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峪关市 2020 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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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能源总装配套汽车产业园项目

项目概况：依托嘉峪关市汽车产业园建设，以及新能源

汽车发展趋势，以新能源汽车产业生产总装、分时租赁、充

电桩（站）、汽配物流发展基地为目标。配套引进生产驱动

电机、制动器、电解液、以及分时租赁、汽车改装等配套项

目的生产和建设。计划利用 3-5 年时间，在我市投资 30 亿

元，建设年产 5-10 万辆汽车生产线。按 4-5 倍可带动相关

配套产业。使投资达到 100 亿元左右，产值可达到 100 亿元，

就业人员达到 5000-10000 人。

投资估算：总投资 30 亿元，拟引资额 30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 100 亿元，实现利

税 5 亿元。

项目进展情况：正在进行项目筹划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独资

二、不锈钢深加工产业招商项目

项目概况：嘉峪关不锈钢产业园是嘉峪关市和酒钢集团

公司联合投资兴建的不锈钢加工基地，位于甘肃嘉峪关工业

园区嘉北工业园内，工业园规划面积 90 万平方米，已建成

10 栋 1800-3600 标准化厂房，建成不锈钢制品区、加工配送

中心，职工生活区、办公区及相应的技术开发区和信息中心

等配套设施。已有部分企业入驻投资发展。凡入园企业除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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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家各类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相关政策、嘉峪关市招商

引资若干政策规定外，同时享受不锈钢产业园各项优惠政

策。

重点推介发展配套产业：不锈钢微丝生产项目、不锈钢

系列产品加工制造项目、不锈钢彩板生产项目、不锈钢制品

项目、不锈钢焊条项目、高标准不锈钢精密焊管项目、不锈

钢餐具、厨具生产项目、不锈钢医疗器具加工项目、装饰不

锈钢建材产品生产项目、化工专用管道加工项目。

投资估算：总投资 30 亿元，拟引资额 30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 50 亿元，实现利

税 5 亿元。

项目进展情况：目前正在结合嘉峪关不锈钢工业园进行

项目筹划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独资

三、电解铝制品精加工产业招商项目

项目概况：嘉峪关铝产业项目围绕酒钢集团公司上下游

配套建设，现有甘肃东兴铝业、甘肃广银铝业、甘肃中威斯

铝业等铝生产企业。其中甘肃东兴铝业，年产电解铝 135 万

吨；甘肃广银铝业、甘肃中威斯铝业主要以生产铝棒、铝材

等产品为主。企业工艺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嘉峪关市电解铝供应充足，今后发展目标将实现由铝棒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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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材的深加工，进一步扩大铝制品深加工的产业链，提高

产品附加值，提升经济效益，形成极具规模化的铝加工产业

园区，最终完成嘉北工业园区百亿元产值以上的铝加工终端

布局。

重点推介发展配套产业：铝合金高精度高硬度棒材加工

项目、铝轮毂生产项目、铝合金板材加工项目、轨道交通铝

材加工项目、铝质汽车散热器生产线项目、汽车用铝合金精

密铸件项目、航空轻合金生产基地项目、专用厢体轻量化生

产项目、装饰铝合金建材产品制造项目。

投资估算：总投资 50 亿元，拟引资额 50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 100 亿元，实现利

税 10 亿元。

项目进展情况：目前正在筹划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独资

四、冶金新材料（高载能）产业链招商项目

项目概况：嘉峪关市域内已探明矿产资源 21 种、40 多

处产地，其中铁、锰、铜、金、石灰石、芒硝、造型粘土、

重晶石为优势矿产，镜铁山铁矿地址储量 4.69 亿吨。毗邻

酒泉已探明矿产资源 70 种，钨、铬、钒、石棉储量居全国

前三位，铁、黄金、菱镁、高纯硅等储量居全省前列，在周

边青海、新疆、内蒙等地区和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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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石油、煤炭、铁、铜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周边地区

