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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更新 新兴产业做大
———内蒙古产业转型升级记

文/《经济日报》记者 陈 力

要闻

资源，变身了。新奥集
团从低热值煤炭中提取
1000吨石墨烯粉体工程，实
现了石墨烯原料低成本、规
模化生产。鄂尔多斯市紫荆
研究院新品馆展示，石墨烯
产品还可以重新定义采暖，
原来墙角笨重的暖气片可
换为墙上美丽的一幅“画”，
而且画面可以私人定制，手
机可以远程温控。

新车，下线了。奇瑞汽
车鄂尔多斯产业园建成了
动力总成项目，包括发动
机、变速箱在内的汽车本地
配套率达到60%。今年，公
司对传统燃油车生产线进
行升级改造，生产的300辆
新能源汽车开始在资源富
集的呼包鄂“拉风”。

内蒙古自治区近日在
鄂尔多斯、包头召开“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现场会，会议间
隙播出的全区各地转型升
级视频中，一幕幕场景令人
振奋。如今，内蒙古资源链
上的“羊（羊绒）煤（煤炭）土
（稀土）气（天然气）”，正演
变为创新链上的扬眉吐气。

做好选择题 翻好“高

低杠”

内蒙古区情独特。一方
面，自然资源丰富，资源型
产业一度支撑了内蒙古经

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
产业发展较多依赖资源开
发，形成单一化、重型化结
构。新的增长点不足，结构
性矛盾突出。“习近平总书
记早在2014年到内蒙古调
研时，就谆谆告诫我们要走
出简单‘挖煤卖煤、挖土卖
土’的传统发展方式。今年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又
指出产业发展不能只盯着

‘羊煤土气’。这都是给内蒙
古‘量身定制’的行动纲
领。”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
恒说，“只有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我们才能突破发展困
境，提升发展水平”。

“做加法”，上项目，成
为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内蒙
古12个盟市已经有1900多
个新建在建项目开工复工。
现场会召开的当日，内蒙古
汇能煤电集团公司煤制天
然气项目二期工程在鄂尔
多斯培土奠基。该项目是由
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煤制
天然气示范性项目，首期年
产4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
目已于2014年试车投产，二
期新增煤制天然气生产规
模16亿立方米，2021年投产
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65
亿元，使煤炭产业的价值链
由“低杠”迅速翻上“高杠”。

做好选择题。过去两年，

内蒙古共退出煤炭产能
1410万吨，完成“十三五”期
间退出任务的82.5%。今年确
定退出煤矿22处、煤炭产能
1110万吨，将提前两年超额
完成“十三五”期间全区地
方煤矿退出任务。经济日报
记者在内蒙古海神京蒙煤
炭有限公司京蒙煤矿看到，
该煤矿主井、副井已全部封
闭。只有残存的黑色粉末，
提示着这里曾是个煤矿。

“京蒙煤矿年产能有60万
吨，在业内，这个规模已经
不小，但是我们还是毅然关
掉了。”留守在这里的原煤
矿副总经理欧阳孝告诉记
者，“这里停了水、电、火工，
封了主井、副井，竖立了标
识牌，京蒙煤矿从此销号”。

跳出资源坑 延长产

业链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
中心主任池建义介绍，“为
了延伸稀土产业链，开展了
稀土钢应用研发等重大科
技项目38项。其中，稀土着
色剂产品带来‘染色革命’，
可以替代目前使用的含铬
含铅重金属颜料。基于此，实
验室成功开发出稀土口红”。

在鄂尔多斯，伊泰集团
大名鼎鼎。把煤炭由黑色固
体变成无色液体，链条延长
好多倍———集团不仅在鄂

尔多斯成功实施煤制油，而
且技术输出到宁夏宁东。如
今，靠煤炭外延扩张起家的
老董事长张双旺退居二线，
以抓煤化工为主的儿子张
东海开始操盘，被当地称作

“卖炭翁向卖油郎成功交
棒”。

“世界稀土谷”包头、
“草原煤都”鄂尔多斯努力
把“挖煤卖煤、挖土卖土”的
比重压缩到最小。目前，包
头的稀土永磁、抛光、贮氢、
发光、催化五大功能材料产
业链不断完善，已具备年产
100台核磁共振仪、700万只
镍氢动力电池、10亿颗LED
封装能力，可生产11大类50
余种、近千个规格的各类产
品。鄂尔多斯的煤制油、煤
制气、煤制烯烃等煤基精细
化学品项目稳步推进，已形
成煤化工产能1513万吨。此
外，在天然气方面，鄂尔多
斯为了保京津民用，压减天
然气化工，同时在水煤组合
条件优异的大路园区规划
了一组煤制气项目。在羊绒
方面，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根
据个性化、差异化、升级化
的消费需求，全新设计四大
差异化品牌，同时推进生产

