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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需要專案詳細情況，請直接與專案聯繫人溝通；如果因

通信故障，無法聯絡，也可撥打寧夏海峽兩岸經貿交流促進會

聯繫人電話： 

 

      巫  濤   寧夏自治區台辦經貿交流處處長 

               5010331  13709598401 

      陳壽福   寧夏自治區台辦經貿交流處副處長 

               5012863  13995079558 

      王  東   寧夏自治區台辦經貿交流處 

               5069592  18295389966 

      許東亮   寧夏自治區台辦經貿交流處 

               5069592  1590960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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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化工類 18 個 

1.年產 20 萬噸 EVA 樹脂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20 萬噸 EVA 樹脂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

化產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世界 EVA 樹脂的產能為 270 萬噸/年

左右，需求量 570 萬噸；2020 年產能 320 萬噸/年；需求量 650 萬噸左

右。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

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2.年產 5 萬噸 EPDM（三元乙丙橡膠）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5 萬噸 EPDM 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產

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世界乙丙橡膠產能為 165 萬噸/年左右，

需求量 140 萬噸；2020 年產能 180 萬噸/年；需求量 162 萬噸左右。寧

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

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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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3.年產 16/21 萬噸丙烯酸/酯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16/21 萬噸丙烯酸/酯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

地石化產業下游產業鏈。2010 年世界丙烯酸的總消費量為 457 萬噸,預

計 2015 年將達到 622.1 萬噸。2010 年世界丙烯酸酯消費量為 397.4 萬

噸，預計 2015 年將達到 519.7 萬噸。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

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4.年產 20 萬噸 SM（苯乙烯）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20 萬噸苯乙烯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

產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國內苯乙烯產能將達到 720 萬噸/年，需

求量將達 985 萬噸。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

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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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5.年產 10 萬噸 LAO（高碳α-烯烴）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化工生

產企業，建設年產 10 萬噸高碳α-烯烴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

產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國內高碳α-烯烴產能將達到 12 萬噸/

年左右，需求量將達到 15 萬噸左右；2020 年產能將達到 16 萬噸/年左

右，需求量將達到 20 萬噸左右。國內高碳α-烯烴市場供不應求。寧東

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國內其他

市場。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6.年產 35 萬噸苯酚丙酮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化工生

產企業，建設年產 35 萬噸苯酚丙酮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產

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世界苯酚需求量將達到 1052 萬噸左右，

2020 年達到 1180 萬噸左右；2015 年世界丙酮需求量將達到 652 萬噸

左右，2020 年達到 720 萬噸左右。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

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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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7.年產 20 萬噸丁辛醇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化工生

產企業，建設年產 20 萬噸丁辛醇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產業

下游產業鏈。2010 年，世界丁醇消費量 294.4 萬噸；辛醇消費量達到

286.9 萬噸。預計 2015 年和 2020 年世界正丁醇需求量將分別達到 382.4

萬噸和 450 萬噸。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下

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8.年產 26 萬噸丙烯腈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化工生

產企業，建設年產 26 萬噸丙烯腈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產業

下游產業鏈。2010 年，世界丙烯腈表觀消費量約 485.4 萬噸。預計 2015

年世界丙烯腈需求量將達到 584 萬噸。2010 年，國內丙烯腈消費量達

164.2 萬噸。預計 2015 年國內丙烯腈需求量將達到 219 萬噸；2020 年

需求量將達到 240 萬噸左右。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

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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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9.年產 20 萬噸聚碳酸酯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化工生

產企業，建設年產 20 萬噸聚碳酸酯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產

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世界聚碳酸酯需求量將達到 464 萬噸左右；

2020 年需求量將達到 585 萬噸左右。2011 年，國內聚碳酸酯消費量達

到 126 萬噸。預計 2015 年國內聚碳酸酯需求量將達到 170 萬噸左右，

2020 年將達到 225 萬噸左右。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

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10.年產 20 萬噸 ABS 樹脂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化工生

產企業，建設年產 20 萬噸 ABS 樹脂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產

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年國內ABS需求量將達到 540萬噸左右，2020

年將達到 650 萬噸左右。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

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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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11.年產 9 萬噸 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9 萬噸 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生產線，作

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產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世界 PMMA 產能

將達到 250 萬噸/年左右，需求量將達到 220 萬噸左右，2020 年產能將

達到 290 萬噸/年左右，需求量將達到 260 萬噸左右。寧東基地可以提

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12.年產 4 萬噸 SAP（高吸水性樹脂)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4 萬噸 SAP（高吸水性樹脂）生產線，作為能源

化工基地石化產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20年 SAP需求量將達到 160~170

萬噸。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

和中東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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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13.年產 10 萬噸 2-PH（2-丙基庚醇）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10 萬噸 2-PH 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化

產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國內 2-PH 產能將達到 8 萬噸/年，需求

量預計將達到 25 萬噸。因此，國內 2-PH 產品具有良好的發展空間。

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

部市場及出口。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14．年產 3 萬噸季戊四醇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3 萬噸季戊四醇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基地石

