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对外招商项目

（汇总资料）



阿里河林业局－蓝莓种植野生修复驯化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单位：阿里河林业局

二、项目名称：蓝莓种植、野生修复驯化基地建设项目

三、项目建设条件：

（一）是生态环境建设与后续产业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过

渡的开采与利用，使林区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改善

林分结构，提高森林质量”成为林区“十二五”规划的主要建设

目标。

蓝莓不但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其药用与保健功能更为突

出。全球对蓝莓的需求量十分巨大，据北美蓝莓协会预测，目前

全球蓝莓市场的年需要量达 40 万吨，并且市场需求仍然在持续

增加，而当前全球产量只有 24 万吨，缺口近一半。因此，我公

司以恢复森林植被为主要目的，提高当地居民对蓝莓的认识，既

满足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又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同时，蓝

莓也是庭院绿化的好树种，相信蓝莓生态游项目也定会成为该地

区特色休闲业的新景观。

在我公司发展蓝莓产业，既可提高我区的森林覆盖率，获得

较高的生态效益，同时通过对其开发利用又可兼获可观的经济效

益，是改善林产品结构单一的有效途径。

从保护生态系统的角度看，灌木型蓝莓对热量、肥力条件要

求低，发达的根系在土壤表层交织成网，抗逆性强，成林快，一

次投入多年收获，宜于对高寒山区脆弱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

是保证林区生态环境建设成效和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



质前提。因此，引种培育蓝莓，对后续产业的发展，意义十分重

大。

（二）是提高居民对林业认识的有效途径

野生蓝莓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分布较广，是具有较高生态、

经济价值和广阔开发前景的新兴灌木果树。其独特的保健和药用

价值，在国内外极受欢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蓝莓生产集高效益、劳动密集和可利用山地资源特点于一体，

通过发展蓝莓生产，可以有效地提高就业量；可以通过对山地资

源的开发利用，实现林业产业的外延扩张，创造新的就业空间，

增加职工收入，使林区职工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林区做出积极的贡献。发展蓝莓产业对促进林区剩余劳动

力就业和提高职工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提高居民对

林业发展前景认识的有效途径。

四、建设内容：

1、蓝莓种植培育基地：阿里河林业局中心苗圃

2、以伊山、红星、兴阿等北部生态功能区为主，建立野生

蓝莓种质资源保护区，将其纳入到良种繁殖圃范围，严格看护管

理，杜绝非林业采摘行为，实行林业局统一管理统一采摘行为。

首先，在原产地进行移植，扩大其在原生态环境中的数量和面积，

保持本地野生蓝莓的固有优势；适时通过去密留疏的间苗移植到

试验区，通过驯化进行扩繁 28500 亩。建立野生蓝莓种质资源保

护区 1500 亩。

3、在各生态功能区选择合适的位置进行栽植，分 4 个功能

区种植 4800 市亩。



4、繁育培育 200 市亩，其中：试验区 100 市亩，良种繁殖

圃 50 市亩，引种区 50 市亩。

五、投资估算：

（一）投资估算

蓝莓产业投资总额预计 10539.76 万元，其中，工程费 9165.76

万元，其他费用 1374 万元。

（二）资金筹措

该项目总投资为 10539.76 万元，拟申请国家转型补助 2108

万元，占 20%；企业自筹和吸纳社会资金入股方式，筹集 8431.76

万元，占 80%。

六、效益预测

项目建成 5 年后，种植区即可进入产果期，亩产可达 800

斤（保守），按市场平均价格 15 元/斤计算，每亩产值 12000 元，

去掉每亩成本 4000 元，利润可达 8000 元/亩。改培区亩产可达

400 斤（保守），每亩产值 6000 元，去掉每亩成本 3000 元，利

润可达 3000 元/亩。项目建成后规模达到 35000 市亩，可创年利

润 13000 万元。并且，以后年度只投入极少的经营成本，获取几

十年的极高收益。

七、前期工作：项目建议书编制完成，

八、合作方式：合资 合作。

九、项目单位：内蒙古阿里河林业局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文强

电话：13604702916

附图：





绰尔林业局－大峡谷国家级森林公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项目单位：绰尔林业局

二、项目名称：大峡谷国家级森林公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三、主要建设内容：（1）景区门区。在公园出入口建设景区门