和国外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嘉峪关产业发展提供良

好条件；酒钢集团公司不断内延外扩，建成通往蒙古国的策

克铁路，形成 800 万吨/年煤码头，远期达到 1000 万吨/年，

与新疆自治区达成合作开发哈密煤矿和铁矿资源战略协议，

与哈萨克斯坦国合作购进铁矿资源，与南非合作开发铬矿资

源，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战略资源优势。

重点推介发展配套产业：钢渣微晶玻璃项目、新型耐火

材料项目、金属镁复合剂项目、铝丝、稀土线等各种合金丝

项目、工业硅、单晶硅、多晶硅等化学级、太阳能级工业硅

项目、氮化铬、氮化钒、高品位铌铁等附加值高冶金新材料

项目。

投资估算：总投资 50 亿元，拟引资额 50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 100 亿元，实现利

税 10 亿元。

项目进展情况：目前正在筹划项目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独资

五、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及金属加工招商项目

项目背景：嘉峪关市工业基础雄厚，区位优势明显，生

产要素富集，科技实力强，技术秘籍。酒钢集团公司是我国

西北地区最大的建材、中厚板材、热轧券板及不锈钢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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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具备普碳钢、高碳钢、焊丝钢、焊条钢、不锈钢生产能

力和技术，主要产品有高速线材、棒材、中厚板材、热轧碳

钢、不锈钢薄板等系列，成功开发的汽车用钢被一汽、大众、

陕汽、吉利汽车等采用。同时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不锈钢

和优质建材、板材生产基地。中国核工业集团四零四厂有大

批机械加工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承接一、二、三类压力

容器的设计和加工制造任务，屏蔽铸件的生产，有色金属的

溶煅等生产能力。

重点推介发展配套产业：热轧带钢生产项目、载重汽车、

工程车类装备制造配套项目、金属制品深加工项目、优质合

金结构无缝钢管项目、钢制包装材料生产项目、中厚板深加

工项目、冷轧特种板材项目、带材及钢带、型材及 H 型钢、

棒材及合金钢、特殊钢、各种模具钢项目、板材（彩涂板、

镀锌板、涂层板、薄新、中厚板、金属复合板、压形板、护

拦板、各种彩色钢瓦）项目。

投资估算：总投资额 100 亿元，拟引资额 100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达到 100 亿元，实

现利税 10 亿元。

项目进展情况：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筹划。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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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概况：我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工业固体废弃物排

放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成分复杂，处理困难。在工业固废

集聚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矛盾突出。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矛

盾，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标的重要举措。《环

境保护税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等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工业固废污染

防治和资源化利用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新形势下，为进一步

鼓励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推动大宗工业固废集聚区循环利用

产业集约发展，促进绿色消费，着力构建全社会工业循环经

济体系，结合我市区域发展特点，目前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和政策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重点推介发展配套产业：粉煤灰综合利用方向、脱硫石

膏综合利用、冶金渣综合利用方向

投资估算：总投资 5 亿元，拟引资额 5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 58 亿元，实现利

税 4 亿元。

项目进展情况：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筹划。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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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铝材精加工箔材项目

项目概况：甘肃酒钢天成彩铝有限责任公司已建成绿色

短流程铸轧铝深加工配套产线，包括铸轧车间、冷轧车间、

彩板车间及配套公辅设施等，年产铝及铝合金加工材 40 万

吨，其中铝合金幕墙板和铝箔坯料用带材 20 万吨、铝合金

涂层板带材 20 万吨。项目依托已建成绿色短流程铸轧铝深

加工生产线，开展铝材精加工箔材的产业链升级。项目所需

的主要原料冷轧坯料、铝箔坯料由绿色短流程铸轧铝深加工

项目铸轧车间、冷轧车间供应，亲水箔坯料由本项目铝箔车

间供应，其它生产和辅助材料由市场购买。产品外发以铁路

运输为主，公路运输为辅。项目厂址位于嘉北园区绿色短流

程铸轧铝深加工项目延长端（部分为原有冷轧车间），新占

地约 5 万平方米（亲水箔车间）。项目年产精深铝加工箔材

20 万吨，其中铝箔 14 万吨，亲水箔 6 万吨。

重点推介发展配套产业：配套建设试验室、切管间、供

电系统、给排水系统、供热供气系统等辅助生产和公用设施。

辅助生产和公用设施主要在绿色短流程铸轧铝深加工项目

基础上共用或按需扩建。

投资估算：可研报告项目估算总投资 190000 万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年平均不含税营业收入

