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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安县投资发展与潜力报告

依安县地处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北缘，是齐齐哈尔市辖县，

南通省会哈尔滨，北接开放口岸黑河，东托疗养胜地五大连池，西

临鹤城齐齐哈尔。全县幅员面积 3685平方公里，辖 6镇 9乡 148

个行政村和 7个农林牧场，总人口 50万。这里条件优越，优势明

显，是投资的热土，创业的宝地。曾被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授予“中

国白鹅之乡”、“中国紫花油豆角之乡”、“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等荣誉称号。拥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粗陶泥塑，是英雄航天员刘

伯明、田径世锦赛冠军白雪、全国道德模范王贵连的家乡。近年来，

依安县依托资源优势，全力抓企业上项目，国内知名企业象屿集团、

佐源集团、牧龙王瓷业、百佳居陶瓷、朗盛陶瓷、鹏程生化公司等

一大批企业落户依安投资兴业，初步形成了以“食品、陶瓷、生化”

三大产业为主，商贸、现代物流业为辅的产业发展结构。

——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产业开发潜力巨大

依安县已探明地下非金属矿藏 9 种。境内有中国长江以北较大

的高岭土矿带，已探明储量约 230 亿吨。据专家论证，该矿床是中

国东北地区唯一探明的一个高品位、大储量的高岭土矿。高岭土广

泛应用于生产建筑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工艺美术品、造纸、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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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橡胶、日用化工品、医药、填料、耐火材料和国防等多个领

域，用途十分广泛。石英砂储量在 250 万吨以上，品类和储量在全

省首屈一指, 原矿经专家分析鉴定，完全符合国家玻璃制造用料标

准，是玻璃制造的主要原料。

依安矿产开发正处于起步阶段，依托高岭土资源建设的陶瓷产

业项目 2010 年正式破题，2014 年，百佳居、朗盛、辽金源、中润

等一批企业才相继投产，石英砂开发也仅仅是对矿产资源的初级采

掘。矿产资源的储量和经济价值优势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和发挥，产

业发展空间巨大。

——农产品资源得天独厚，产业结构升级潜力巨大

依安县共有耕地 401 万亩，处于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核心

区，土质肥沃。主产大豆、玉米、甜菜、马铃薯、水稻和杂粮杂豆，

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县，先后 5次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在种植结构上，年玉米种植面积 275 万亩，平均亩产 650 公斤；大

豆种植面积 53万亩，平均亩产 200 公斤；水稻 38万亩，平均亩产

550 公斤；甜菜 15万亩，平均亩产 2.5 吨，杂粮种植面积 15万亩。

依安杂粮品种多样，品质优良，主要种植芸豆、绿豆和谷子、糜子

等多种作物，其中奶白花芸豆、黑芸豆、红小豆、白豆等品种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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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较大，奶白花芸豆已经形成品牌，是大连港口免检产品，以其

优良的商品特性和丰富的营养成份，使依安县成为芸豆出口的集散

地之一。奶牛存栏量 2.47 万头，生猪存栏量 30.4 万头、家禽存栏

量 348.64 万只。依安水资源丰富。境内有大小河流 11条，乌裕尔

河、双阳河是扎龙湿地的主要水源补给河流。地下水为优质饮用水，

经省有关部门检测，水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天然苏打水

标准。

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依安已初步形成以糖薯乳豆鹅为主的

食品产业链条，厦门象屿、大连佐源、天津海皇等一批国内外知名

企业相继落户，依安食品产业优势初步显现。但从投资潜力与方向

上看，依安的绿色食品大多处于原字号，产业结构升级潜力十分巨

大。

——旅游资源独特，产业做精做大潜力巨大

依安的旅游资源比较丰富。一是境内有两条主要水源——乌裕

尔河、双阳河。有大型水库一座——双阳河水库，是黑龙江省“八

五”工程之一，库容 2.97 亿立方米。中型水库三座——上游水库、

跃进水库、阳春水库。二是地热资源丰富，位于跃进水库西 300 米

湿地内，新钻一眼地热井，井深 1750 米，自溢水量每小时 40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4%B8%8A%E6%B8%B8%E6%B0%B4%E5%BA%93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9%98%B3%E6%98%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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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自溢水温 52℃，富含多种有益矿物质，具备较好的开发价值。