区，完善门区基础设施。（2）景区景点建设。景区景点建设主

要内容包括大峡谷、天然石塘林、兴安云顶 3 大景区及其景点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管理站点、景区连接路、景区地面硬化、步栈

道、游客服务中心、广场、特色餐厅、凉亭、停车场、公共交通、

观景台、解说系统、标识标志等景区景点游览必须设施及供电、

供热、环卫等基础设施。森林公园面积 21191.00 公顷。

四、投资总额：1.0968 亿元。

五、前期工作：完成规划设计，可研报告。国家林业局已批复立

项。

六、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海

电 话：13704705204

附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绰源林业局－国家森林公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单位：绰源林业局

二、项目名称：国家森林公园建设项目

三、主要建设内容：

那日苏景区：

（1）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飞机场、飞机库的维修与改造；新建航

站楼、劳工棚、日军军官办公室、刑讯室、放映厅、战壕、碉堡、

地面与地下交通道等。配套设置模拟战争场面所涉及的声、光、

枪械等。（2）高山湿地景观区选用不同材质建设湿地栈桥、凉亭，

设计风格要体现原生态的高山湿地特色，建设区域选择时既要考

虑视觉景观，又要考虑不打扰鸟类栖息和觅食。

对原有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的 6 栋木屋别墅进行改建，室内配置

现代化服务设施，并完善给排水和供电、网络等设施。附近配套

建设咖啡厅、酒吧等（3）森工企业文化展厅建设

设计开放式的展览馆，在设计风格上每个展厅既有关联又相对独

立。展厅内主要通过图片、实物的形式，全面展现林区生产、营

林、防火、森调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历程。

乌丹景区：

（1）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游客服务中心功能，增加旅游纪念

品售卖区，休息区、地质科普展示区，在各景点配套建设停车场，

环卫设施，休息座椅等。（2）木栈道建设

对原有的木栈道进行修缮，新建一线天到乌丹河的栈道环线，在

冰石河景点处新建观景平台。（3）热气球观光处

建设一处热气球观光站，为游客提供热气球观光活动，配套建设

一处停车场。



野生植物园：

（1）野生植物园提升现有植物配置，丰富层次和植物种类，补

植乔木、灌木、林缘植被及水生植物，增强植物多样性的特点，

以草-花-灌-乔的不同组合体现根繁叶茂植物生长的主题。整体

配置遵循以下原则：1、自然野趣为主；2、空间收放有致；3、

适地适树.按照景观特色和功能特点划分为两大空间区域，即：

山林野趣区和通透区 A．山林野趣区：本区以云杉林、白桦林和

桦木混交林为主，通过不同的植物配置层次，形成疏密结合的林

下空间。游客可以在这里散步，也可以骑车慢行，尽情享受这林

间野趣。 云杉林：云杉树形高耸，姿态优美，此区以红皮云杉，

云杉，白扦，青扦为骨干树种，搭配辽东冷杉，华北落叶松等，

同时增加白桦，椴树，榛类等。

白桦林：以片植白桦为主，或配以纯净草坪或配以红瑞木，红白

两色的冲撞，即使在冬季也令人振奋。

混交林：以针阔混交林为特色，林下形成多种林窗，或栽植野生

地被花卉或栽植各种荫生植物，力争模拟原始森林形态。

B.通透区:分为阳光草坪区、纯净花海区、百花草甸区。游客可

以在这里野餐露营、也可以进行婚纱摄影，举办一场演出也是个

不错的选择。

阳光草坪：舒适、柔软的草坪是露营野餐的好去处。

纯净花海：以紫红色系为主的波斯菊花海，从仲夏到晚秋花期不

绝。

百花草甸：以各种当地野生花卉与野草组成的百花草甸，不仅体

现了生态多样性，同时也是显著区别于其它植物园的特色之一。



（2）专类植物园：

植物专类园是植物园中最体现地区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特色的

区域之一，按照植物的分类系统和价值来进行分类种植，从而形

成各个专类园，供游人欣赏学习和林区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根据本区域植物资源特点，设置以下专类园。