585229 万元，年平均净利润 5952 万元。

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已完成可研报告，在省国资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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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拟引入具有较强铝加工实力的民营战略投资

方，合作建设项目并进行生产运营。

八、绿色短流程铸轧铝板带生产线租赁项目

项目概况：甘肃酒钢天成彩铝有限责任公司已建成绿色

短流程铸轧铝深加工板带配套生产线，包括铸轧车间、冷轧

车间、彩板车间及配套公辅设施等，年产铝及铝合金加工材

40 万吨，其中铝合金幕墙板和铝箔坯料用带材 20 万吨、铝

合金涂层板带材 20 万吨。公司拟对已建成绿色短流程铸轧

铝深加工生产线的相对富裕产能，开展轧线租赁合作项目。

项目计划对外租赁绿色短流程铸轧机组 20 台（包括熔炼及

保温炉），冷轧机组 1 台，配套重卷机组 1 台，退火炉 6 台，

实现互利双赢。项目年产铸轧铝卷 16.8 万吨，冷轧铝板带 6

万吨。

重点推介发展配套产业：配套建设试验室、切管间、供

电系统、给排水系统、供热供气系统等辅助生产和公用设施。

辅助生产和公用设施主要在绿色短流程铸轧铝深加工项目

基础上共用。

投资估算（年租赁费）：具体项目年租赁费用双方协商

讨论。

经济效益预测：本项目达成后，年平均不含税营业收入

235200 万元，年平均净利润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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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情况：铸轧铝板带生产线目前已建成投产，具

备生产条件。

合作方式：租赁方式

九、330kV 整流变压器检修厂房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330kV 整流变压器是电解铝直流供电系统的

核心设备，在电解铝直流供电领域起着关键作用，其运行的

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直接影响电解铝系统的安全生产。

东兴铝业嘉峪关有 330kV 整流变压器 24 台，其中一期 45 万

吨 7 台，已运行 9 年，二期 90 万吨 17 台，已运行 7 年。按

照《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DLT573-2010）的规定，结合

整流变压器运行情况、状态评价情况以及建议的大修周期，

需要对东兴铝业一期、二期的 24 台 330kV 整流变压器逐步

进行大修。

330kV 整流变压器大修工艺主要为引线拆除、排油、拆

除连接件、吊钟罩、器身检查与处理、绝缘试验、钟罩复位、

注油和恢复附件等。330kV 整流变压器具有器身体积大、器

身重量大、电压等级高、内部结构复杂、绝缘水平要求高等

特点，因此在大修时，对检修环境（粉尘、湿度等）、变压

器油质量、检修厂房高度、起吊设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目

前，东兴铝业嘉峪关及周边地区无符合要求的检修厂房。若

330kV 整流变压器大修返厂维修时，返厂维修运输费用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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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运输周期长。综合考虑运输费用和检修质量，建设一座变

压器检修厂房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考虑河西地区发电企业较多，加上酒钢集团公司、

中核四零四等大型企业集团也多，变压器检修业务市场较

大，因此有必要在嘉峪关地区建立一座大型的变压器检修厂

房。

重点推介发展配套产业：初步检修厂房逐步规划建筑面

积 1300 平方米，检修车间跨度 27 米，配套外部抽滤油装置

及管道（至各整流变压器间隔）。配置吊车 200t（单台，长

度 30 米）、空气加热净化装置、气相干燥间、组部件间（含

检修平台）、配电室、工具间及生活辅助用房。后续可以结

合市场情况进行拓展。

投资估算：厂房土建及安装工程费用约 1000 万元：设

备投资费用约 2000 万元。

经济效益预测：东兴铝业外部委托大修 330kV 整流变压

器费用约 1000 万元/台（不含运费），东兴铝业每年平均大

修约 2 台，考虑周边地区和酒钢集团变压器的检修大修条件

下，经济效益可观。

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建议书已完成，开始编制可研。

合作方式：东兴铝业公司提供土地等，由乙方进行项目

建设和投资，东兴铝业公司对维修变压器支付相关维修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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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河西传奇·草湖文旅运动大景区项目

