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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宁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东与俄罗斯接壤，拥有国家一类陆路口岸，市域面积

7139平方公里，辖6镇、102个行政村，人口23万，地貌特征为“九山半水半分田”，

森林覆盖率达85.3%，素有“塞北江南”的美誉，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市、全国平安市、

全国文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市等荣誉，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最

具投资活力的区域。

东宁概况
ONGNINGGAIKUANGD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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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宁市位居中俄朝三角交界地带的中心，距离日本海直线距离50余公里，

市区北距绥芬河市 50 公里，南距珲春市 240 公里，距哈尔滨市 519 公里，

距牡丹江 190 公里，距俄十月区 24 公里，距俄远东最大铁路编组站乌苏里

斯克市 53公里，距黑龙江省进入太平洋的最近出海口和俄远东最大旅游城市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153 公里，是贯通陆海联运出海口、对接东北

亚国际贸易大通道上的交通枢纽。

区位优势
UWEIYOUSHIQ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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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源富集。有煤、铁、铜、黄金等 36 种矿产，

是全国百名重点产煤县（市）之一。有水稻、玉米、大豆

等农作物，有松子、大榛子、苹果梨等坚果鲜果，有松茸、

黑木耳等特产。

进口资源丰富。有进口海产品、松子、煤炭、大豆、宝玉石等资源。

资源优势
IYUANYOUSHIZ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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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探明储量
保有 
储量

主要分布地区 企  业 年产量 产  值 备  注

煤  炭 2.75 亿吨 2亿吨 老黑山矿、大肚川、三岔口 16家 264 万吨 11.65 亿元

岩金矿 30吨
道河镇、东宁镇、三岔口镇和

老黑山镇
3家 0.2 吨

铜  矿 5970 万吨 绥  阳 1 家
铜金属储量
43万吨

大理石
远景储量
1亿吨以上

大理岩矿点 6处，储量较大的是
马营大理岩矿 1000 万吨。

叶腊石 212.06 万吨 大肚川镇神洞
储量规模为黑
龙江省最大

油页岩 5200 万吨 三岔口煤田、浪洞沟煤田

东宁市相关矿产资源基本情况表

 东宁市山特产品明细表

东宁市进口资源情况表

种类
种养殖规模

/ 储量
年产量 价格 / 产值

粮食
豆类

水稻 4.73 万亩 2.75 万吨 稻谷 3元 / 千克；大米 7元 / 千克

玉米 19.9 万亩 9.8 万吨 3.2 元 / 千克

大豆 32.79 万亩 4.03 万吨

高粱 0.057 万亩 0.0085 万吨 7元 / 千克

绿豆 0.006 万亩 0.0083 万吨 11.2 元 / 千克

小麦 450 公顷 1375 吨

红小豆 0.88 万亩 0.13 万吨 9元 / 千克

种类
种养殖规模

/ 储量
年产量 价格 / 产值

林果
产业

红松坚果 35万亩 40元 / 千克

大榛子 2万亩 20元 / 千克

葡萄 7300 亩

果树 4.1 万亩 4.56 万吨 平均 2.35/ 千克

中药材
野生 共有 211 种 1200 吨 价格不等。野生穿地龙 50-60 元 / 千克。

种植 1万亩 未产（多年生） 价格不等，黄芪 40-60 元 / 千克。

山产品

黑木耳 8.2 亿袋 干品 4万吨 60-100/ 千克，产值 23.6 亿元

松茸 20吨 鲜：平均 180 元 / 千克；干片：2400 元 / 千克

榛蘑 400 吨 干：70元 / 千克

猴头菇 350 吨 干：80元 / 千克

水产品 滩头鱼 年捕捞量 10吨 平均 50元 / 条

特色
养殖

肉牛 1.95 万头 1133 吨 现价：60元 / 千克

生猪 2.84 万头 3017 吨 现价：28元 / 千克

马鹿 380 头  

羊 2.53 万只 216 吨 现价：76元 / 千克

蜜蜂 12769 箱 322893 千克 椴树蜜 30元 / 千克

产品种类 单位 数量 金额（万元）

宝玉石 千克 52447 1857.8

海产品 吨 1876.1 2062.73

鲜、干水果及坚果 吨 2114.38 4974.65

粮食 吨 137211.11 26006.99

谷物及谷粉 吨 17209.4 1227.48

玉米 吨 15644.4 975.77

稻谷和大米 吨 1565 251.71

大豆 吨 120001.7 24779.5

松子 吨 2114.38

中药材（冬青 ) 吨 200 60.2

原木 万立方米 8.217 6914.07

煤 吨 118825.029 3170.24

锯材 万立方米 3.8081 8455.51

金属加工机床 台 35 559.67



东宁市依托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壮大了黑木耳、宝玉石、进出口加工、绿色食品加工、能矿开发、

