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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利用新疆阿拉尔市及周边地区丰富、优质的红枣资源，可开发 40 余种产品，
采用生物酶解、超声波浸提、超滤、真空浓缩等现代加工手段提升产品附加值。
生产适宜现代人消费的红枣加工项目，如枣片、枣酒、枣脯、枣茶、枣粉、枣醋
等。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年产 3000 吨红枣环磷酸腺苷（Camp），红枣膳食纤维生产线，年产 3000
吨红枣浓缩汁生产线，5000 吨红枣饮料生产线，3000 吨红枣果酱、果泥生产线，
3000 吨红枣醋生产线、3000 吨红枣素生产线。
三、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经济效益财务分析：年实现产值 1000 万。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997-461188

苹果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利用师市苹果为原料，应用先进的发酵勾兑技术，超微膜过滤技术，抗氧保
鲜技术生产苹果浓缩汁，苹果醋，干白苹果酒、苹果白兰地等系列产品，并且应
用榨汁后所得的果渣生产一种高品质、高效能、高附加值的新型绿色生物饲料。
拟建苹果深加工综合开发生产线，具体开发内容：
（1）苹果醋及苹果酒；
（2）果
汁饮料及醋饮料；
（3）果胶提取；
（4）苹果膳食纤维的开发；
（5）生产苹果渣发
酵饲料。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年产 5000 吨苹果汁生产线。
三、项目总投资
49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经济效益财务分析：年产值 850 万。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997-46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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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果蔬生产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的生物资源物种丰富、品种独特、特性优良，发展的潜力较大，农作物
地方品种和引进品种大约有 1000 多个，其中优良品种大约有 300 多种，还有品
质独特的天然药物如罗布麻、甘草、麻黄、贝母和雪莲等，许多特色农产品在国
内外享有盛誉，为发展有机食品产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物质基础。新疆伊犁地区
有着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非常适合苹果、香梨、葡萄、杏等果蔬产品的种植，
果蔬产品和内地相比，具有品种多、风味佳、固形物含量高、含糖高、无公害等
特点，利于鲜食和加工。兵团分区是西部少有的具备公路、铁路、航空近距离联
运的特殊区位优势的开发区。周边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 8
个国家接壤，在出口贸易往来上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主要建设蔬菜、水果深加工生产线，项目预计用地 15 亩，标准化厂房
一座，包括清洗车间、分拣、包装车间、冷库、办公室等。兵团分区提供 5000-10000
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用于有机果品生产、研发中心和相关配套产品。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1 亿元人民币。
四、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五、联系方式
地 址：新疆兵团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联系人：李敏
电 话：0999-3176566
电子信箱：1271434744@qq.com

清真食品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概况
项目地位于新疆五家渠市青湖经济开发区，五家渠市物产资源极其丰富，野
生花用植物有甘草、阿魏、肉苁蓉、锁阳、大黄等及具有一定规模牲畜养殖。发
展健康清真食品产业是五家渠市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依托乌昌地区，
面向全国市场，以清真食品、中药材深加工、生物制药、生产为主，集生产、流
通、商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健康清真食品产业园区。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园区分为高科技生物制药、清真食品和保健品生产、医药和食品包装、仓储
物流、健康管理教育及综合配套服务等功能区。
三、项目总投资
占地面积约 5000 亩，项目总投资约 150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预计可增加就业 1000 人，实现年收入 4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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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五家渠青湖经济开发区招商局
联系电话：0994－5808928、5805825
传
真：0994－5810470
通讯地址：五家渠市长征西街 428 号
邮
编：831300

5 万头优质肉羊养殖及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我国古有“羊肉补形、人参补气”之说，羊肉素有食补健脾之功效。现代膳
食趋向高蛋白、低脂肪发展，羊肉也以其纤维细嫩，肥瘦适度，鲜美可口，营养
丰富的特点倍受青睐。石河子一二一团现有羊 11000 只，饲草土地 34000 亩，有
充足的饲草种植空间，能保证饲料的供应。一二一团秸秆作物种植面积广阔，每
年有 700 万公斤的秸秆产生，加之近年来趋稳的饲用粮种植规模，能够为肉羊养
殖提供各类饲草料。便捷的交通路网可满足肉羊养殖加工所需原料以及产成品的
运输。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年饲养 5 万只肉羊的养殖加工企业，新建冷冻、冷鲜羊肉生产加工线及
相关配套设施。
三、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建成后年销售收入 7000 万元，投资收益率为 25％，投资回收期为 4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邸晓宏
电话：0993-5225981
传真：0993-5210062
电子邮件：dxh121t@sina.cn