浆果采摘园：驯化栽培各种野生浆果，如越桔、东方草莓等供游

客采摘。野菜园：驯化栽培蕨菜、黄花菜、桔梗等供游客采摘。

食用菌仿生栽培园：仿生栽培白蘑、木耳等，供游客购买。

北药种植园：以喜冷凉草本药草为主，配合岩石布置，形成岩石

药草园；野生花卉园：栽植各种野生花卉植物，考虑不同植物开

花季节，进行合理的搭配种植，确保园内保持长久地野花烂漫，

争奇斗妍的景观；

芳香园：以展示芳香植物为主，各种植物散发的芳香气味，沁人

心脾；另外设置科研驯化苗圃，供科研人员开展野生资源植物驯

化栽培研究，不断增加专类园植物种类，丰富园区内容。

（3）多功能中心

主要包括科研中心、展览中心、游客服务中心三部分建设内容。

科研中心：建有驯化栽培实验室、资源植物应用研发实验室，科

研成果推广应用中心等，主要开展科技研发，科研成果推广，技

术培训，科普教育等；

展览中心：通过标本、图片、多媒体等展示介绍各种野生植物；

游客服务中心：提供门票、信息咨询等服务，提供花卉、苗木、

植物标本等旅游商品。

（4）其它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停车场、游览道路、生产道路、休息景观亭、标识系统、给

排水设施、灌溉设施、环卫设施、消防设施等等。

三、前期工作：已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国家林业局批复立项。

四、投资总额：1.2596 亿元

五、前期工作：前期工作：完成规划设计，可研报告。国家林业

局已批复立项。

六：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 峰

电 话：13754002027

附图：

（图一）



（图二）



根河林业局－驯鹿养殖引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单位：内蒙古根河林业局

二、项目名称：驯鹿养殖引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三、项 目 概 述：

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是我国二类保护珍贵动物驯鹿

的唯一产地，目前存栏仅有 2，000 多头。驯鹿是鄂温克猎民传

统饲养的半野生经济动物，因生长着马头、鹿角、驴身、牛蹄的

奇特造型而得俗名，“四不像”。最大特征是不论雌雄均生茸角，

又叫角鹿。善于在沼泽塔头，枝丫茂密的森林中穿行，能驮运东

西，是鄂温克猎民在原始森林中游猎的动力，被誉为“林海之舟”。

驯鹿既是难得的观瞻动物，又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从蹄到角浑身

是宝，用途极广，内销外贸，驰名中外。它的皮毛可穿，制革做

裘，柔软耐磨；肉可食、营养丰富，椐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鉴

定，驯鹿所含维生素 B1、B2、氨基酸和其它 16 种微量元素含量

极高；鹿茸、鹿鞭、鹿筋、鹿心血、鹿胎等均为珍贵中药材和保

分健品。根河林区作为驯鹿的主产地区，具有发展驯鹿养殖及良

种繁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区域优势，通过传统的养殖方式的

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运用现代管理体制、机制，科学谋划，有

序推进，做大做强驯鹿养殖产业。

四、项目前期工作：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项目投资估算：6，580 万元

六、项目主要经济指标（效益分析）：拟养殖 2，000 头计算，产

值达 4，200 万元，实现利润 2，503 万元。



七、合作方式：合资 合作

八、联系方式：

内蒙古根河森林工业有限公司经济贸易办公室

联 系 人：仲兆辉

联系电话：0470－5292607

通迅地址：内蒙古根河市

邮 编：022350

附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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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都尔林业局－矿泉水



2

一、项目单位：内蒙古库都尔林业局

二、项目名称：呼伦贝尔市北纬 50 度矿泉水项目开发

三、项目背景：

开发项目位于库都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生态功能区内库都尔镇新

帐房里新河管护所院 ，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紧邻牙伊公路，距国

道 144 公里，距海拉尔飞机场 210 公里，电力资源便捷，是理想的

矿泉水项目开发基地。

四、招商项目开发可利用现状：

库都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申请“蒙库” 牌商标国家商标局已经

受理；条形码注册国家已经批复；水质纯净清澈、清凉可口，符合

国家《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经《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院

检测中心》（报告编号：DH2014-SY-1209）检测含有大量的常量元素

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其中锶含量极高，属纯天然矿泉水。

五、建设内容：新建设生产线 2 条

六、总投资额：6000 万元；建设年限： 2 年

七、建设规模：年产矿泉水 9 万吨；

八、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九、项目单位：内蒙古大兴安岭库都尔林业局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冯广利

电 话：0470－7538172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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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都尔林业局－柳蒿芽