特色旅游等主导产业。

产业优势
HANYEYOUSHIC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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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规模 产量 交易额 主要产品 企业 备注

黑木耳 8.2 亿袋 4万吨 120 亿
精选木耳、压缩
块、木耳糖、木

耳酱

雨润、
北域良人等

林果 40万亩 4.6 万吨 果酱

葡萄酒 7300 亩
加工生产葡萄
750 吨，灌装能
力 100 万瓶

葡萄酒、冰酒 禄源酒业

宝玉石 52447 千克

俄罗斯白玉、碧
玉、查罗石（紫
龙晶）、琥珀、
透辉石、猛犸象
牙、碧玺和文玩

等。

东宇珠宝、明月
琥珀、天工美珠
宝、金典琥珀等

东宁市主导产业优势

产业
情况



东宁口岸是国家一类陆路口岸，年过货能力 100 万吨、旅检能力 150 万人次，是东北三省唯一进口钻石

的金伯利国际进程制度口岸、宝玉石进口口岸、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全国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国家

指定的进口中药材专业口岸、肉类产品指定进口口岸、国家指定的进口粮食口岸。境内，建设了占地 408.5

公顷的东宁经济开发区；境外，建设了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国家级）、华信中俄（滨海边疆区）现代农

业合作区（国家级）、俄罗斯滨海华宇经贸合作区、华洋境外绿色农业园区等 4个境外园区。境内外产业

互动发展，承载对俄合作项目建设。对俄农业合作开发土地面积达到 340 万亩，占全省对俄总耕种面积的

46.3%，成为全国对俄农业合作第一市。

跨境合作优势
UAJINGHEZUOYOUSHIK

第五部分

10 11

名称 占地 主要功能 主要引进项目（品种）

东宁经
济开发
区

408.5
万平方
米

建设了东宁工业园区（城东综合园区、对俄进出
口加工园区、食品加工园区）、绥阳工业园区（木
材加工园区、黑木耳产业园区）。

重点引进食品加工、轻工产品加工、跨境连
锁加工、电子商务、物流贸易等企业入驻。

东宁互
市贸易
区

22万平
方米

建设了中俄商品交易中心、宾馆、酒店等配套设施，
中俄商品交易中心内设A、B、C、D四个区，共
6000 余个摊位，边民享受每人每天 8000 元免税
政策。

纳入互市贸易交易的商品共分为四大类 36
个品种，分别是：食品类（面粉、饮料、矿
泉水、蜂蜜、威化、巧克力、巧克力糖、饼干、
蛋糕、土豆泥、果酱、番茄酱、茶叶、豆油、
人造植物油、葵花籽油、咖啡、冰淇淋、燕麦、
鱼罐头、人造鱼籽、榛子、松子）、水产品
类（虾、鱿鱼、扇贝、腌制大马哈、比目鱼、
多春鱼、北极贝、瑶鱼翅 、鲫鱼、河蟹）、
日用品类（肥皂）、中药材类（根据国家最
新指导意见，施行负面清单制度，非禁即准，
进口品种、数量将大幅提升）。

乌苏里
斯克经
贸合作
区

 228 万
平方米

区内分生产加工区、商务区、物流仓储区和生活
服务区等四个功能区。已入园规模企业 30余户。
其中 4 户企业已注册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
企业， 1 户正在申请注册成为自由港企业。

重点引进鞋类、服装、家居、五金、林业、建材、
汽配、灯具、家电、皮革、玩具等产业项目
和贸易型企业。

华宇经
贸合作
区

400 万
平方米

主要包括波克罗夫卡加工制造园、扎伊姆农业产
业园、格连基工业物流园、斯特鲁伊娃农业产业
园等四个园区。

重点引进木材加工、畜牧加工、高新技术、
鞋帽生产、电子电器等项目。

华信现
代农业
合作区

该园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农业境外园区，已发展
成为集种植、加工、养殖于一体的中俄最大农业
合作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 亿元，耕地面积 6.8 
万公顷，建设 9 个农场，14 个种植区，7 个粮食
处理、仓储、加工区。