育肥牛养殖及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兵团石河子一二一团位于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沙湾县境
内，玛纳斯河中下游下野地垦区。水土资源丰富，十分适宜畜牧业的发展，是新
疆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和种畜繁育基地。全团已发展澳大利亚高产奶牛 5000
头，每年将以 75％的速度增长，最终达到全垦区 25 万头以上。同时，积极调整
种植结构，每年种植饲草料地 34000 亩以上，可为项目提供丰富的原料。在畜牧
业实验和生产领域中已成功运用了微生态生物制剂用于棉柏、棉壳生物发酵脱毒
技术和人工胚胎移植技术，使得原有技术造成的 20-30%的霉变消失，增加纤维
量在 30%左右，提高了科技含量。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拟建大型肉牛育肥养殖及深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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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正常年可实现产值 2700 万元，年利润 137.5 万元，财务收益率 9.5 %，投
资回收期 10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邸晓宏
电话：0993-5225981
传真：0993-5210062
电子邮件：dxh121t@sina.cn

啤酒花颗粒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四一团是新疆名城石河子市的一个中型团场，位于天山
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石河子垦区的安集海灌区。距石河子市 86 公里，距 312
国道和乌奎高速公里 35 公里，S224 省道惯穿团场南北，通讯发达，交通便利，
团部驻地北野镇。一四一团种植啤酒花已有 30 年历史，种植面积达 5000 亩。啤
酒花种植技术成熟，平均亩产干花可达 280 公斤，年产干花 1000 余吨。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啤酒花颗粒加工生产线。
三、项目总投资
8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税率 300 万元，投资回报率 25%。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姓名：张万利
姓名：闫青松
职务：党委常委、副团长
职务：招商办主任
电话：0993-5751018
电话：0993-5751713
传真：0993-5751092

年产 1000 吨番茄红素项目
一、项目概况
石河子一四二团位于新疆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独特的水、土、光、
热资源条件，使本地区成为新疆最大的番茄种植基地之一，石河子垦区及沙湾县
年种植番茄 20 余万亩，上述区域每年可产番茄皮渣 6 万余吨，具有品质好、价
格低的优势，可满足项目对原料的需求，并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四
二团南临霍连高速公路、312 国道、欧亚铁路北疆段，距乌鲁木齐 210 公里，距
石河子市 75 公里，距沙湾县 32 公里，距奎屯市 46 公里，距克拉玛依市 170 公
里，距博乐市 300 公里，距伊犁 490 公里，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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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 60 亩；建设内容包括厂房、研发中心、行政服务区、配套建
筑、萃取设备、配电设备、化验仪器、各类配套设备等。
三、项目总投资
6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正常年份年销售收入 10000 万，利润总额 1200 万，投资利润率 40%，投资
回收期 2.5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玉新
联系电话：0993-5635903
传真：0993-5635159
邮箱：liyuxin142@163.com

50 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塔额盆地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玉米的种植生产，新疆兵团第九师年玉米种植
面积 10 万亩。周边塔城、额敏、裕民、托里一市三县种植面积 120 万亩，年产
优质玉米 100 万吨。玉米深加工可加工 200 多种产品，如：酒精、有机绿色玉米
主食、玉米油、食品用变性淀粉、淀粉糖、调味料等。九师现有酒精生产许可证，
现招一家有规模的玉米深加工企业。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年加工 50 万吨玉米深加工生产线。
三、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大约 5 亿元。
四、效益估算
年销售收入为 2.5 亿元，生产总成本为 1.8 元，当年利税可达 70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兵团第九师巴克图工业园区
电话：0901-3384344

打瓜产品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兵团第九师地处塔额盆地，属于大陆性温带气候，光照充足，温差较大，
四季明显，年均气温为 6.1℃，年均降水量为 277.9mm，非常适宜打瓜种植。九
师及周边乡场打瓜种植面积近 60 万亩，产量达 6 万吨。塔额盆地盛产的打瓜籽，
颗粒饱满、光滑、均匀、色泽鲜艳、品质优良、天然绿色，打瓜籽是一种休闲食
品，打瓜皮渣是提取果胶的优良原料，打瓜原汁是一种天然饮料，提取果胶的废
5

渣可加工颗粒粕，是良好的牲畜饲料，市场前景广阔。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年加工打瓜籽 5 万吨、打瓜原汁 7.5 万吨、打瓜果胶 2000 吨的综合加工厂。
三、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投资利润率 20%，投资回收期 5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兵团第九师巴克图工业园区
电话：0901-3384344

黑加仑饮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兵团第九师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塔额盆地，属于温带大陆性
半干旱气候，日照充足，气候温凉，盛产野山杏、黑加仑、山楂等野生植物，其
营养元素丰富，食用价值较高。“十二五”末，这三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可达
到 10 万亩。野山杏、黑加仑、山楂以其丰富的营养和很好的保健功能在市场上
受到人们的欢迎，以其为原料生产的饮料和酒类等系列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具有
良好的开发价值。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一座年加工 10000 吨野山杏、黑加仑、山楂等饮料和酒类产品的加工厂。
三、项目总投资
18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投资利润率 18%，投资回收期 6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兵团第九师一六五团
电话：0901-3384344