一、项目单位：内蒙古库都尔林业局

二、项目名称: 纯野生植物柳蒿芽饮品的技术研究

三、项目背景：库都尔林业局生态功能区面积 50万公顷，林下

资源、林间空地资源十分丰富，产业优势明显，自然条件优越，技术

准备充分，劳动成本优势明显，适宜野生柳蒿芽生长的气候资源优势

明显。本项目实施后符合《国家林业局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 年）》重点领域优先发展和对特色产业科技支撑的指导

思想，该产品品种新颖，纯天然，且营养价值高，全国 50 多个大中

城市的菜市场都可以看到柳蒿净菜的销售，开发潜力巨大，具有广泛

的市场前景；实行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服务，以科技支撑为依托，

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大力发展野生柳蒿芽加工业，使企业、职工均获

益，对于当地经济快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主要建设内容：（1）柳蒿芽产品加工区；（2）辅助生产设施

及公用配套设施；(3) 柳蒿芽原汁提取车间；（4）柳蒿芽香醋提取车

间；（5）柳蒿芽减肥茶车间；(6) 原料库房、冷库、成品库房；(7)

研发实验室；（8）管理及业务用房；（9）生产设备；（10）研发检验

设备。

五、投资总额：1000 万元

六、、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七、项目单位：内蒙古大兴安岭库都尔林业局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冯广利



电话：0470－7538172



库都尔林业局－沙棘



一、项目单位：内蒙古库都尔林业局

二、顶目名称：大果沙棘及后续产业开发建设项目

三、项目背景：天然果汁饮料是 21世纪全世界观注的高级珍品。

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品位的多元化，味美可口、营

养丰富的果汁饮料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预测我国果汁市场将进

入高速成长阶段，果汁饮料作为一种天然、低糖的新型健康饮料，越

来越被消费者所接受。

浓缩汁采用高新技术、先进设备浓缩加工而成，不仅保留了原料

的风味和营养成份，而且具备各自的特色，深受人们的喜爱，市场前

景十分广阔。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果汁饮料行业逐步成为一个

朝气蓬勃的产业，已发展成一个利润较为可观的行业。

沙棘有着非常可观的生态和经济价值。它的全身都是宝，根、茎、

叶、果特别是果实含极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含有人体自身不能合成

的各种氨基酸。果实果汁还含有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脂肪酸、多种

微量元素、生物碱、黄酮等 190 种重要物质。沙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目前已成为高档化妆品的主要原料。

库都尔林业局自 1999 年开始引种俄罗斯无刺大果沙棘，发展至

今已历时十多年的时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技术经验。该

树种小灌木、多功能、大产业的发展趋势，填补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

区人工经济林成规模培育的空白。目前已营造沙棘林 11000 亩，成林

6000 余亩，已成功改建 2000 亩沙棘采穗圃，采穗圃年产 300-400 万

株苗木，能为林区大面积发展沙棘经济林提供优质种苗。为发展沙棘

后续产业，2005 年库都尔林业局建立了小型沙棘果醋、饮料生产线。

四、主要建设内容：该项目拟建设 1条沙棘饮料生产线。项目建



成后的生产能力可达沙棘饮料 10000 吨/年。

五、总投资额：2717.42 万元，

六、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七、项目单位：内蒙古大兴安岭库都尔林业局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冯广利

电话：0470－753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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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归林业局－敖鲁古雅国际狩猎场



2

一、项目单位：满归林业局

二、项目名称：敖鲁古雅国际狩猎场建设项目

三、项目建设单位简介

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林

管局），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北部的国有大型森工企业。生态功能区总

面积 39.1 万公顷。西北与原始林区管护局接壤，北部和黑龙江省漠

河县相邻，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承担着生态保护与建设和企业

经营管理功能。活立木总蓄积 316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94%。生

态功能区内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白桦和樟子松，林下有蓝莓、

越桔（红豆）、蘑菇等山特产品和黄芪、草参等珍贵药材，林中繁衍栖

息着棕熊、飞龙、狍子等野生动物，地下蕴藏着锰、花岗岩等矿藏，

旅游景区主要有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月牙弯脚印湖、敖鲁古雅

鄂温克民俗乡原址等。

四、项目介绍

内蒙古敖鲁古雅国际狩猎场是 2011 年 8 月由内蒙古自治区林业

厅批准建立。狩猎场面积 2903 公顷， 该项目建设以鄂温克民族生

活遗址及山水自然风光为主，辅以民风、民俗等文化特征，景点以

狩猎、餐饮、宾馆、洗浴、娱乐为一体，容敖乡原古狩猎与现代星

级服务为一体。踞满归 16 公里。项目规划为狩猎区、缓冲区、森林

游览区、漂流区、狩猎度假区。

五、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敖鲁古雅国际狩猎场已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正式批复，成

