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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堡经开区已落地产业 

一、已落地企业及产能： 

神华新疆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总投资 249 亿元，厂区占地 4500 亩，以神华自产煤

炭为原料，采用煤气化制甲醇、甲醇转化制烯烃、烯烃分离和聚合等工艺

技术生产高压聚乙烯、聚丙烯高附加值产品，并副产丙烷、碳四、碳五、

硫磺、硫酸氨等产品，年产 68 万吨聚烯烃，其中聚乙烯 32 万吨，聚丙烯

36 万吨。 

下游产品：煤化工替代石化产品，如柴油、汽油、航空煤油、液化石

油气、乙烯原料、聚丙烯原料、替代燃料（甲醇、二甲醚）等。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8 年 2 月， 2015 年 12 月香港主板上市；是专业从事太阳能

级和电子级多晶硅材料研制及太阳能光伏产业链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目前已形成年产 3 万吨多晶硅的研制规模，中国第二，世界第四，目前

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多晶硅供应商，国内最大的单晶硅片原料供应商。 

 下游产品：先进陶瓷、人工晶体、氧化锆、氮化硅、碳化硅、等系列新

产品、新材料。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6 年，主导产品为高纯铝、铝箔、电极箔。年产高纯铝及其

他合金产品 18 万吨、电子铝箔 3 万吨、电极箔 1700 万平米。国家火炬计

划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高纯铝和铝电解电容器



 - 2 -  

用电子铝箔生产企业、全球最大的高纯铝研发和生产企业之一，产品工艺

技术和质量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自治区唯一一家军工配套企业，四证齐

全。 

 下游产品：高纯铝基电子材料，应用于高铁、飞机、军工、航天、航空、

电子信息等领域；建筑及工程铝合金材料，应用于墙体、防水密封、装饰

装修等领域。 

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 2 月，负责伊泰甘泉堡 2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的

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项目总投资 320 亿元。 

 项目主要原料为煤，辅料为甲醇、丙烯、液氨，主产品为优质柴油 136.8

万吨/年，石脑油 49.6 万吨/年，液化石油气 16.6 万吨/年及混醇，副产品为

硫磺、工业级氯化钠、硫酸钠、硫酸铵。 

 下游产品：工艺蜡烛专用蜡等高性能产品，正己烯、正庚烯、正辛烯，

食品级/高纯型液体二氧化碳，异构烷烃溶剂油、优质轻质白油。 

兖矿新疆煤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9 年，总投资 48.39 亿元，厂区占地 1050 亩，年产 60 万吨醇

氨联产项目，主要产品为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52 万吨尿素、30 万吨甲醇，

另年产副产品 2.6 万吨硫酸、5 万吨液氧和液氮，2.5 万吨液氩。 

下游产品：利用甲醇生产甲醛，可用来生产胶粘剂，用于木材加工业；

甲醇生产二甲醚，可广泛应用于日用化工、制药、农药、染料、涂料等方

面。 

新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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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于 2012 年，总投资 40 亿元，厂区占地 1800 亩，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的国际化生物发酵制品公司，主要致力于各种氨基酸及其衍生制品

和生物胶体的研发、生产和经营，是全球第一大味精生产商、全球第一大

黄原胶生产商，年产 16 万吨食物发酵产品。 

 下游产品：石油开采、食品和保健品；小品种氨基酸、玻尿酸等食品和

保健品。 

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污水处理厂 

规划污水处理厂 2 座：已经建设完成甘泉堡南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近

期处理污水 10.5 万米 3/天，远期处理污水 21 万米 3/天）；    

 北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之中（近期处理污水 10 万米 3/天，

远期处理污水 30 万米 3/天）。 

电力输送 

 园区规划变电站 10 座， 已经建设完成变电站 7 座，分别是东工业园

（750KV）、博格达（220KV）、龙岗 （220KV）、准格尔（220KV）、甘露（110KV）、

莫西（35KV）、甘莫（35KV）。 

 园区规划 220KV 线路总长度 45 公里，目前已经建设完成 40 公里；规划

110KV 线路总长度 37 公里，目前已经建设完成 4 公里；规划 10KV 线路总

长度 216 公里，目前已经建设完成 14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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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泉堡经开区产业定位 

产业定位 

发展以大能源为基础的新型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业。 

产业目标  

招引百亿企业 

培育百亿集群 

打造千亿园区  

重点产业  

 新能源——光伏、光热、氢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 

 新材料——硅基新材料、铝基新材料、锆基新材料、碳基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通用航空、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装备、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3D 打印。 

 生态环保——现代节能技术和装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和装备、节能环

保服务产业、环保产品与环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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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甘泉堡经开区产业布局 

一区多园战略 

 

重点项目  

枭龙汽车项目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建设地址为乌鲁木齐甘泉堡经开区，占地 4200 亩，

计划固定资产总投资 235 亿元，建设期五年，投资回收期 7 年。项目包含

12 个子项目，分别为： 

 （一）枭龙系列新能源汽车 25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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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氢燃料电池动力总成 10 万台套； 