年产 5000 吨番茄粉项目
一、项目概况
随着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番茄粉的国内市场需求正在迅速扩大，应用
领域越来越广，番茄粉不仅可以加水复原成水剂型的番茄酱和番茄汁，而且还可
以和油脂混合调配成油剂型的番茄酱，并可以作为配料广泛用于调味粉、汤料、
膨化食品、固体饮料以及焙烤食品中。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厂房 4200 平方米，库房及办公楼 3000 平方米，引进先进番茄粉加工生
产线一条。生产番茄粉 5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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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总投资
4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建成后年利润在 1000 万元以上，投资利税率 30%。投资回收期 4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兵团第九师巴克图工业园区
电话：0901-3384344

沙棘精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兵团第九师是新疆兵团确定的重要沙棘产业基地之一。根据兵团和第九
师沙棘产业发展的规划，第九师规划未来 5 年种植 10 万亩沙棘林。目前一七○
团已种植沙棘 37000 余亩，长势良好。通过工业化生产后的沙棘果系列产品，集
食品、保健品、药品为一身，被国内外公认为纯天然保健饮品，具有降低血压、
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弹性等功效。目前，沙棘系列产品价
格昂贵，市场潜力巨大，沙棘果的深加工产品备受人们青睐，市场前景看好。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年加工 5000 吨沙棘果。主要产品沙棘果汁 3000 吨，沙棘种子 220 吨，沙棘
果油 15 吨等沙棘系列产品。
三、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年利润 6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6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兵团第九师一七〇团
电话：0901-3384344

马鹿系列产品精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兵团第九师一六一团天麓鹿业是国家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的天山马
鹿科技示范基地，实施的“新疆天山马鹿种源基地”项目建设，使团场成为全疆
供应马鹿优良品种天山马鹿“天麓”品系的供应地。目前马鹿养殖规模达到 3000
头，已发展成为北疆最大的以天山马鹿养殖、良繁、鹿产品的研发、加工为一体
的马鹿场。但一六一团鹿产品加工手段还处于初加工时期，产品科技含量低，加
工规模小，远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寻求有实力的企业提高马鹿产品质量和加工规
模，开发具有科技含量高的鹿产品。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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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鹿茸血酒、鹿茸片、鹿胎素胶囊、鹿茸精胶囊等系列产品。
三、项目总投资
8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投资利润率 35%，回收期 3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兵团第九师一六一团
电话：0901-3384344

针织项目
一、项目概况
针织产品已经逐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登山广告布、新型能源、私
家游艇、医疗等领域。针织业又是纺织行业中增长较快的行业, 随着针织技术
不断创新和产业升级，在加强非棉纤维、差别化纤维、高性能纤维原料在针织产
品中应用的同时，开发高档绒类面料、弹性面料、保健型针织品，针织外穿服装、
高档针织内衣，不断开拓针织物在服装、装饰、产业用等各领域的应用，提高产
品附加值，前景十分宽广。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购置 500 台针织机，其中圆纬机 400 台、经编机 100 台，建设年产各类针织
织物 1.5 万吨的生产线。
三、项目总投资
3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预计年销售收入 7.5 亿元，利润 11250 万元，全部投资利润率 40%，全部投
资回收期 4 年（含建设期 1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997-461188

高档纺织面料及成衣项目
一、项目概况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穿着更加注重穿着舒适和
休闲，纯棉高档服装面料，是目前人们普遍看好的产品，并提出需求高档稀薄，
不贴身，穿着舒适，质感好的服装面料。用天然彩色棉生产出来的精梳纱和绿色
环保服装面料在美国、日本、欧洲、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十分抢手，在国际市场上
其销售价格是染色产品的 3—5 倍，通过与其它高科技生态纤维、功能纤维混纺、
交织可生产具有各种功能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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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厂房 8000 平方米，年产面料 500 万米，成衣规模依市场而定。
三、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预计年产值 2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997-461188

300 万套/年防皱抗菌系列棉纺产品项目
一、项目概况
利用阿拉尔市优势的棉花资源开发防皱抗菌丝光印花系列保健用品，属于高
科技含量、高效益项目，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年产 300 万套防皱抗菌系列棉纺产品，其中，保障床单 120 万条，保健被罩
120 万套，三件套 60 万套。
三、项目总投资
31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预计年产值 110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997-461188

200 万米/年羽绒布项目
一、项目概况
通过引进当今纺织机械较为先进的喷气织机设备，织制较为轻薄的羽绒布，
并进行单色或多色引纬。喷气织机具有投资少、效益高、速度快、机物料消耗少
的优点，结合阿拉尔市丰富的棉花资源和业已形成规模的棉纺织规模优势，发展
织布及后续加工产业，对于企业技术改造和提高、更新产品质量和档次、扩展市
场覆盖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阿拉尔市是中国著名的“长绒棉之乡”，产量居世界
第一。按照装备现代化、产业集聚化、链条完整化的要求，推进阿拉尔市纺织产
业链的发展。引进该机械及配套设备 30 台套，制 CJ14.5/14.5、523.5/193.5、
170 防羽布。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年产 200 万米羽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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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总投资
3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年盈利 40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997-461188