为自治区内唯一一家国际狩猎场。已完成项目可研论证。

六、项目建设内容

新建狩猎场管理中心、储藏库、车库、仓库、大门 1 座，停车场、

砂石路、机井、蓄水池、锅炉房等基础设施及必要的设备。并对《最

后一个猎人》拍摄基地进行修复，计划新建大型滑雪场一处，寒温

带野生动植物科考中心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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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5800 万元。

八、合作意向：合资合作。

联系人：张永清

电 话：1334703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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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归林业局野生食用菌（蘑菇）深加工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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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单位简介

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林

管局），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北部的国有大型森工企业。生态功能

区总面积 39.1 万公顷。西北与原始林区管护局接壤，北部和黑

龙江省漠河县相邻，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承担着生态保护与

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功能。活立木总蓄积 3160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94%。生态功能区内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白桦和樟子

松，林下有蓝莓、越桔（红豆）、蘑菇等山特产品和黄芪、草参等

珍贵药材，林中繁衍栖息着棕熊、飞龙、狍子等野生动物，地下

蕴藏着锰、花岗岩等矿藏，旅游景区主要有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

园、月牙弯脚印湖、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原址等。

二、项目介绍

整合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七局（根河、金河、阿龙山、满

归管护局、得耳布尔、莫尔道嘎）丰富的林下食用菌资源，集

中进行野生食用菌深加工，形成规模化生产。林业局经过多年

的探索和试验在野生食用菌深加工项目中已具备成功经验。

三、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野生食用菌（蘑菇）深加工项目前期工作已基本就绪。已

经部分牛肝菌销往北京等城市。已完成项目可研论证。

四、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综合厂房，达到年生产加工食用

菌 12 万吨，其中：年生产加工鲜食用菌 9 万吨，速冻食用菌

2.85 万吨；年产干食用菌 0.15 万吨。在原冷库的基础上，再

新建一处 2000 平方米的新型冷库。

五、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为 5000 万元。

六、合作意向：合资合作。

联系人：周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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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347008118

传真：0470-2861236

邮箱：zyc7441122@126.com

邮编：022363

通讯单位：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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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归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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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单位简介

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

（林管局），位于大兴安岭北麓西北坡，地处内蒙古根河市境内，

是处在内蒙古自治区最北部的国有大型森工企业。生态主体功能

区总面积 39.1 万公顷，西北与原始林区管护局接壤，北部和黑

龙江省漠河县相邻，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承担着生态保护与

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功能。活立木总蓄积 3160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94%。生态功能区内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白桦和樟子

松，林下有蓝莓、越桔（红豆）、蘑菇等山特产品和黄芪、草参等

珍贵药材，林中繁衍栖息着棕熊、飞龙、狍子等野生动物，地下

蕴藏着锰、花岗岩等矿藏，旅游景区主要有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

园、月牙弯脚印湖、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原址等。

二、项目介绍

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林业局批复的林区八大国家

森林公园之一。这里野生动植物繁多，山石奇特，景观千姿百态。

公园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北与黑龙江省漠河县毗邻、西北与

我国面积最大的唯一集中连片的原始林区接壤、西南同莫尔道嘎

国家森林公园相连，是进入北部原始林区国家公园的三大重要门

户之一，是呼伦贝尔草原游、森林游、漠河北极村游黄金旅游线

路上的必经之驿站，是连接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大旅游圈和黑龙江

省漠河旅游线路的要塞。该项目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文化旅游

资源，建设具有大兴安岭特色的生态旅游区。

三、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该景区 2011 年已被自治区批准为 AAA 景区。项目已完成可

研及批复、项目选址、用地预审、环评报告及批复等项工作。

四、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旅游接待服务中心、景区道路、森林人家接待区和民激

流河漂流俗风情表演中心、车辆购置、停车场、停机坪、服务设

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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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27000 万元。