（三）空气动力自发电动力系统 50 万台套； 

（四）液氮发动机 5 万台； 

（五）滑动电混合发动机 20 万台； 

（六）车桥、分动箱 30 万台套； 

（七）冲压中心； 

（八）仓储物流与销售服务中心； 

（九）新能源汽车和装备研究院； 

（十）行政办公大楼； 

（十一）职工生活后勤服务中心； 

（十二）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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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80 万吨有机硅项目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硅粉制备、单体合成、单体精馏、单体歧化、

高沸裂解、二甲水解及 HCl 净化、硅氧烷裂解及精馏、低沸水解、氯甲烷合

成、盐酸脱析、含氢硅油、乙烯基硅油、二甲基硅油、107 胶、生胶、混炼

胶/液体胶、气相白炭黑、焚烧、稀硫酸再生、公用工程、渣浆处理、提铜

装置、污水处理、蒸发结晶、辅助设施等、煤浆制备及气化、变换、净化、

甲醇合成、甲醇精馏、空分、污水处理、硫回收制硫酸及配套公辅设施等。 

 

碳基产业园碳纤维基地 

     五年投资 150 亿元，占地 200 万平⽅⽅，全部建成投产可⽅成产值 400

亿元。  

    1、聚丙烯腈原料⽅产。⽅期计划投资 35 亿元，占地 30 万平⽅⽅，设

计产能 10 万吨，可实现产值 30 亿元。  

    2、碳纤维材料⽅产。计划投资 45 亿元，占地 30 万平⽅⽅，设计产能

5 万吨，可实现产值 6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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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洁供暖及现代建筑产业(电供暖系统及节能建筑材料、光伏屋顶⽅

体化），计划投资 15 亿元，占地 20 万平⽅ ⽅，可实现产值 50 亿元。  

    4、能源电⽅产业（复合芯导线、抽油杆、复合塔杆、⽅电叶⽅），计

划投资 25 亿元，占地 60 万平⽅⽅，可实现产值 50 亿元。 

5、新能源汽⽅及轨道交通轻量化。  

 

上海全普半导体激光器项目 

 项目用地总计 35 万平方米，厂房总面积 30 万平方米，项目年产能为 30

亿只激光器。 

 项目分 2 期建设，一期总投资 10 亿元，计划建设时序 1.5 年，包括外延

车间 2 万平方米、芯片车间 2 栋各 1.5 万平方米，共计 5 万平方米及各类生

产设备，建成后生产 1 亿只各类激光器。同步开展二期建设，计划建设时

序 2.5 年，二期总投资 70 亿元，包括生产车间 25 万平方米，配套服务 5

万平方米，建成后生产 29 亿只各类激光器。 

盛世电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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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地 1000 亩，计划固定资产总投资 30 亿元，其中：工艺设备投资 20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 10 亿元，建设期 3 年，投资回收期 5 年。该项目分别

为：（1）电梯总装年产量 8 万台；（2）板金折弯冲压中心；（3）CNC 数控

自动加工中心；（4）仓储物流安装维保服务中心；（5）行政办公大楼；（6）

职工生活后動服务中心。 

石墨烯项目 

石墨烯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 30 亿元。新疆国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

分期实施石墨烯产业园的建设。一期项目主要以石墨烯电采暖、石墨烯润

滑油、石墨烯光催化三个应领域产品研发和生产为主。一期建设总投资 18.5

亿元，形成年产 60 万套石墨烯电热设备、10 万吨润滑油、1000 万平方米

光催化网生产规模，预期销售收入超 100 亿元，实现税收 15 亿元以上。 

伊泰新能源项目 

 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甘泉堡 2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 320 亿元，建成后年产油品 203 万吨，其中柴油 136.86

万吨/年，石脑油 49.6 万吨/年，LPG 16.6 万吨/年，投产后可实现年利税总

额 748063 万元。 

光热能产业基地项目 

 项目占地 200 亩，建设大盘式太阳能热发电制备产业生产基地。建设内

容：（1）高质量太阳能聚热反光复合板生产线；（2）热熔盐储能罐生产线；

（3）高品质过热蒸汽集汽器组装线；（4）澳大利亚太阳能热发电生产设备

引进、生产线；（5）铁塔制造厂；（6）厂房建设，办公楼，宿舍楼等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达成后实现国内大盘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 30%份额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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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MW 发电系统的大盘制作，1000 万 m2 反光复合镜面板，市场价值约

27 亿元人民币。 

 

四、产城融合路线 

特色小镇建设 

1.甘泉亲水小镇 

2.天山玫瑰小镇 

3.马文化小镇 

4.足球小镇 

5.航空小镇 

现代服务业园区 

1.国际智慧物流港 

2.科技金融港 

3.思路文化创意港 

4.大学城·职教城 

5.大型 Shopping  mall 

配套产业园区 

一带一路物流港 

借助乌鲁木齐市、昌吉市、五家渠市、阜康市的地缘、交通、人才、资

金、市场、服务等优势条件，与区内水土资源和周边矿产资源、煤电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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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业充分对接，积极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加快区域经济融合发展步

伐，推进现代化工业新区、能源资源合作基地和准东地区东部产业带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及综合服务基地，带动乌昌地区乃至自治区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 

智慧园区 

充分利用现有物联感知、通信网络，发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在产业

发展中的重要带动作用，强化市场导向和产学研结合，推 进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

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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