计划建设玉米深加工、复合肥、大豆蛋白加
工、肉制品加工、农业机械制造等项目。

华洋绿
色农业
园区

12 万平
方米

园区先后兴建了大型农场，大规模养殖场、乳制
品加工厂、销售公司等合作项目，形成了“产、加、
供、销”一条龙产业链。华洋乳制品加工厂年可
加工原奶1.5万吨，生产保鲜奶、酸奶、奶饮料1.5
万吨，产品完全符合俄罗斯严格的食品生产标准
和安全认证标准，生产的巴氏鲜奶覆盖符拉迪沃
斯托克市、乌苏里斯克市各大超市，产品供不应求。

园区基本情况表

东宁经济开发区规划图



东宁地处沿边，处于对俄开放合作的前沿，拥有《支持黑龙江绥芬河—东宁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若

干政策》、《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意见》、《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的若干意见》、《东宁市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享受互市贸易政策等。

政策优势
HENGCEYOUSHIZ

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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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级别 政策背景 适用范围
备

注

《支持黑龙江绥

芬河 - 东宁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

建设若干政策》

2017 年

2月 24
国家级

绥芬河-东宁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由

国务院批复设立。它是全国第

六个、东北三省唯一沿边口岸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绥芬河 -东宁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

《国务院关于支

持沿边地区开发

开放若干政策措

施意见》

2016 年

1 月 7日

国家级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支持

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构筑

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祖国边

疆。

开放试验区、沿边国

家级口岸、边境城市、

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

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

重点地区。

《关于全面振兴

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的若干意

见》

2016 年

4月 26日
国家级

为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实现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全面振兴。

针对东北地区，全国

其他老工业基地参照

执行。

《关于促进边境

贸易发展有关财

税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08〕

90 号

2008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国家

出台了新的

指导意见，

政策更加优

惠宽松。

国家级

在现行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

的基础上增加资金规模，加大

对边境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

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

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

口商品，每人每日价

值在人民币 8000 元

以下的，免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税，且

进口品种多，手续简

便。

《东宁市产业发

展基金管理暂行

办法》

2018 年

9月 18 日

市县级

强化“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

地”战略部署，市委、市政府

为加大对域内产业项目的扶持

力度，促进主导产业提档升级。

东宁市

优惠政策情况

名称

概况



重点招商项目
HENGCEYOUSHIZ

第七部分

1、背景：近年来，中国海产品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测，到 2030 年，中国

市场海鲜消费将占到全球消费总量的 38%。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市场的水产品供应将更加紧缺，消费水平也会

随之提高。而仅到 2020 年 . 中国进口海产品消费需求将达到 1000 万吨。位于太平洋北部的远东地区是俄罗

斯的主要捕鱼区，近年来远东海域捕鱼量达 300 万吨，占俄捕获量的 65%左右。俄罗斯远东地区属于高纬度

深冷海域，俄罗斯的海产品属于北方海鲜，个头儿大，品种多，味鲜、肉细，是地道的深海产品，绝对无污染，

是冷水海鲜的上品。而我市紧邻俄罗斯远东地区，借助指定进口海产品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进口海产品项目。

2、建设地址：东宁经济开发区

3、估算投资：总投资估算 5000 万元，其中，建设资金 4000 万元，流动资金 1000 万元。

4、建设内容：主要建设综合楼、生产车间、冷藏库及附属建筑物，建成后，预计年加工生产海产品 1000

吨以上。

5、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8000 万元以上 , 利税 1500 万元以上。

进口海产品加工项目

15

重点招商项目



1、背景：当前，大豆已成为中俄农业合作的重点领域。今年6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

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中俄元首特别强调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大豆等农作物生产、

加工、物流与贸易全产业链合作。俄罗斯大豆具有生态种植、非转基因、符合欧盟种植标准、蛋白含量高等优

点。东宁口岸是国家批准的粮食进口指定口岸，每年都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大豆，据统计，2018 年东宁从俄罗

斯进口大豆 12万吨，2019 年上半年进口 6.1 万吨，下半年为进口高峰期，进口量将大幅提升。

2、建设地址：东宁经济开发区

3、估算投资：预计总投资 1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7500 万元，流动资金 2500 万元。

4、建设内容：主要建设预处理车间、浸出车间、动力车间、浓缩蛋白车间、组织蛋白车间和功能性活性

物质车间等，建设年加工大豆 3万吨的生产线。

5、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额达 19500 万元，实现利税 4000 万元。

1、背景：黑木耳不仅风味独特，营养丰富，还有很高的保健和药用价值。近年来，消费者对黑木耳精深加

工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但目前黑木耳的销售还是以粗加工产品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导致产业总体