六、合作意向：合资合作。

联系人：周艳昌

联系电话：13347008118

传真：0470-2861236

邮箱：zyc7441122@126.com

邮编：022363

通讯单位：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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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兴安岭 摄影、观光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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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单位简介

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

（林管局），位于大兴安岭北麓西北坡，地处内蒙古根河市境内，

是处在内蒙古自治区最北部的国有大型森工企业。生态主体功能

区总面积 39.1 万公顷，西北与原始林区管护局接壤，北部和黑

龙江省漠河县相邻，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承担着生态保护与

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功能。活立木总蓄积 3160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94%。生态功能区内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白桦和樟子

松，林下有蓝莓、越桔（红豆）、蘑菇等山特产品和黄芪、草参等

珍贵药材，林中繁衍栖息着棕熊、飞龙、狍子等野生动物，地下

蕴藏着锰、花岗岩等矿藏，旅游景区主要有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

园、月牙弯脚印湖、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原址等。

二、项目介绍

基地位于北岸境内，是满归及奇乾、乌玛、永安山等北部原

始林区中最高的一座山峰，距离满归镇约 80 公里。站在 1409（偃

松岭）可以俯瞰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森林景观，仿佛人在云中、

宛如仙境。是摄影爱好者的理想去处。

三、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该项目已完成论证等项工作。

四、、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

重点建设林业局局址至原始林区旅游线路，升级改造道路

208 公里（满归至管护局交界处 60 公里、满归与管护局交界处

至白鹿岛 120公里、北岸林场至 1409摄影观光基地 28公里）、

摄影观光台、停车场、停机坪等设施建设。

五、投资估算

项目总估算投资：2748 万元；

六、合作意向：合资合作。

联系人：周艳昌

联系电话：13347008118

http://my.poco.cn/tags/tag_search.htx&tag_search_referer_source=KEYWORDS_LINK&q=%BE%B0%B9%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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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470-2861236

邮箱：zyc7441122@126.com

邮编：022363

通讯单位：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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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归野生蓝莓等浆果深加工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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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单位简介

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

（林管局），位于大兴安岭北麓西北坡，地处内蒙古根河市境内，

是处在内蒙古自治区最北部的国有大型森工企业。生态主体功能

区总面积 39.1 万公顷，西北与原始林区管护局接壤，北部和黑

龙江省漠河县相邻，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承担着生态保护与

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功能。活立木总蓄积 3160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94%。生态功能区内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白桦和樟子

松，林下有蓝莓、越桔（红豆）、蘑菇等山特产品和黄芪、草参等

珍贵药材，林中繁衍栖息着棕熊、飞龙、狍子等野生动物，地下

蕴藏着锰、花岗岩等矿藏，旅游景区主要有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

园、月牙弯脚印湖、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原址等。

二、项目介绍

野生蓝莓等浆果产品作为名优、稀特、高档食品，尤其是

被誉为世界十大健康食品之一的蓝莓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受

到人们的关注和追捧。该地区野生蓝莓独具特色、自然蓄积丰

富，有绿色宝库之美誉。建设高端野生浆果精品加工基地，可

年产野生蓝莓鲜果 300 吨、红豆 2000 吨果干及果酒生产线等。

三、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该项目已完成论证等项工作。

四、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新建生产车间、果酒生产线、酒窖、冷库、制冷机组房、

发酵车间、包装车间、及配套附属设备。

五、投资估算

项目总估算投资：5000 万元。

六、合作意向：合资合作。

联系人：周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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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347008118

传真：0470-2861236

邮箱：zyc7441122@126.com

邮编：022363

通讯单位：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局



16

北岸游客集散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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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单位简介

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

（林管局），位于大兴安岭北麓西北坡，地处内蒙古根河市境内，

是处在内蒙古自治区最北部的国有大型森工企业。生态主体功能

区总面积 39.1 万公顷，西北与原始林区管护局接壤，北部和黑

龙江省漠河县相邻，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承担着生态保护与

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功能。活立木总蓄积 3160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94%。生态功能区内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白桦和樟子