服装及纺织品生产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发展纺织品项目优势明显，一是原料丰富，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一半;
二是新疆有充裕和价格便宜的电力资源，平均电价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对于电
力成本占生产成本 10%-15%的纺织服装企业，非常有利;三是向西开放的区位优
势，通过新疆向中亚和欧洲出口服装可大幅减少运输时间，物流成本更低;四是
土地资源丰富;五是劳动力富裕。项目位于新疆内陆第一大口岸霍尔果斯境内的
新疆兵团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内。兵团分区是西部少有的具备公
路、铁路、航空近距离联运的具有特殊区位优势的开发区。其西与哈萨克斯坦国
接壤，区内有新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横贯东西，并且，铁路和公路路网与哈萨克
斯坦已经连通，而伊宁机场距离开发区仅 80 公里。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高端品牌服装设计、生产项目。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8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投资回收期 1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敏
电 话：0999-3176566
电子信箱：1271434744@qq.com

200 万套中高档家纺用品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是我国棉花的主要产区，年产棉花 300 万吨，约占全国棉花产量的 40%。
兵团石河子市年产优质细绒棉和彩色棉 35 万吨，现拥有纺锭规模 200 万锭，2010
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授予石河子“中国棉纺织名城”荣誉称号，石河子现已成
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具备发展家纺产业基础。目前石河子拥有
8000 余人从事棉纺织行业，技术管理人员占 15%。为发挥石河子棉花资源优势，
促进优势资源转化，依托石河子市轻纺工业的良好基础，延伸棉纺产业链，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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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积极引进外地及国外资
金，兴建高档家纺用品生产项目。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配套各类电脑绣花和高档绗缝设备 100 余台。形成年产 200 万套中高档家纺
产品能力，约合 5 万吨中高档家纺用品。
三、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 2.6 亿元。
四、效益估算
正常年份年销售收入 1.2 亿元，利润总额 4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6.5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国家级新疆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中心
联 系 人：刘羽
王峰
电 话：0993-2620856 2611695
传 真：0993-2622081
E-mail:liuyu@setd.gov.cn
wangfeng@setd.gov.cn

2000 台宽幅无梭织机项目
一、项目概况
兵团石河子市是新疆重要的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和棉纺织工业基地，年产优
质细绒棉和彩色棉 35 万吨，现拥有纺锭规模 200 万锭，2010 年中国棉纺织行业
协会授予石河子“中国棉纺织名城”荣誉称号，石河子现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
纺织品生产基地，具备发展织布行业的基础。国家振兴纺织业规划明确提出，把
新疆建设成为棉纱、棉布和纺织品生产基地，将赋予一些支持和鼓励政策，为新
疆棉纺织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依托石河子市的纺织工业基础和政策优
势，在石河子开发区建设以家用纺织品和服装面料项目，有利于棉纺织产业聚集，
有利于满足市场需求，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投资收益，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引进 2000 台宽幅无梭织机，建设年产 1.2 亿米家用纺织品和服装面料项目。
三、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 18 亿元。
四、效益估算
正常年份年销售收入 24 亿元，利润总额 3 亿元，投资利润率 16.6%，投资
回收期：5.5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国家级新疆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中心
联 系 人：刘羽
王峰
电 话：0993-2620856 2611695
传 真：0993-262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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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liuyu@setd.gov.cn

wangfeng@setd.gov.cn

年产 2 万吨针织品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是我国棉花的主要产区，年产棉花 300 万吨左右，约占全国棉花产量的
40%。兵团石河子市年产优质细绒棉和彩色棉 35 万吨，现拥有纺锭规模 200 万锭，
2010 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授予石河子“中国棉纺织名城”荣誉称号，石河子
现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具备发展织布行业的基础,是新疆重
要的优质棉花生产基地和棉纺织工业基地，生产的“银力”牌棉花是国内棉花著
名品牌。有 18000 多人从事棉纺织行业，其中技术管理人员占 15%。为发挥棉花
资源优势，促进优势资源的转化，依托石河子市轻纺工业的良好基础，延伸棉纺
产业链，凭借国家级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积极引进外
地及国外资金，采用国际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兴建针织布料的生产项目。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引进针织机 200 台，年产棉针织品 2 万吨。
三、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0.9 亿元，流动资金 0.3 亿元。
四、效益估算
正常年份年销售收入 7 亿元，利润总额 4000 万元，投资利润率 25%，投资
回收期 4.5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国家级新疆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中心
联 系 人：刘羽
王峰
电 话：0993-2620856 2611695
传 真：0993-2622081
E-mail:liuyu@setd.gov.cn
wangfeng@setd.gov.cn