项目概况：嘉峪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河西走廊沙漠

地区，嘉峪关市新城镇范围内，距离市区东北约 30km 处，

距离嘉峪关机场约 15 公里，规划拟建设的 S06 嘉酒绕城高

速贯穿待开发区，交通便利。项目规划用地 3000.61 公顷，

其中草湖国家湿地公园面积 1379 公顷，待开发利用区

1621.61 公顷。草湖国家湿地公园拥有我国干旱区典型的以

地下水为补给的库塘湿地，被沙漠戈壁环绕，水草丰茂，沼

泽连片，水鸟繁衍，景观独特，历史上曾孕育奇观胜景无数。

项目以建设草湖国家湿地公园为基础，以合理规划适度

开发为原则，建设河西传奇·草湖文旅运动大景区。河西传

奇·草湖文旅运动大景区项目包括草湖国家湿地公园、河西

传奇·来趣城和漠上绿野·乡村田园片区三大板块。

草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国家湿地公园标准，建设物种多

样性、满足鸟类迁徙、栖息的自然景区，成为西部戈壁荒漠

生态脆弱区最具影响力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同时依托湿地生

态资源与人文历史优势，塑造地方特色文化符号，构建以文

旅产业和运动产业为核心的综合性产业链，打造集生态观

光、文化体验、极限运动、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旅运动特色

小镇和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为一体的新型田园

综合体。

投资估算：总预计投资为 33.868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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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达到 20 亿

元。

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可研报告、“一案两评”编制完成

并通过评审，纳入国家 PPP 项目库，具备建设条件。

合作方式：PPP 方式或其他方式。

十一、嘉峪关黑山岩画风景区旅游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黑山岩画风景区旅游开发项目位于悬壁长城

景区和石关峡周边范围内，是集黑山峡谷探险、黑山岩画探

秘、大草滩水库观景、石关峡水道漂流等为主要内容的旅游

项目。景区共占用地面积 13176264 平方米，分三期实施，

其中一期建设项目占地约 355022 平方米，二期建设项目占

地约 11226466 平方米，三期建设项目占地约 1594776 平方

米。总建设期为 5 年。该项目规划建设内容主要有黑山岩画

博览馆、丝绸古道、入口大门、特色艺术砖场、停车场、坦

克营地、军垦艺术田园、特色景观设施、有机蔬菜大棚、景

观河道等。项目建设包括黑山岩画等文物保护利用和旅游景

区基础设施建设两大部分。

投资估算：总投资额 5.15 亿元，拟引资额 5.15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本项目属于公益性准经营项目，为文物

保护类文旅融合项目，项目可以量化的的效益主要为游客增

加带来的直接游客支付效益，以及资源价值的提升给游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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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额外旅游感受的效益。根据黑山岩画风景区旅游开发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预期测算，景区经济收入包括门票、

娱乐、餐饮、商店、导游、停车、客运、住宿等其他营业性

收入。项目运营期为 2023-2047 年，共 25 年。根据每年的

递增游客人数及收入预测，2023年游客人数为53.65万人次，

年营业收入合计 4286.99 万元。到 2047 年项目运营期结束

游客预测将达到 295.27 万人次，年营业收入达到 40388.30

万元。

项目进展情况：已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PPP 模

式“一方案、两评价报告”的编制和上报工作；完成《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目前正在进行《项目设计方案》

和《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

合作方式：合作、PPP 模式

十二、嘉峪关国际港务区空港物流园项目

项目概况：紧紧抓住嘉峪关国际航空口岸列入国家和省

“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机遇，结合飞机场改扩建和航空货运

发展需求，打造空港物流园。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2000 亩，

其中一期占地面积 600 亩，打造以鲜活农副产品、电商快件、

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要物流品类，以保税物流中心（B

型）和航空枢纽为依托，以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为支撑，以

航空、公路、铁路多式联运为保障，集综合服务、综合保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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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仓储物流、冷链物流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国际空