化產業下游產業鏈。季戊四醇主要用於製造醇酸樹脂等塗料，近年來

隨醇酸樹脂經異氰酸酯改性所得雙組分漆性能優異、價格較低，季戊

四醇需求呈跳躍式增長。寧東基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

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 

聯繫人：金政偉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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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15.年產 12 萬噸異壬醇專案 

計畫在國家規劃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

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12 萬噸異壬醇（INA）生產線，作為能源化工

基地石化產業下游產業鏈。預計 2015 年世界 INA 需求量將達到 136 萬

噸，到 2020 年世界 INA 需求量將達到 155 萬噸。預計 2015 年國內異

壬醇需求量將達到 30 萬噸，2020 年需求量將在 50 萬噸左右。寧東基

地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主要用於下游產業原料和中東部市場。 

聯繫人：金政偉 

聯繫電話：0951-5918376、15609508096 

E-mail：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16.年產 5 萬噸二甲醚專案 

計畫在惠農區工業園區內引進臺灣能源化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5

萬噸二甲醚生產線，園區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市場為大陸、

歐美等發達國家及中東阿拉伯國家。 

聯繫人：寧夏石嘴山市惠農區經濟技術合作局 張淑卿 

聯繫電話：0952-3019110 

E- mail: hnzsj3684@163.com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mailto:nxndjzw@163.com
http://www.ning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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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產 20 萬噸 PVC 及產品延伸專案 

計畫引進臺灣能源化工生產企業，建設年產 20 萬噸 PVC 及其型材

生產線， 園區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產品市場為大陸、歐美等發達

國家及中東阿拉伯國家。 

聯繫人：寧夏石嘴山市經濟技術合作局 尹學平、麗珍 

電  話：0952-2218695、2218461 

E-mail:nxszszsb@163.com 

18.年產 100 萬噸聚酯專案 

計畫在寧夏生態紡織產業示範園賀蘭園區引進臺灣能源化工企業

建設年產 100 萬噸聚酯生產線，該專案作為園區計畫發展的彩色聚酯

纖維生產及下游紡織服裝、家紡、產業用等相關產業鏈專案的上游產

業。2015 年寧夏寧東基地寶塔石化集團啟動年產 120 萬噸 PTA（對苯

二甲酸）生產專案，可以就近為業提供原材料。 

聯繫人：寧夏生態紡織產業示範園賀蘭園區 楊曉慶 

電話：0951-8862367、13469516032 

E-mail：xiaoguaiguai-100@163.com 

二、紡織推介類 4 個 

1.穆斯林服裝服飾開發加工專案 

計畫在海原縣工業物流園區引進臺灣紡織企業，開發、加工穆斯

林服飾。產品市場主要大陸 2000 萬回族及中東、東南亞等穆斯林國家。

mailto:xiaoguaiguai-1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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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臨近工業園區，省內到中東的直航及陸路口岸。專案投資總額為

0.42 億元。 

聯繫人：海原縣經濟技術合作局 李存斌、張春麗 

電話：0955-4014469 

E-mail：hyxzhaoshang@163.com 

2.年產 50 萬件羊絨衫生產線專案 

計畫在寧夏同心縣同德慈善產業園區引進臺灣紡織企業，研發並

生產羊絨衫產品。同心縣是全國最大的羊絨集散地，年購銷羊絨近 6000

噸。羊絨製品市場龐大，近年來，全國近羊絨衫出口達 60 萬件/年。 

聯繫單位：同心縣經濟技術合作局 丁濤 

電話：0953-8022077、13309530688 

E-mail：nxtxzsj@163.com 

3.寧夏生態紡織產業示範園專案 

計畫在寧夏生態紡織產業示範園引進臺灣紡織企業，投資建設短

纖維紡紗織造加工生產線、長絲加彈織造加工生產線、制線及花式線、

絲帶加工生產線、短纖非織造布加工生產線等紡織專案。 紡織園區目

前已入住山東如意集團企業，並計畫建設 300 萬噸彩色滌綸生產規模

及配套產業以及 40 萬噸—120 萬噸聚酯專案作為專案材料來源。產品

市場主要大陸、歐美及阿拉伯國家。 

聯繫人：銀川市經濟技術合作局 何曉銳、梅振龍 

電話：0951-6889028 13995289516 13895656686 

E-mail：hxr9516@126.com 

mailto:hyxzhaoshang@163.com
mailto:nxtxzsj@163.com
mailto:hxr951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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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http://www.yctzcj.com/ 

4.銀川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羊絨及配套產業專案 

計畫在靈武羊絨產業園引進臺灣先進紡織企業，建設以羊絨精深

加工為主題的高端產品生產線，重點包括以羊絨、亞麻、天然動植物

纖維及其混紡等精深加工的生產線，羊絨機械設備、包裝等配套專案。

靈武市羊絨產量占全世界的 60%，原料充足。產品市場主要大陸、歐

美及阿拉伯國家。 

聯繫人：銀川市經濟技術合作局 何曉銳、梅振龍 

電話：0951-6889028 13995289516 13895656686 

E-mail：hxr9516@126.com 

網站：http://www.yctzc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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