年产 4500 万米印染及 1600 吨染整针织布项目
一、项目概况
印染后整理是新疆纺织业的薄弱环节，制约了新疆纺织加工水平和经济效益
的提高。兵团石河子市是新疆重要的棉纺织工业基地，地处新疆优先重点发展天
山北坡经济带的腹心，年产优质细绒棉和彩色棉 35 万吨，现拥有纺锭规模 200
万锭，2010 年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授予石河子“中国棉纺织名城”荣誉称号，
石河子现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具备发展织布行业的基础。新
疆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棉、毛、麻生产基地，可为项目供应充裕的原料。该项目
依托新疆、石河子垦区的资源优势和纺、织、印染的基础条件，发挥政策和投资
环境优势，引进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在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新疆的纺
织印染中心。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购置国内外先进设备，年印染 4500 万米布，染色针织坯布 1600 吨、染色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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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纱 500 吨。
三、项目总投资
3.7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2.9 亿元，流动资金 0.8 亿元。
四、效益估算
正常年份年销售收入 9.5 亿元，利润总额 8000 万元，投资利润率 21.6%，
投资回收期 6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国家级新疆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中心
联 系 人：刘羽
王峰
电 话：0993-2620856 2611695
传 真：0993-2622081
E-mail:liuyu@setd.gov.cn
wangfeng@setd.gov.cn

年产 1800 万米纯棉服装面料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是我国棉花的主要产区，年产棉花 300 万吨左右，约占全国棉花产量的
40%。石河子垦区年产优质细绒棉和彩色棉 35 万吨，是新疆重要的优质棉花生产
基地和棉纺织工业基地，所生产的“银力”牌棉花是国内棉花著名品牌之一，本
地棉纺织产业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现拥有纺锭规模 200 万锭，具备发展织布
行业的基础。为发展中高档服装面料、针织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石河子市有
8000 多人从事棉纺织行业，其中技术管理人员 1200 多人。充分发挥新疆，尤其
是石河子棉花资源优势，促进优势资源的转化，依托石河子市轻纺工业良好基础，
凭借国家级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积极引进外地及国外
资金，采用国际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兴建纯棉服装面料的生产项目。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年产服装面料坯布 1114 万米、装饰用布坯 330 万米、彩棉色织布 256 万米。
三、项目总投资
3.2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2.2 亿元，流动资金 1 亿元。
四、效益估算
正常年份年销售收入 3.6 亿元，利润总额 6200 万元人民币，投资利润率
19.38%，投资回收期 6.5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国家级新疆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中心
联 系 人：刘羽
王峰
电 话：0993-2620856 2611695
传 真：0993-2622081
E-mail:liuyu@setd.gov.cn
wangfeng@set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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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制造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伊犁地区钢铁生产企业三家：首钢伊犁钢铁现产能 100 万吨，目标 400
万吨，伊犁钢铁 200 万吨，奎屯昆玉钢铁 200 万吨，为工程机械制造项目提供原
材料保障。该项目位于新疆内陆第一大口岸霍尔果斯境内的新疆国家级霍尔果斯
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内。兵团分区是西部少有的具备公路、铁路、航空近距离联
运的具有特殊区位优势的开发区。其西与哈萨克斯坦国接壤，区内有新疆第一条
电气化铁路横贯东西，铁路和公路路网与哈萨克斯坦已经连通，而伊宁机场距离
开发区仅 80 公里。兵团分区重点发展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
新兴产业，以总部经济、现代物流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当地优势农产品加
工业。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占地 400 亩，建设一座年产 5000 台（套）工程机械的生产基地。产品有装
载机、挖掘机、压路机、大中型叉车等。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7 亿元。
四、效益估算
年平均产值为 20 亿元，年平均利润额 1.9 亿元，项目投资回收期 5.3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 址：新疆兵团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联系人：李敏
电 话：0999-3176566
电子信箱：1271434744@qq.com

摩托车组装生产项目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新疆内陆第一大口岸霍尔果斯境内的新疆兵团国家级霍尔果斯经
济开发区兵团分区（以下简称兵团分区）内。兵团分区是西部少有的具备公路、
铁路、航空近距离联运的特殊区位优势的开发区。周边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 8 个国家接壤，
在中亚西亚等地区出口贸易往来上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并且，铁路和公路路
网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已经连通，而伊宁机场距离开发区仅 80 公里。项目以摩托
车配件及摩托车系列产品加工基地为依托，在兵团分区现有厂房内建成摩托车整
体组装线，成品配件加工线和包装生产线。兵团分区现已建成 17 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可提供 10000 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摩托车配件，以及摩托车整体组装线，成品配件加工线和包装生产线。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1 亿元。
四、效益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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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可实现年组装、出口 30000 辆摩托车。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 址：新疆兵团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联系人：李敏
电 话：0999-3176566
电子信箱：1271434744@qq.com

农用机械设备生产组装项目
一、项目概况
从我国推进全程机械化分析，今后我国将集中力量解决耕作、播种、植保、
收获、烘干、秸秆处理六大环节，与玉米、水稻、小麦、油菜、大豆、马铃薯、
花生、棉花、甘蔗等九大作物的全程机械化问题，与之相关的农机市场将在政策
的推动下发力。烘干设备逆势增长，随着玉米籽粒收割机市场的崛起，烘干设备
市场或将以几何级数快速增长。畜牧机械快速发展，2016 年我国畜牧机械尤其
是大型青贮机械市场将快速升温，预计全年同比增幅将达到 15%以上。项目位于
新疆内陆第一大口岸霍尔果斯境内的新疆兵团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
分区内。兵团分区是西部少有的具备公路、铁路、航空近距离联运的具有特殊区
位优势的开发区。其西与哈萨克斯坦国接壤，区内有新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横贯
东西，并且，铁路和公路路网与哈萨克斯坦已经连通，而伊宁机场距离开发区仅
80 公里。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一条年生产 500 台农机设备的工业化生产线。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2 亿元。
四、效益估算
年利润约为 0.8 亿元，投资回收期为 4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 址：新疆兵团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联系人：李敏
电 话：0999-3176566
电子信箱：1271434744@qq.com

