡萄酒城”。 

四、项目单位概况 

河北昌黎干红葡萄酒产业聚集区于2008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规划面积 162 平方公里。目前园区内现已入驻了中粮集团、茅台集团、天

士力集团、朗格斯等 30 余家知名企业，茅台、金士、海亚湾、嘉泰等 5

座在建超亿元的酒庄，重点打造高档精品葡萄酒庄群、国际风情红酒街、

葡萄酒博物馆、农业观光示范园、生态旅游度假村等项目。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河北省昌黎县招商局  

联系人：刘丙春 

电话：0086-335—2033316   

E-mail：zsk3316@sina.com   

 

秦皇岛夏都菌业有限公司食用菌扩建项目 

 

    一、项目内容 

扩建总建筑面积 14875平方米，主要建设茹房 11000平方米、库房 2250

平方米、生产车间 500平方米、灭菌车间 500平方米、化验室 125平方米、

办公及附属 500平方米。主要栽培杏鲍菇、白灵菇、金针菇等食用菌，年

新增食用菌产量 2200吨，其中杏鲍菇 1200吨，白灵菇 500吨，金针菇 500

吨。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1072万美元，拟利用外资 500万美元。 

mailto:zsk331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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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为 537万美元，利润为 274万美元。 

四、中方企业概况 

秦皇岛夏都菌业有限公司位于抚宁县石门寨镇。公司于 2010年 4月 1

日成立，注册资本 81万美元。 

五、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抚宁县招商局 

联 系 人：韩少勇、温源 

通讯地址：抚宁县政务中心八楼 

联系电话：0086-335-6681972 

传    真：0086-335-6681957 

邮    箱：fnxxmb@163.com 

 

 

昌黎县年加工 1 万吨甜玉米系列产品项目 

 

一、 项目内容 

项目选址于甜玉米基地，占地 13.3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

米，主要建设速冻玉米穗、粒状甜玉米罐头、糊状甜玉米罐头、甜玉米饮

料、甜玉米方便粥、甜玉米片生产线，年加工甜玉米 1万吨。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3206 万美元，其中土建投资 1363 万美元，设备投资 882

万美元，流动资金 961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目前昌黎县拥有甜玉米种植基地 4000 万平方米，年加工能力 5万吨。

产品除供应 2/3 国内市场，还销售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已建成全国

最大的甜玉米生产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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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常年营业收入 11629万美元，实现利税 2028万美元，投

资利润率为 17.5%。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络方式 

联系单位：昌黎县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赵凤宇 

联系电话：086-0335-2023414 

传真人：086－0335－2023671 

E-mail：clxzdb@126.com 

 

 

 

 

 

年加工 3 万吨板栗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内容 

项目需开发山场 400 公顷，种植板栗 20 万株。占地 3.33 公顷，建设

厂房、办公楼、宿舍楼及供水、供电等配套公辅设施，在青龙满族自治县

青龙镇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一条加工板栗粉、板栗露生产线，年加工鲜板

栗 3万吨。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项目计划总投资 2100 万美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020 万美元，流动

资金投入 80万美元。 

三、建设条件 

项目选址位于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交通便利，水、电、通讯条件

都很优越。气候条件及土壤条件等综合因素均适应板栗生产，并以色美味

mailto:clxzd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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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品质深受日本客商的青睐，被誉为东方“燕山珍珠”。原料来源充足，

仅青龙当地可年供原料 5000吨，且周边的迁安、遵化等地都有相当的产量。 

四、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投产达效后，年总销售收入 5200 万美元，上缴税金 300万美元，

年净利润 900万美元，项目回收期 2.1 年，能直接解决劳动力就业 100人。 

五、利用外资方式 

独资或者合作。 

六、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 

联 系 人：李  福 

电    话：0086-335-7865593 

传    真：0086-335-7862454 

电子邮箱：qlxm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