港物流园。

投资估算：总投资额 8 亿元，拟引资额 8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达到 15 亿元，实

现利税 1 亿元。

项目进展情况：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合作方式：合作、PPP 模式

十三、葡萄籽皮综合利用项目联合生产车间

项目概况：甘肃紫轩酒业有限公司于 2005 年成立，以

生产优质葡萄酒为主要目的。公司拥有 5 万亩葡萄种植基地

和 10000 吨/年的葡萄酒酿造贮存车间及配套的 7000 瓶/小

时的全自动灌装线。紫轩酒业公司每年酿造葡萄酒时，会产

生大量的葡萄籽皮，为了减少环境污染，该项目利用亚临界

CO2 萃取技术从葡萄酒酿造产生的废料葡萄籽皮提取其中的

葡萄籽油和原花青素，生产高科技产品，提取剩余物葡萄皮

渣生产发酵饲料，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企业收入，减

少环境污染。项目建成后年处理葡萄籽 1875 吨，葡萄皮 5625

吨，年生产葡萄籽油 281 吨，原花青素 169 吨，葡萄渣发酵

饲料 7000 吨。项目可研设计生产能力为年处理葡萄籽 1875

吨，葡萄皮 5625 吨，年生产葡萄籽油 281 吨，原花青素 169

吨，葡萄渣发酵饲料 7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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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皮籽漂洗、烘干、分离车间共

850 ㎡，葡萄籽油车间 1200 ㎡，原花青素车间 1500 ㎡，酒

精回收车间 800 ㎡，1 个 3000 ㎡的材料库（包装材料库）；

一个 3000 ㎡的成品库（瓶储酒窖）；1400 ㎡籽皮生产车间；

葡萄籽前处理、萃取、分离、浓缩、低温粉碎、冷冻干燥及

饲料加工设备、包装等生产设备共 89 台（套）；一个三级污

水处理系统的污水处理站。

投资概算：该项目预算投资 2900 万元。

经济效益预测:根据目前行情测算来看，葡萄籽油 281

吨×23.32 万元=6552.3 万元；原花青素 169 吨×40 万元=6760

万元；葡萄渣发酵饲料 7000 吨×0.2 万元=1400 万元，合计

为 14712.3 万元。

项目进展情况：项目 2012 年开始建设，建设内容已经

于 2013 年完工。该项目分部工程“联合生产车间”目前处

于闲置状态。

合作方式：有意向者可以通过设备租赁、来料加工、合

作经营等方式洽谈。

十四、新城镇戈壁农业产业园项目

项目概况：该项目计划在嘉峪关市新城镇建设日光温室

3000 座，按照背靠非耕地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开拓农业观光旅

游新业态的思路在项目区规划建设有机蔬菜生产区、花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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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种植区、休闲观光餐饮区及农产品冷贮物流区。为保证项

目区资源优化配置、项目规划科学合理、项目内容高起点设

计，园区内路、林、水、电等基础设施配套正在推进实施。

投资估算：总投资 1.5 亿元，拟引资 1.5 亿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达到 3 亿元，实现

利税 3000 万元。

项目进展情况：已完成前期规划设计。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独资

十五、嘉东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实体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嘉东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实体开发项目将从本

市旧机动车拆解、旧货交易逐渐转变为废旧金属回收二次加

工、旧货物资回收改造等辐射周边零售业、制造业、手工业

的大型绿色循环实体经济，在政府政策扶持的同时，形成回

收-改造-贸易、出口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打造我市可

持续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该项目场地建设规划 8万余平方米，

主要建设嘉峪关市旧机动车循环处理中心、嘉峪关市旧货交

易中心、出口贸易商品检验站、再生物资回收、分解分离、

储备站、再生物资二次利用加工厂、旧货物资运输站、商户

经营门店及储备库房。

投资估算：5000 万元，拟引资 5000 万元

经济效益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 2000 万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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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利税 300 万元。

项目进展情况：前期准备工作正在开展，待资金到位后，

同步启动项目建设。

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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