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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三/ 赤峰 /

丰收季

赤峰市再掀项目建设新高潮

（支持单位

：赤峰日报社

）

今年，阿鲁科尔沁旗计划实施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社会
事业1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18个，总投资规模24.7亿元，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 19.3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18个，
动、开工率100%；完成投资16.8亿元，投资完成率87.1%。

24日，阿鲁科尔沁旗集中开工阿鲁科尔沁旗肉牛种畜繁育
及产业化项目、天山第三小学综合楼建设项目、罕苏木小学教
学辅助用房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等3个重点项目，年内计划完
成投资0.4亿元。

今年，巴林右旗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
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31 个，总投资规模 64.8 亿元，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 21.5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31
个，动、开工率 100%；完成投资 17.6 亿元，投资完成率 82%。

24 日，巴林右旗集中开工巴林右旗年产 60 万吨石油
压裂剂采选项目、巴林右旗物流园区标准化粮油仓储建设
项目、巴林右旗大板实验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等 3 个重点
项目，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1 亿元。

今年，克什克腾旗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
事业 1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48个，总投资规模 265.6亿元，
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55.7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48
个，动、开工率100%；完成投资49.2亿元，投资完成率88.2%。

克什克腾旗7月份已新增开工项目8个，24日集中开工项
目为英雄的铁蹄马文化体验项目，年内计划完成投资0.2 亿元。

今年，喀喇沁旗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
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35 个，总投资规模 103.7 亿元，
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33.8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35
个，动、开工率 100%；完成投资 27.7 亿元，投资完成率 82%。

24日，喀喇沁旗集中开工赤峰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内
蒙古猛骏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20万吨废弃矿渣综合
利用项目、美林谷山戎大酒店项目、内蒙古源青康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4000万只医用口罩及5万条防护服标准化厂房和生产线
项目、赤峰和美工贸园市政基础设施完善工程项目、金和学苑房
地产开发项目等6个重点项目，年内计划完成投资1.5亿元。

今年，敖汉旗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36 个，总投资规模 104 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 25.1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36 个，
动、开工率 100%；完成投资 22.4 亿元，投资完成率 89.2%。

24 日，敖汉旗集中开工华锐风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千瓦陆上风电机组建设项目、赤峰隆泰迪管道销售有限公
司压力钢管加工制造项目、赤峰三和汇商务有限公司国宾馆
综合楼建设项目、敖汉旗汇鑫球团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8 万吨
铁合金球团技改项目、敖汉旗新惠第七幼儿园建设项目、敖汉
旗 5000吨成品粮综合储备库及 10 万吨智能粮食仓储库建设
项目、敖汉旗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赤峰农畜产
品开发区敖汉旗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 8 个重点项目，
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3.3 亿元。

今年，元宝山区计划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90
个，总投资规模 409.4 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93.4 亿元。
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90 个，动、开工率 100%；完成投资
42.4 亿元，投资完成率 45.4%。

24 日，元宝山区集中开工远景集团零碳绿氢项目、博恩药
业新增破伤风抗毒素及转移因子注射液项目、富誉科技智能
机器人项目等 14 个重点项目，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2.1 亿元。

今年，林西县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58 个，总投资规模 99.4 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 32.8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58 个，
动、开工率 100%；完成投资 30 亿元，投资完成率 91.6%。

24 日，林西县集中开工赤峰犇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年处
理 10 万吨有色金属废料综合回收冶炼项目等 6 个重点项目，
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9 亿元。

今年，翁牛特旗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
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51 个，总投资规模 83.1 亿元，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 43.4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51
个，动、开工率 100%；完成投资 38.2 亿元，投资完成率 88%。

24 日，翁牛特旗集中开工赤大白铁路开通客运改造项
目、奶制品加工示范基地项目、山东开源牧业年产 7万吨玉米
压片项目、乌丹众信牲畜交易中心项目、源新园牧业乌敦套海
奶牛养殖场项目、易地搬迁安置区涤纱纺织车间及手套挂胶
扶贫车间项目、博德维气膜加工基地项目等 7 个重点项目，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 1.1 亿元。