三是农业基础条件好，新合村原为“一村两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适合发展农业观光游。四是位于上游乡的宝安寺是佛教胜地，年客

流量达 20万人次。庙会高峰期日客流量达 2万人次。依安位于扎

龙自然保护区和五大连池风景区之间，地理条件优越，旅游产业尚

处于起步阶段，开发潜力大。

——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条件较为优越

城乡环境优良，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日新月异，新建的森林植

物园占地 1749亩，是集科普教育、生态绿化、环境保护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景观，风景秀美。华晨商场、阳光商城等商贸服务业

完备。

交通条件便利。县际公路主干网已基本形成，依安位于齐北铁

路干线上，货物运输能力 100 万吨/年，交通十分便利。公路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碾北公路、依拜公路、饶讷公路、依明公路以

及县、乡、村公路网四通八达，111 国道邻境而过。省二级以上路

面通车里程 100 公里。齐北高速 10月开工，哈齐高铁开通后去哈

尔滨仅三小时。园区建设日趋完善。按照“产业项目向专业园区集

中”发展战略，依安规划设计了三大产业园区，即：陶瓷产业示范



黑龙江省依安县投资发展与潜力报告

- 5 -

基地、食品生化产业园区和小微企业产业园区，为项目落地搭建了

平台。

1、陶瓷产业示范基地位于城南 5公里、依明公路与碾北公路

交汇处，被批准为省级示范基地，总规划面积 28平方公里，划分

为工业生产、物流贸易、办公生活和休闲度假四大功能区，其中工

业生产区占地 10.84 平方公里，启动区 3.82平方公里。陶瓷产业

发展已初具规模，基地内已入驻齐齐哈尔牧龙王瓷业有限公司、齐

齐哈尔百佳居陶瓷有限公司、齐齐哈尔朗盛陶瓷有限公司、依安中

润瓷艺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辽金源陶瓷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鹿模

具有限公司及齐齐哈尔创新纸箱有限公司等陶瓷生产企业及相关

配套设施生产企业，产品包括内墙砖、外墙砖、日用陶瓷、工艺美

术陶瓷、特种陶瓷及陶瓷模具、包装纸箱等。位于基地内的依安县

鹏程粮油储备物流有限公司是齐齐哈尔地区最大的粮食收储、加

工、贸易、物流企业，仓储能力达到 360 万吨。2013 年投资 17.1

亿元建设了 6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30万吨水稻加工项目、种子

繁育、复合肥生产、农业合作社和集货运物流、农机销售、生资物

流、建材交易于一体的物流中心等项目，实现了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并与国内 500 强企业——象屿集团成功合作，成立象屿农业物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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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实现强强联合。同时，陶瓷产业示范基地内有一座 2万亩

水面的跃进水库、4500 亩湿地和一眼温泉井，依托这一资源，规划

了水上游览、湿地观光和温泉度假三个旅游区，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2、食品生化产业园区位于县城西部，以鹏程优薯公司、佐源

公司为核心，辐射新屯乡、红星乡，目前已初步形成。

3、小微企业产业园区位于乌裕尔河南岸，总占地 300 万平方

米，现已完成总体规划，先后入驻了齐齐哈尔宫田怡安食品有限公

司投资 1.3 亿元建设的营养强化薯制品项目、依安亚丰薯业投资

6000 万元的水晶粉丝生产项目、依安源丰酒业投资 5200 万元的枸

杞酒开发项目。该区的主旨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降低企业入园门

槛，提高了园区承载能力。

——生产要素、环境要素供给充足，产业发展成本较低

从生产要素供给看，一是土地储备充足。可以实现“企业来投

资，土地无瓶颈”，用地成本较低。二是能源供应充足。电力供应

充足，35千伏、110 千伏送电线路达 7条 120 公里，总容量达 1.6

万千伏安，形成覆盖全县的输变电网络。化工和煤炭等原料运输半

径不大，距化工城市大庆 150 公里以内，距黑宝山煤矿 300 公里，

公路、铁路均可运输。热值 3500 大卡的褐煤到站价格在 2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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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三是人力资源丰富。依安县劳动力资源丰富，系黑龙江省劳

