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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巨头华为、
苹果的落地，5月11日，马
云大笔一挥也赶来“圈
地”，仅4个月时间，阿里巴
巴便在这里落地开工。

“今年年初，苹果、优
刻得等数据中心签订投资
合作协议，都将于年内开
工建设。目前，京东、腾讯
等数据中心项目也在深入
洽谈。经过近几年的快速
发展，乌兰察布大数据产
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一
条‘从云到端’的全产业链
正在加速形成，产业集聚
效应已经显现，大数据‘南
贵北乌’格局已奠定。”乌
兰察布市大数据局副局长
吕佐鹏说。

我们一行来到位于乌
兰察布市察哈尔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华为云数据中
心。该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柴俊杰指着沙盘说：“乌
兰察布市充分发挥地缘、
交通和冷凉气候优势，提
出建设‘草原云谷’的信息
产业发展战略。我市以13
平方公里的乌兰察布中关
村科技产业园为平台，围
绕大数据产业拓展上下游
产业和配套产业，吸引高
新技术企业入驻，形成了
高新科技产业载体。同时，
建设直通北京的双回路光
缆，集宁至北京亦庄144芯

大容量专用光缆已投入使
用，第二回路投资1.81亿元
也将于年内建成运营，现
在招投标已完成，两地之
间的网络延时缩短到20毫
秒以内，数据从这里出发，
瞬达首都、畅连全球。”

据了解，华为在一期
运营取得较好成绩时，去
年，又在乌兰察布市投资
15亿元建设占地面积为
404亩的北方数据中心二
期项目，此项目，建筑面积
11万平方米，项目设计可
容纳标准服务器机柜数为
8064台，可承载10万台服
务器。项目于2017年7月开
工建设，目前已完成4个机
房楼和1个动力楼的基础
建设，今年10月将投入运
营2万台服务器，预计2019
年可全部投入运营。

“我们企业能有好的
发展得益于乌兰察布市的
政策，也得益于该市得天
独厚的优势：这里距北京
320公里，京乌直航仅1小
时，正在建设的京呼高铁
2019年正式通车，届时京
乌直达仅需70分钟，符合
我们企业‘背靠首府，面
向首都，服务北方’的定
位；同时，乌兰察布市电
力资源丰富，云计算执行
0.26元/度的优惠电价，不
足京津地区电价的1/3，

自然节能30%，同等条件
下襄阳地区电价0.89元/
度，以前企业一年电费需
要1000万，现在只需它的
1/3；乌兰察布还是著名
的‘凉城’，气候干燥凉
爽，数据中心可依靠自然
降温，减少企业成本；最
为可贵的是乌兰察布地
质结构稳定，历史上从未
发生破坏性地质灾害，有
利于数据的存储和灾备，
是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用
地的理想选择。这些优势
坚定了我们华为决定持
续注入资金。”乌兰察布
华为云数据中心负责人
肯定地说。

为了促进云计算和
大数据产业发展，乌兰察
布市还成立了大数据管
理局、华创信息产业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机
构。机构的健全，贴心的
服务，使得乌兰察布大数
据产业迅速崛起，并占据
半壁江山，大数据服务外
包产业更是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华唐、鸿联九
五、博岳等企业相继落
地，北京中服英才、悠扬
动听、众慧科技等项目正
在建设之中，年底呼叫中
心坐席规模将超过1万
席，2020年达到3万席，能
吸引全国各地5—6万名

年轻人实现就业，名副其
实的国际服务外包基地
和绿色生态呼叫之都已
初具雏形。

午后的中信集团鸿
联九五乌兰察布客户联
络中心，一群朝气蓬勃的
年轻人坐在电脑前对着
耳机轻声与客户互答；工
作区域外，一间半开放式
的休息室清新可人、旁边
的小型会议室里几个年
轻人正在热烈地讨论。

“我就是去年8月来
到鸿联九五的第一批员
工，来之前大学刚毕业，
到处打工，最后听人说家
乡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
就回来了，并接受了政府
的培训。刚到这里心里也
没谱，现在快一年了，感
觉这里的环境待遇非常
不错，很适合年轻人发
展。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生
并非公考一条路可以走，
现在公司给我交完五险
一金后，我每月还能拿到
4000元左右的工资，除此
之外公司还提供免费住
宿、路补、饭补，再有几个
月我就能休年假了，感觉