效益不高。发展高附加值的黑木耳精深加工产品，如片剂、胶囊、颗粒冲剂、浸膏、口服液、针剂及多糖制品

等，对木耳加工企业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2、建设地址：东宁经济开发区、绥阳黑木耳园区

3、估算投资：估算总投资约 8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4500 万元，流动资金 3500 万元。

4、建设内容：主要建设冻干黑木耳、饮品、黑木耳膏生产加工车间及配套成品、仓储、辅助工程，预计

年加工黑木耳（干品）1000 吨。

5、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18000 万元以上，实现利税 3850 万元以上。

进口大豆精深加工项目 黑木耳保健食品加工项目

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招商项目

16 17



1、背景：东宁受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非常适合果树生长，东宁地产果品质优良，年鲜果总产量可达 4-5

万吨，其中东宁苹果梨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东宁南果梨获外交部全球推介。本项目采用的原料均为东宁地

产水果，不仅绿色无污染而且口味纯正，满足现代消费者对产品口味和营养健康的双重追求。消费市场主要面

向东北三省、南方各大城市及俄罗斯远东地区。

2、建设地址：东宁经济开发区

3、估算投资：投资估算总额为 5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300 万元，流动资金 700 万元。

4、建设内容：主要建设冷库、气调库及冷库配套加工车间等，年加工寒地果 1.2 万吨 , 主要包括苹果梨、

早酥梨、南果梨、123、K9、龙冠等，生产纯天然绿色水果罐头、浓缩果汁、水果脆片等产品。

5、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14000 万元，利税 2300 万元。

1、背景：东宁口岸是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全国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随着近年对俄贸易的发展，东

宁每年都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海产品及生鲜食品，同时又向俄罗斯出口生鲜水果蔬菜，东宁已成为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菜篮子”“果园子”，每年向俄罗斯出口果菜达15万吨。这些产品“易腐易烂 ,不易保存”的天然属性 ,

就要求全程冷链运输。此项目建成后，可将我市进口俄产品直接面对东三省销售，也可依托大连港，打通海外

市场。

2、建设地址：东宁经济开发区

3、估算投资：计划总投资 3亿元。

4、建设内容：主要建设鲜活暂养池、食品展示区、仓储冷藏中心、加工分装车间（物流配送中心）、检

疫检测中心、综合办公楼、货运车辆停车区、停车场等其他配套设施并购置冷链运输车辆等。

5、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亿元，利税 3500 万元。

寒地果加工项目国际冷链物流项目

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招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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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本项目建设主要以我市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优质的天然中草药资源为依托，据了解，俄罗斯天然中

药材资源非常丰富，且质优价廉，远东地区有药用植物 1000 多种，每年可采集各类药材 25万多吨。此外，

还生存着 40多种珍贵的动物，每年产量在 3000 吨以上。另外，东宁市地处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和老爷岭

的群山之中，野生药材蕴藏量丰富。据统计，野生药材共有 211 种，年产量 1000 多吨。同时，东宁口岸还是

指定进口中药材口岸，为进口俄罗斯野生中草药创造了条件。

2、建设地址：东宁经济开发区

3、估算投资：估算投资 30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1000 万元，流动资金投入 9000 万元。

4、建设内容：建成集中草药贮存、加工、销售基地，主要建设中药材初加工存储基地、中草药饮片加工、

中草药提取加工、鹿产品精深加工、桦树茸饮品及冲剂加工等项目。

5、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收入 4.7 亿元左右，利税 8000 多万元。

1、背景：东宁地貌特征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森林覆盖率达 85.3%，非常适合松茸、黑木耳、元蘑、

榛蘑等名贵山珍及蕨菜、薇菜等山野菜的生长。东宁是极品松茸的生长区域，东宁松茸含有更多的营养和抗癌

成分，且品质上乘，因而最为盛名，被海内外消费者称为“神菌”。东宁山特产品已远销港澳地区及沿海城市，

并成功打入日本、韩国、欧美等市场。

2、建设地址：东宁经济开发区

3、估算投资：估算投资 5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500 万元，流动资金投入 1500 万元。