动力转移大县，现有剩余劳动力 13万人，劳动力成本低。长期员

工工资 1500-2500 元/人月，一般管理人员工资 2500-3000 元/人月。

从发展环境要素看，依安县发展氛围宽松优良。近年来，依安

县结合开展绩效管理活动，重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依托行政服务

中心实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签约落户的项目全部纳入绿色通道

重点推进，对固定资产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实行重点保护。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到企业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

乱罚款、乱拉赞助。企业法人代表要求到依安落户的，在办理子女

入学时，允许自由择校，免收择校费。项目审批所需各项手续，均

由县政府相关部门牵头一次性集中办理，收费按最低标准执行。凡

在依安县落户的重点项目，成立协调领导小组，由一名县领导任组

长，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实行跟踪服务机制，专门负责协调解决

项目建设中的问题，项目不建成、不投产，工作组不解散，让投资

者安心、顺心、放心。

发展是硬道理，招商是硬措施。依安这个在转型发展中迅速崛

起的新生代、这方充满希望的投资热土，正乘借政策东风，抢抓发

展机遇，上下一心，凝神聚力，共谋发展。依安县委、县政府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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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解放的思想、更加开放的举措，诚邀四海客商、八方宾朋，以合

力求发展，以合作求共赢，实现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全力打造

活力依安、和谐依安、幸福依安!

重点项目

1、年产 100 万平方米玻璃装饰板项目

●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依安县境内有长江以北较大的石英砂矿，矿藏储量大，品质最高，原矿经

专家分析鉴定，完全符合国家玻璃制造用料标准，是生产玻璃制品的理想原料。

现在，开采的石英砂虽经粗加工灌装后，销往各地，但产品附加值低。为充分

合理利用资源，延伸产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依安建设年产 100万平方米

玻璃装饰板项目前景广阔。微晶玻璃装饰板是以玻璃质做为基本材料，经烧结

抛光后具有超花岗岩的硬度，又有超天然理石的美感，还有永不风化、不腐蚀、

超天然石材的优点。从发展眼光看，这一产品的前景十分可观。

●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煤气站、隧道窑、玻璃熔窑、进口高档耐火托板、设备安装及一些附属

设施。

●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1441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210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

2000 万元。

●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 30600 万元，税金 2600 万元，利润 6000 万元。

●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 独资独资独资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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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米深加工项目

●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依安县是农业大县，主要作物以玉米、大豆为主，常年种植玉米 250万亩

以上,总产量为 120万吨。以上以依安县城为中心点，50公里半径内可生产玉

米 180 万吨以上；75公里半径内可生产玉米 250万吨以上。以玉米为原料深加

工生产 L-赖氨酸、L-乳酸是重要的食品和饲料添加剂，其系列产品玉米淀粉、

母液、玉米油等国际市场需求量日益巨增，用途十分广泛，该产品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和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十分畅销。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巨大。

●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

厂区占地 120000 平方米，建设 500 吨烘干塔二座，玉米深加工生产线六

条，年加工玉米 30 万吨，建设厂房 9000 平方米，办公楼 600平方米及配套的

基础设施。

●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2.4 亿元，其中流动资金 4000 万元。

●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4亿元，实现利税 6000 万元。

同时可安置 120 人就业。

●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 独资独资独资独资

3、一万吨玉米保健饮料生产项目

●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玉米保健饮料是以甜玉米为原料，经过生化处理生产制成，具有营养保健、

养颜等功能，特别适合老人、儿童、糖尿病人等，属于高级保健饮品，目前该

饮品主要在高档宾馆、饭店消费。依安县土地肥沃，玉米种植面积大，开发此

项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甜玉米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含有碳水化合物、蛋

白质、脂肪、胡萝卜素、核黄素等营养物质。含糖量相当于普通玉米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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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含量在 13%以上，是具有高营养的绿色健康食品。该饮料是目前食品工

业中发展最快的产品之一，有专家认为，我国饮料市场继碳酸、水、茶、果汁

饮料之后，粗粮饮料将以“第五代饮料”的标志崛起，将很快抢占饮料市场份

额。目前，国内市场尚无知名品牌的玉米饮品，因此，生产玉米系列饮品市场

前景可观。

●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年产 10000 吨玉米汁饮料生产线一条，新建厂房 1500 平方米，保鲜

库房 2000 平方米，办公室 200 平方米。

●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

预计总投资 3000 万元，其中生产线 1000 万元，厂房、库房和办公室 1000

万元，流动资金 1000 万元。

●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该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3000 万元，实现利润 800 万元。