LED 通用照明产品研发及 EMC 综合投资项目
一、项目概况
同传统灯具相比，LED 灯具有高效节能、健康环保、寿命长、稳定性高等突
出优点。LED 灯具作为一种新型的节能、环保的绿色光源产品，将逐步取代传统
光源，必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新疆 LED 灯具照明市场潜力巨大。六师五家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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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乌昌经济圈的核心区域，贴近新疆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首府乌鲁木齐市，具
有承接半导体光源项目建设的核心区位优势。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兴建年产 3 亿瓦白光 LED 单灯和照明模组及 4 亿瓦 LED 日光灯、灯泡、筒灯、
射灯、路灯、隧道灯、背光灯、庭院灯生产线项目。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7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建成后，预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35 亿元，年实现税收 4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新疆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冯盛林
联系方式：0994-5829022
传 真： 0994-5829279
邮
编： 831300

50 万吨铝制品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概况
充分利用兵团六师煤电有限公司 380 万吨再生铝项目核心资源及师市周边
丰富矿产资源优势，在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年产 50 万吨铝制品深加工项
目，可进一步降低铝制品深加工产业成本。六师五家渠市将提升有色金属冶炼及
延压产业发展水平，延伸铝制品加工产业链，在五家渠工业区优势资源转换区建
成新疆最大的铝制品综合加工产业聚集区。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兴建年产 50 万吨铝制品深加工项目。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5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建成后，预计投资利润率 40%。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新疆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冯盛林
联系方式：0994-5829022
传 真： 0994-5829279
邮
编： 831300

纳米结构太阳能聚光光伏电池项目
一、项目概况
纳米结构太阳能聚光光伏电池技术开始率先用于航天工业，后来逐渐应运于
国民经济各领域。该装置由装有太阳光源追踪器的光伏聚光模块组成。高级聚光
模块正面为装满菲涅耳透镜的聚光面板，背面为发电板，板上为多结（MJ）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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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池且在菲涅耳透镜焦点上放置有二级聚光光学元件。五家渠地区日照时间
长，强度大，太阳能可利用率高。所以为项目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兴建年产 120MW 太阳能电池模块，建设工期 2 年。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3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投产后，年均销售收入 43000 万元，年利税额 12500 万元，年利润总额
8500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28.3%，投资利税率为 41.67%。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新疆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冯盛林
联系方式：0994-5829022
传 真： 0994-5829279
邮
编： 831300

年产 1500 万㎡陶瓷生产线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莫合台地区及周边区域陶土资源十分丰富，高岭土、长石矿储量大，矿石类
型主要为白色粘土矿，土质呈白色、暗青色，粘砂泥质、鳞片、土状结构，地表
风化层为土状或泡沫状，主要成分以高岭石、蒙脱石为主，约占 75%，易开采，
是生产陶瓷制品的优质原料。国内、疆内及周边国家对陶瓷制品的需求的不断增
长，为陶土资源开发提供了广阔前景。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年产各类地墙砖 1500 万㎡的陶瓷生产线及厂房。
三、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 3 亿元。
四、效益估算
投资利润率 30%，投资回收期 6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兵团第九师莫合台工业园区
电话：0901-3384344

大中型机械设备组装项目
一、项目概况
巴克图工业园区位于九师 163 团，处于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结合部，
被誉为“中亚商贸走廊”。巴克图口岸距哈萨克斯坦马坎奇镇仅 60 公里，距乌尔
加尔机场 110 多公里，距土西铁路枢纽站阿亚古兹市火车站仅 250 公里，距俄罗
斯西南部中心工业城市新西伯利亚 1200 公里，向西开放的战略位置十分突出。
克塔高速全线贯通，克塔铁路也即将全线开工建设，将尽快与哈萨克斯坦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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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阿亚古兹市土西铁路枢纽并轨，形成“第三条欧亚大陆桥”。2010 年元月起俄
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自三国实行关税同盟，巴克图口岸率先列入 5 天
24 小时通关机制，巴克图口岸出口优势明显。哈萨克斯坦每年进口机械、设备、
交通工具等进口额 154.75 亿美元，数量较大，哈萨克斯坦大中型机械设备市场
潜力巨大。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占地 300 亩，年组装各种车辆、机械设备 5 万辆。
三、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 2 亿元。
四、效益估算
年利润率 25%，投资回收期五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兵团第九师巴克图工业园区
电话：0901-3384344