松，林下有蓝莓、越桔（红豆）、蘑菇等山特产品和黄芪、草参等

珍贵药材，林中繁衍栖息着棕熊、飞龙、狍子等野生动物，地下

蕴藏着锰、花岗岩等矿藏，旅游景区主要有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

园、月牙弯脚印湖、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原址等。

二、项目介绍

北岸游客集散中心现有 1005.67 平方米宾馆一座；中心内现

有六条主要道路，街道总长 3.7 公里。周边景区有月牙湾、脚印

湖、西伯利亚红松林原始林区、姊妹湖、奥宝利湖、1409 摄影

基地、中国保存完整面积近 100 万公顷北部原始林。

三、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该项目已完成论证等项工作。

四、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高标准建设国家公园接待服务中心（伊克萨玛森林疗养院），

建设风格中西合璧、高雅别致，山、水、亭、榭、花草树木浑然

一体，为游客提供高品位休闲、娱乐、住宿、餐饮服务，可以使

游客尽情感受大自然之美。

规划建设三个区：森林人家别墅区、林业生产生活展示区、

游客服务接待区。

五、投资估算

项目总估算投资：18510 万元

六、合作意向：合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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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周艳昌

联系电话：13347008118

传真：0470-2861236

邮箱：zyc7441122@126.com

邮编：022363

通讯单位：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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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归生态博物馆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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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单位简介

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

（林管局），位于大兴安岭北麓西北坡，地处内蒙古根河市境内，

是处在内蒙古自治区最北部的国有大型森工企业。生态主体功能

区总面积 39.1 万公顷，西北与原始林区管护局接壤，北部和黑

龙江省漠河县相邻，满归森工公司（林业局）承担着生态保护与

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功能。活立木总蓄积 3160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94%。生态功能区内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白桦和樟子

松，林下有蓝莓、越桔（红豆）、蘑菇等山特产品和黄芪、草参等

珍贵药材，林中繁衍栖息着棕熊、飞龙、狍子等野生动物，地下

蕴藏着锰、花岗岩等矿藏，旅游景区主要有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

园、月牙弯脚印湖、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原址等。

二、项目介绍

一）生态文化展厅

以森林与生态、森林与碳汇、森林与健康生活、森林与人类

生存环境、森林与野生动植物为主题，将森林、湖泊、动植物科

学有机组合，展现林区动植物的多样性和秀丽旖旎的自然风光，

体现森林生态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二）企业文化展厅

主题为企业发展史暨荣誉展，介绍企业 50 年来发展历程和

历届领导及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以及企业 50 年来所获得的各种

荣誉。

（三）历史档案馆

档案馆设有一间办公室，一间微机室，四间档案库房，配备

先进的手动密集型档案架，购置去湿机、温湿度表等库房必备的

设备。

（四）会务中心

提供会议交流、学术研讨及职工培训场所，建设能够容纳

200 人进行圆桌会议（座谈）的大型会议室、餐厅及住宿，配备

相应的服务设施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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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该项目已完成论证等项工作。

四、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新建生态博物馆主体建筑面积 5400 平方米，框架结构、四

层，东西长 45 米、南北宽 30 米，单层 1350 平方米，人民大会

堂造型设计，精装修，配备设施齐全，集教育、展示、科研、收

藏和会务活动为一体的展示服务中心。

五、投资估算

项目总估算投资：4568 万元

六、合作意向：合资合作。

联系人：周艳昌

联系电话：13347008118

传真：0470-2861236

邮箱：zyc7441122@126.com

邮编：022363

通讯单位：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局



满归林业局－野生食用菌（蘑菇）深加工建设项目



一、项目单位：满归林业局

二、项目名称：野生食用菌（蘑菇）深加工建设项目

三、项目简介

野生食用菌（蘑菇）深加工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根河市境内，隶属满归森工公司，占地面积 400 平方

米 ，整合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七局（根河、金河、阿龙山、

满归管护局、得耳布尔、莫尔道嘎）丰富的林下食用菌资

源，集中进行野生食用菌深加工，形成规模化生产。

四、建设内容：

建设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综合厂房，购置腌制设备、

烘干设备，及小型冷库等。达到年生产加工食用菌 12 万吨，

其中：年生产加工鲜食用菌 9 万吨，速冻食用菌 2.85 万吨；

年产干食用菌 0.15 万吨。

五、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为 5000 万元。

六、效益预测：

年销售牛肝菌及他食用菌 5 万吨。年净收益 760 万元

投资回收期为 6.6 年，能满足投资者的要求。

七、前期工作：

项目已完成可研论证，牛肝菌已销往北京等大中城市。

八、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永清

电 话：13347037761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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