●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 独资独资独资独资

4、芸豆深加工项目

●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依安县是全国知名的奶花芸豆集散地，我县生产的奶花芸豆花色纯正、粒

型规范、品质优良，口感上佳，色泽喜人、蛋白质含量高，在国际市场上品质

上乘。我县奶花芸豆全部出口，80%销往南非、古巴、科威特、印尼、巴基斯

坦等国家，20%进入法国、美国市场。以芸豆为原料生产的芸豆罐头、豆沙等

产品，深受国外消费者的喜爱，但我县的芸豆产业还局限于种植、收购、外销

等初级阶段，没有一个能够对其进行精深加工的企业，来提高其产品附加值，

因此建设芸豆深加工项目迫在眉睫。

●●●●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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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为年加工芸豆 5000 吨。项目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为:建设加工车间、办公室、检验室 1500 平方米及芸豆深加工生产线。

●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

●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实现销售收入 3000 万元，利润 500万元，税金 400万元。

可提供 300 个就业岗位。

●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 独资独资独资独资

5、中高档白酒开发项目

●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依安县座落在世界著名的黑土带之上，土壤肥沃，是全国百强产粮大县和

重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丰富的农产品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优质的水

资源为酿酒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依安现有酿酒企业两家，企业生产规模

小，品牌优势弱，抗风险能力小。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

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口感好，酒精度适中，附加值

高的中高档酒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并成为消费主流，市场潜力巨大。

●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

在原有两家酿酒企业的基础上，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利用，改造原有

设备，提高产品档次，扩大生产规模，建设年产 2000 吨中高档白酒项目。

●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600 万元，流动资金 400万元。

●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可达 2400 万元，年利润估算 600 万元。

2、社会效益

该项目的建设是加快我县经济发展，将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

要一环，将对我县的财源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提高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增

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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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 独资独资独资独资

6、地热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地热，已经上升到与煤炭、石油相并列的一个重要新能源，但却与石油和

煤炭等不可再生的能源有所不同，地热能是一种可再生的洁净的新能源，有廉

价、洁净、易于开采、可直接利用或逐级利用，节省大量的燃料资源等许多优

点，在医疗、农业、工业、养殖、旅游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开发利用价值。依安

县地热属中低温地热资源，具有分布面积广、热储条件好、水质佳、温度高、

压力大、藏量丰沛和易于开采的特点，勘探开发和综合利用地热资源，具有十

分广阔的市场前景。

●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

本项目规划建设服务 150 万平方米的地热井群，组建集供热、热水等服务

一体化的综合性热力公司。

●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

对商业类项目，总投资 9397.2 万元，其中工程投资 9163.7 万元，流动资

金 278.5 万元；

对公共事业类项目，总投资 8042.9 万元，其中工程投资 7860.05 万元，

流动资金 182.9 万元；

对民用类项目，总投资 7435.1 万元，其中工程投资 7268.85 万元，流动

资金 166.25 万元。

●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项目全部达产后年营业收入 11623.9 万元，利税 8718 万元，税后利润 5812

万元。

●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 独资独资独资独资

8、上游水库旅游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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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上游水库位于嫩江左岸乌裕尔河支流太西河上。控制流域面积 416平方公

里。水库总容 3800 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1680 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为主，

兼顾灌溉，养鱼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水库座落在依安县上游乡北侧，距县

城 15千米，水库西靠依克公路，交通便利。水库北岸为保安寺，是依安县及

周边地区著名的佛教胜地，年客流量达 20 万人次。庙会高峰期日客流量达 2

万人次。上游水库可开发天然鱼养殖、钓鱼场、水上乐园、水上餐厅、休闲度

假村等一系列旅游娱乐项目，将上游水库建成集游览、休闲、娱乐、度假、观

光为一体的人文景观度假区，发展前景可观。

●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规模和内容

根据水库周边环境以及水土保持特点，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游船、快

艇、垂钓基地、游泳场地、娱乐设施、供电系统、供排水系统、电讯系统、宾

馆、饭店、商场、医疗卫生、游客中心、导游标志、环保等设施。

●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00 万元，流动资金 300万元。

●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运营后，每年将创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实现利税 150万元，利

润总额 300 万元，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合作方式 独资独资独资独资 BOTBOTBOTB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