新兴现代物流园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兴现代物流园区拟建于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号工业园区。涵盖长途物
流缓冲区、物流服务交易市场、第三方物流、配套服务区、多方位物流信息平台，
为第一师阿拉尔市及周边地区货物提供仓储、拆装箱、换装、中转；搜集、处理、
传递货源、运力信息。该项目区位交通优势明显，高速公路形成环线辐射和向中
心区直接辐射的快速路网体系，主要节点到市区的时间在 10～15 分钟以内，有
利于汽车运输和转运；依托城市主干道，可以使用小型车辆向市区进行快速配送；
高速公路可直接进入园区，依托高速公路、城市干线构成网状交通。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规划建筑面积 38500 平方米：建设办公及生活配套用房 540 平方米（办
公综合楼 1.6 万平方米）、展示交易大厅 500 平方米、标准化货仓 2000 平方米、
增值加工车间 5 万平方米；车辆及设备维修中心 310 平方米。
三、项目总投资
7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预计可吸纳 200 人就业，年货物吞吐量达到 20 万吨，仓储量达到 5 万吨，
配送量达到 2 万吨，交易额突破 3000 万元，实现税金 150 万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
六、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国家级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
联系人：田忠成（18199093566）；段建文（1357910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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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物流交易加工中心项目
一、项目概况
建设与农产品流通相配套，为农产品交易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资金结算中
心和检验检测中心，将先进的农产品信息采集发布系统、电子统一结算方式和农
产品批发市场检验检测系统引入项目区，建立现代化、高效率、人性化的流通市
场。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年产 100 万吨果品，拥有 100 万头牲畜。优越的区位优
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投资环境，必将成为现代物流
企业打造“串联东西、贯通南北”物流中心的战略选择。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农产品物流交易加工中心。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2 亿元。
四、效益估算
本项目一期建成后可形成年 10 万吨农产品物流的仓储能力，年现货交易额
可达 10 亿元人民币，期货市场交易额一期达 20 亿元。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6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国家级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
联系人：田忠成（18199093566）；段建文（13579107780）

纱线物流交易中心项目
一、项目概况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5】2 号）明确了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新疆四大综合性纺
织服装产业基地之一。目前，国家级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纺织服装企业
13 家, 2016 年底将达到 105.88 万锭的纺纱生产能力。改项目是以纱线为主，面
向全国及亚洲纺织业原料和产品的交易市场，是一家为产品的买卖双方提供质量
监控、仓储物流、交收清算的综合性市场。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面向全国及亚洲纺织业原料和产品的交易市场。
三、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
四、盈利模式
交易手续费。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国家级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
联系人：田忠成（18199093566）；段建文（1357910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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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湖旅游度假区项目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青湖经济开发区南区。青格达湖风景区栖息近 200 种珍稀鸟类，是
省级自然保护区，调节和净化空气，被成为“首府之肾”。本项目是进入整个青
格达湖旅游区的门户。以乌昌地区为核心市场，面向全疆地区，规划以水环境营
造为重点，以水为主题，建成一个集生态性、参与性、体验性、娱乐性为一体的
旅游区。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旅游集散中心、中亚新疆文化博览园、民俗文化演绎中心、游戏主题乐
园等项目。建设滨水休闲体验区、都市生态庄园区、绿岛天堂、水上康乐休闲区、
青湖森林休闲拓展区、入口服务区、冰雪汽车动感运动休闲区、湿地公园、青格
达养生苑等。
三、项目总投资
占地面积约 1010 亩，总投资约 110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建成以后，年接待游客量将达到 2000 万人次，年门票收入达到 2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五家渠青湖经济开发区招商局
联系电话：0994-5808928、5805825
传
真：0994-5810470

城北科教新城项目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青湖经济开发区北Ⅰ区。坐落在五家渠市中心城区以北，本区域中
部有猛进干渠穿过，东侧区域现有万亩葡萄园项目。立足于新疆产业发展及周边
工业园区对人才的巨大需求，西侧区域规划建设五家渠高新科技产业园及高等职
业教育为主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园区，打造服务于全疆的自治区级高新科技产业
园、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东侧区域以现有万亩葡萄园为基础，建
设青湖万亩葡萄园旅游综合体。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包括西域古城、国家屯垦历史博物馆、中华国学馆、民族文化观、高新科技
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意设计产业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办公区、物联
网基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园区、青湖万亩葡萄园旅游综合体等。
三、项目总投资
总面积约 15000 亩，总投资约 600 亿元。
四、效益估算
规划期末引进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3-5 家，高新技术企业 100 家以上，实现年
产值 1000 亿元以上，设计成果 200 项以上，科技转化率 60%以上。
五、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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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五家渠青湖经济开发区招商局
联系电话：0994-5808928、5805825
传
真：0994-5810470