比公务员好！”员工芦炎
华情不自禁地说。

“ 能 有 今 天 的 幸 福
感，真的要感谢乌兰察布
政府的政策，我们企业的
租金前3年是免费的，在
江东郡还提供免费宿舍，
政府的支持力度相当大，
并且有一些相关的对于
大数据行业的补贴。除此
之外，政府主要在人员招
聘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
持，比如主动帮我们联系
学校，第三方机构给我们
输送人才，免费在各大机
构做广告、广播。”该公司
综合办总经理薛新翠说。

目前，该市大数据产
业蓬勃发展，从数据中心
建设、呼叫及服务外包、创
新创业到智慧城市建设都
突飞猛进，预计到2018年
底，全市数据中心服务器
规模将达到70万台；中信
鸿联九五、华唐集团、河北
博岳、西安三元等一批项
目已入驻该市，全市坐席
规模已超过5000席，同时，
该市建设了电子政务云、
食药云、交通云、医疗云、
智慧社区、智慧小区、工业

能源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等
应用，积极推动大数据在传
统产业发展、政务服务、社
会治理等领域的深入应用。

【记者手记】

两日来，马不停蹄地

采访，让我们对乌兰察布

大数据产业既兴奋又赞

叹。一个贫困地区能取得

这样的成绩，主要是该市

重新审视市情，重新定位

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区位

交通及能源、冷凉气候资

源优势，营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给予投资者保姆式

的贴心服务。

如何借势借力？招商

引资是关键，营造良好投

资环境是根本。该市今年

确定了大数据、大物流、大

旅游的发展战略，围绕战

略，不遗余力借筑外力稳步

推进，目前已取得初步成

效。特别是大数据产业，产

生了以企招企的蝴蝶效应

和集聚效应，为该市的发展

注入了巨大活力，集聚了人

气，目前已吸引来近万人的

年轻人来此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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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乌兰察布市大数据产业集聚效应显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袁玉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新华社南昌5月14日电

（记者 李美娟） 江西省
泰和县老营盘镇五丰村附
近的山腰上，袁玉冰烈士
墓就在他出生地的那一片
青山环抱中，墓碑上写着

“革命事业立千秋，烈士精
神传万代”。五月的雨丝丝
缕缕地落在苍松翠柏上，
诉说着英雄的事迹，令人
肃立而思。

袁玉冰，1899年出生，
江西泰和县人。1922年考
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很
快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后
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春，袁玉冰受
党组织委派从北大回到南
昌工作，从此走上了职业
革命者的道路。在南昌，他
与赵醒侬、方志敏等一起

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
两个公开群众团体，并担
任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部
主任，领导江西民众开展

反对反动军阀的斗争。
1924年3月，中共中央

调袁玉冰到上海工作。同
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袁
玉冰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

学学习。1925年8月按党的
指示提前回国，任共青团
上海地委宣传部主任、地
委书记，为后来北伐军胜
利进军江浙地区做了大量
工作。

1926年10月，袁玉冰
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
起义。年底，奉调回江西工
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
书记，并主编团的刊物《红
灯》周刊，使之成为宣传革
命理论、反击国民党新右
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
后任中国共产党江西区委
宣传部长、区党委书记等
职。

“袁玉冰是江西地方
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他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

传播做出了贡献。”泰和县
史志办主任刘捷说，“他威
武不屈、富贵不移，为实现
崇高理想不惜抛头颅、洒
热血的精神，是共产党人
的楷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全国各地都陷入
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
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积极分
子惨遭杀害。在这危难时
刻，袁玉冰毫无畏惧，于5
月16日写下《蒋介石政府
的危机》一文，深刻揭露蒋
介石“清党”的实质，痛斥
其镇压工农运动和叛变国
民革命的种种罪行，号召
人民奋起反抗，为自由而
战，为解放而战。

不久，袁玉冰被任命
为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他

不惧危险，出生入死，积极
组织赣北秋收暴动。11月，
袁玉冰调任赣西特委书
记，在吉安准备组织暴动。
12月13日，袁玉冰化装进
入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
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
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用
尽各种酷刑，他始终坚贞
不屈，视死如归。12月27
日，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窝
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8岁。

“听前辈们说，爷爷非
常爱学习，为了学习他什么
苦都能吃，脚磨起了血泡用
盐水泡一泡，再继续赶路。”
袁玉冰的侄孙袁登泰说。袁
登泰的儿子袁鑫真诚地表
示：“太爷爷是个‘大人物’，
我也要像他一样努力读书，
为社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