4、建设内容：主要建设综合生产车间、中心化验室、成品库。购置生产所需的主要设备及检测设备，配

备相关公用工程等设施。设计年加工新鲜松茸 10吨，主要生产保鲜松茸、松茸冻干片；加工山野菜 1500吨，

主要生产真空保鲜系列、干菜系列、风味系列、野果酱糕系列等山野菜产品。

5、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亿元左右，利税 1800 多万元。

中药材加工项目山特产品深加工项目

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招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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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
HENGCHANYAOSUS

第八部分

分类
基准地价（元／平方米） 年租金（元／平方米）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商业用地 550 450 328 210 135 25 18 12 7 3

住宅用地 290 210 135 107 90 3 2 1.5 1 0.9

工业用地 183 140 113 96 84 2 1.5 1.2 1 0.8

用地成本

自来水及污水处理费

用电成本（元 /kwh）

供热成本

自来水
元 /m3

居民用水

第一阶梯
（≤ 160m3/ 年、户）

第二阶梯
（161 ≤ 260m3/ 年、户）

第三阶梯
（＞ 260m3/ 年、户）

2.9 4.35 8.70

非居民用水 非居民用水价格每立方米 6.50 元

特种行业用水 特种行业用水价格每立方米 7元，包括洗浴、洗车场

污水处理费 居民 0.95 元 / m3，非居民 1.4 元 / m3

居民用电
170 千瓦时以下为 0.51 元 / 千瓦时；171-260 千瓦时为 0.56 元 / 千瓦时；

高于 260 千瓦时为 0.81 元 / 千瓦时

一般工商业用电
1-10kv 1kv 以下

0.8565 0.8665

大工业用电 价格 0.586 元；1kv 收取 22元基本费

农业生产
用电

1kv 以下 1-10kv

0.489 0.479

排灌电价 1—10kv 价格 0.459 元 kwh

居民住宅 居民楼房按使用面积收费，标准为 31.46 元 / ㎡；平房按建筑面积收费，标准为 32.50 元 / ㎡

非居民住宅
按建筑面积收费，标准为 34.40 元 / ㎡。适用范围：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及商业经营性用房

等

车库 按建筑面积和实际用途计收，改变用途用作商服的按非居民标准计收，其他按居民标准计收

超高热费 以建筑层高 3.2m为基数计收，层高超过 3.2m的，每超 0.1m，加收基本热价的 3%

供热设施运
行基础费

按应交热费的 30%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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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宁市产业发展基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按照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强化“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战略部署，市委、市政府为加大对域内

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促进主导产业提档升级。根据财政部《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设立

东宁市产业发展基金。

第二条  本产业发展基金由市财政局在年度预算中核算安排，总额每年确保 3000 万元以上。

第三条  为加强基金的筹措、使用及管理，特成立东宁市产业发展基金管理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市长

任组长，常务副市长、主管招商引资的副市长任副组长，成员单位包括招商局、财政局、发改局、开发区、工

信局、审计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招商局。

第四条  产业发展基金的投资方向。

1、新建或改扩建新增固定资产在 3000 万元以上创税型的产业加工项目。

2、新建或改扩建固定资产投资 3000 万元以上的旅游产业项目。

3、投资在亿元以上的专业园区。

第五条  使用原则。

1、无偿使用违规收回的原则。符合产业发展基金使用导向的项目，按专款专用的原则由市财政无偿投入。

对于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资金或未按规定使用资金的，市财政局将收回已拨付资金。

2、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产业发展基金的使用要公开审批程序，公示审批结果，确保基金运作公平、

规范、安全、高效。

3、专款专用专项扶持的原则。产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项目的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补贴。

4、总量控制一次扶持的原则。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依据决算报告或评估报告）6%

的比例给予扶持，一般项目不超过 500 万元。特别重大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确定扶持额度。每个项目只

给予一次产业发展基金扶持。

第六条  产业发展基金申报及拨付。

1、项目达产后由项目单位向产业发展基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并附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固定

资产投资证明等材料。

2、产业发展基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申请后，协同相关部门对申请单位的建设情况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进行核查。

3、材料核查后报送领导小组审阅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对申请产业发展基金的项目进行审定，视投资规模、

项目性质、财政贡献确定扶持额度，形成会议纪要。

4、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会议纪要代表政府与基金使用企业签订基金使用协议，规范基金的拨付、使用、

追回等事项。财政局按照协议规定期限拨付产业发展基金。

第七条  已享受国家、省其他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明确要求市政府予以资金配套的项目除外）, 产业发

展基金不再重复支持。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招商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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