冷链物流和绿色食品配送中心项目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青湖经济开发区北Ⅱ区内。据统计，我国食品的冷链物流率只有百
分之十几（发达国家一般在 80%以上），约有 80%左右的水果、蔬菜、肉类和水产
以传统的车厢（常温和保温车）进行运输，冷链物流产业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潜
力。项目主要以疆内市场及乌昌地区为主。是集农产品冷链物流、冷食品加工、
冷食品批发等功能于一体的园区。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以农产品、乳制品及肉制品和冷饮为内容，建设冷冻冷藏库房、经营交易区、
五星级定点屠宰加工厂、冷食品批发市场、绿色食品配送中心等。
三、项目总投资
占地面积约 1000 亩，项目总投资约 8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预计可增加就业 1500 人，实现年 50 亿元的交易额。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五家渠青湖经济开发区招商局
联系电话：0994-5808928、5805825
传
真：0994-5810470

青湖万亩葡萄园旅游综合体项目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五家渠青湖经济开发区北Ⅰ区东部地块。本项目具备规模化现代种
植的条件，具有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一方面可以为城北科教新城提供休闲娱乐、
科教研发的平台，一方面为北工业园及周边区域提供原材料和产业支持，是五家
渠市现代服务业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五家渠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项目
依托五家渠葡萄种植业，建设万亩葡萄园综合体，开展观光采摘、度假会议、休
闲娱乐、康体养生等活动，打造五家渠度假养生的高地。打造万亩葡萄园综合体。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包括万亩葡萄园、紫晶藤城堡、商务会馆、健身俱乐部、葡萄园大酒店、会
议中心、美容沙龙等七个子项目。
三、项目总投资
占地面积约 10000 亩，总投资约 10 亿元。
四、效益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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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30 亿元。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五家渠青湖经济开发区招商局
联系电话：0994-5808928、5805825
传
真：0994-5810470

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一、项目概况
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是著名的红花之乡，
“庭州牌”红花享誉疆内外，主要种植优质小麦、酒花、色素甜菜、薄荷、红花
等。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大三台沟景区和北庭沙漠景区两个 AA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及下兴
湖水库旅游景区开发工程。
三、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
四、合作方式
独资。
五、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红旗农场
联系人：马忠国
联系方式：0994-6971167
传 真：0994-6971277 邮
编：831702

巴克图园区物流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巴克图口岸距塔城市区 12 公里,是新疆距离城市最近的口岸。优越的通商条
件,使巴克图口岸成为目前我国连接俄罗斯及中亚各国最便捷的口岸,被誉为“准
噶尔门户”、“中亚商贸走廊”。九师巴克图工业园区地处团场境内，介于巴克图
口岸与塔城国家级对外经济开发区之间，是兵团对外开放的最前沿，随着口岸贸
易的成倍增长、客流、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以及巴克图口岸 24 小时通
关协议的达成，为建设巴克图兵团级国际物流港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目前，
已为物流中心规划好开发用地，为开发建设国际物流港创造有利条件。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集交易、运输、换装、仓储、货代、信息和其它功能于一体，以果菜、
农产品贸易为基础，逐步拓展机电、建材、家具等进出口贸易的物流园区。
三、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约 30 亿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建成后，年市场交易额累计 40 亿元，园区辐射塔城周边地区及北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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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新疆兵团第九师巴克图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0901-3384344

莫合台园区物流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第九师莫合台工业园区系兵团级工业园区，地处克拉玛依市、额敏县、托里
县、和布克赛尔县一市三县中心，距阿拉山口口岸 257 公里，距巴克图口岸 180
公里。省道 S318 穿园而过，省道 S201 线、克拉玛依—塔城高速公路、克拉玛依
—塔城铁路距园区 20 公里，属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中巴经济走
廊”的重要节点和辐射区，交通条件优越，运输便利。且园区及周边资源十分丰
富，园区以新型建材、清洁及可再生能源、矿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主导产业，
带动城镇物流发展，支撑莫合台城镇建设。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集物流配送，仓储贸易，服务配套于一体的综合物流园区。一期计划项
目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各种运输车辆 100 辆。
三、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 8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建成后，利润率 15%，投资回报期 10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新疆兵团第九师莫合台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0901-3384344

莫合台胡杨林旅游开发项目
一、项目概况
新疆兵团第九师一七〇团莫合台山川风貌迥异，戈壁胡杨独特，动植物资源
丰富。有山丘、谷地，沙砾石，滩地等地，有 4000 多亩保持原生态的傲立苍穹、
千年不倒，万年不朽的戈壁胡杨风景，草原与草地、野生动物栖息地等生物景观，
有湍急清澈、远离闹市区旖旎的白杨河，湿地、冰雪等水域景观，民间习俗、人
文活动等。民众风情各异：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有本民族语言，热情好客能
歌善舞。当喜庆之日，举办“叼羊”活动，青年男女身着艳丽的民族服饰，弹唱
“冬不拉”，翩翩起舞。重大节日活动有肉孜节、古尔邦节、阿肯弹唱会等，主
要饮食有手抓肉，炸馓子，油果子、各种手工点心、手撕风干肉等。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胡杨林旅游产品序列开发。
三、项目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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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1000 万元。
四、效益估算
项目建成后，年利润 2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5 年。
五、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新疆兵团第九师一七〇团
联系电话：0901-338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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