今年，红山区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63 个，总投资规模 203.2 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 75.3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63 个，
动、开工率100%；完成投资65.7亿元，投资完成率87.3%。

24 日，红山区集中开工红山高新区固废渣场项目、复杂
金属构件快速制造装备与应用产业化项目、嘉宝仕年产
4000 吨高效低毒农药制剂和 280 吨农药原药项目、荷马教
育项目、富龙燃气储气站项目等 14 个重点项目，年内计划完
成投资 2.2 亿元。

今年，松山区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45 个，总投资规模 241.6 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 63.7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45 个，
动、开工率100%；完成投资59.8亿元，投资完成率93.9%。

24 日，松山区集中开工赤峰大松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
万套智能家电建设项目、赤峰达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400 万套汽车底盘紧固件建设项目、松山区城乡一体化开发
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松山区信息数创产业楼 12.65 万平方米
新建项目等 12 个重点项目，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10.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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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猛骏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内蒙古猛骏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 2020
万吨废弃矿渣综合利用项目万吨废弃矿渣综合利用项目。。

翁牛特旗源新园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乌敦套海牧翁牛特旗源新园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乌敦套海牧
场建设项目场建设项目。。

赤峰隆泰迪管道销售有限公司压力钢管加工赤峰隆泰迪管道销售有限公司压力钢管加工
制造项目制造项目。。

中色白矿中色白矿 6666kvkv 变电站增容扩建项目变电站增容扩建项目。。

巴林右旗物流园区标准化粮油仓储建设项目巴林右旗物流园区标准化粮油仓储建设项目。。

英雄的铁蹄马文化体验项目英雄的铁蹄马文化体验项目。。

富邦铜业有限公司节能减排技改升级项目富邦铜业有限公司节能减排技改升级项目。。

天山三小综合楼建设项目天山三小综合楼建设项目。。

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
工程项目工程项目。。

复杂金属构件快速制造装备与应用产业化项目复杂金属构件快速制造装备与应用产业化项目。。

赤峰富誉机床科技有限公司年生产赤峰富誉机床科技有限公司年生产、、组装组装 15001500
台机床台机床、、智能机器人项目智能机器人项目。。

松山区城乡一体化开发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松山区城乡一体化开发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内蒙古明岳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端氟新材料内蒙古明岳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端氟新材料
产业园项目产业园项目。。

今年，由高新区东山产业园纳入管理的总投资 5000 万
元以上（社会事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共 11 个，其中 8
个项目在旗县区统计，3 个项目在市本级统计，市本级项目总
投资规模 41 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5.1 亿元。目前，已动、
开工重点项目 2 个，完成投资 1.76 亿元。

24 日，东山产业园集中开工盘活存量资产收益用于园
区路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赤峰工业产业创新研究院科研中
心项目，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1 亿元。

今年，巴林左旗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
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46 个，总投资规模 129.2 亿元，
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37.1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46
个，开工率 100%；完成投资 33.9 亿元，投资完成率 91.3%。

24 日，巴林左旗集中开工重点项目7个，年内计划完成投
资 3.8 亿元，分别为林白铁路建设项目（衙门庙至白音诺尔
段）、巴林左旗林东第四小学综合楼建设项目、巴林左旗中药
材产业科技示范园区项目、国道 303 线与集通铁路交叉道口
平改立项目、中色白矿 66kv 变电站增容扩建项目、白音诺尔
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实施工程、巴林左旗富河镇横
河子村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

今年，宁城县计划实施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社会事业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72 个，总投资规模 347.2 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 112.3 亿元。目前，已动、开工重点项目 72 个，
动、开工率100%；完成投资104.6亿元，投资完成率93.1%。

24 日，宁城县集中开工山东华光年产 5 万吨膦缩醛项
目、润邦年产 10 万吨饲料级磷酸一二钙项目、中农倍康年产
5000 吨优质食品添加剂项目、宁城地方粮食储备库项目、辽
中京考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等 16 个重点项目，年内计划完
成投资 5.72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