体系的柔性化改造和精细
化管理，市场占有率连年占
据全国绒纺行业第一。

让老的变新 让新的

变大

在内蒙古，“羊煤土气”
富集的盟市是有限的。多数
盟市摆脱资源路径依赖，致
力于把新兴产业培育大、把
传统产业改造好，扎实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呼包鄂“金三角”，呼
和浩特的资源禀赋最差，但
呼和浩特积极抢占新兴产
业制高点。云计算产业初
兴，呼和浩特已在古老的云
中郡、如今的和林格尔新区
布局“中国云谷”，形成了

“两大产业园区、三大数据
中心”，目前服务器装机能
力达70万台，国内遥遥领
先。以构建完整产业链为目
标，呼和浩特吸引更多数据
中心、电子商务、呼叫服务
等关联企业项目聚集，打造

“立足内蒙古、服务京津冀、
辐射全中国”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与此同时，充分发挥

“敕勒川、阴山下”诗词地理
的无形资产，唱好现代牧

歌。先后建设世界级乳业研
发中心、全国乳业标准创新
中心，在支持伊利、蒙牛两
大龙头企业的同时，开工建
设了圣牧低温乳制品等项
目，乳业的综合创新力大幅
提升，全球乳业高地呼之欲
出。

乌兰察布市“地上没抓
的、地下没挖的”，是深度贫
困地区，但是“风光”无限。
如今，乌兰察布市正加快实
施600万千瓦直供北京风电
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风电
装机即将达到1100万千瓦，
光伏发电年内达到130万千
瓦。地处三大沙漠包围之中
的阿拉善盟壮大“特”字号，
大力发展苁蓉、枸杞等沙产
业，以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
会、赏石赏玉为载体加快开
发全域旅游。锡林郭勒盟规
划了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打
造集马产品、马文化、马科
研于一体的世界一流马产
业链。

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
明珠表示，力争到2020年，
内蒙古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0%左右，成为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

新华社长沙6月2日电

（记者 陈宇箫） 有这样
一对革命伉俪，他们的事迹
因为两封血泪遗书为世人
传颂，这两封遗书感动了一
代又一代人。一封是就义前
丈夫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一
封是妻子写给刚出生女儿
的遗书。这两封遗书的作者
是陈觉和赵云霄。

陈觉，原名陈炳祥，
1907年生于湖南醴陵。15岁
那年，陈觉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醴陵县立中学。在进步教
师的影响下，经常阅读《向
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
1925年，陈觉加入中国共产
党。赵云霄，原名赵凤培，河
北阜平人，1906年生，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赵云霄、陈觉
作为第一批先进的中国青

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学习期间，二人相识相
知相爱，结为夫妻。

1927年，赵云霄、陈觉

一起回国参加革命。1928年
春，作为省委特派员，陈觉
参与指挥中共湘东特委和
醴陵县委组织的“醴陵年关

暴动”。
由于当地各级党组织

遭到严重破坏，陈觉夫妇被
迫离开醴陵，回到省委机关
工作。之后，陈觉被派往常
德组织湘西特委。已有身孕
的赵云霄，留在省委机关负
责各地联络工作。

1928年4月，由于叛徒
告密，陈觉、赵云霄在常德、
长沙分别被敌人逮捕，关押
在长沙陆军监狱。

面对反动当局的威逼
利诱、严刑拷打，陈觉夫妇
宁死不屈。经过多次审讯未
果，反动当局以“策划暴动，
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陈
觉、赵云霄死刑。

就义前，在给爱妻的诀

别信中，陈觉写道：“云！谁无
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
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
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
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
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
未死的同志来完成。”1928年
10月14日，陈觉在长沙牺牲。

4个月后，赵云霄在狱
中诞下一名女婴，取名启明，
意为在黑暗中盼望破晓。生
下启明仅仅1个多月，赵云霄
就要和女儿永别了，她在给
女儿的遗嘱中写道：“小宝
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
父母是共产党员……我不
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
时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
父母是怎样死的……望你

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
书，才不辜负你父母的期
望。”1929年3月26日，在给
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
口奶后，赵云霄毅然走上刑
场，牺牲时年仅23岁。

如今，在陈觉的家乡，醴
陵市烈士陵园中竖立着这对
革命伉俪的雕像，夫妻二人
紧紧相依，瞩目前方。醴陵市
烈士陵园管理所副所长杨云
志告诉记者，去年清明节前
夕，来自当地姜湾小学的学
生在二位烈士雕像前朗诵过
他们的遗书。“虽然身处和平
年代，但从两位烈士的遗书
中，我们依然被他们的家国
情怀、对党的信仰和为革命
事业献身的精神所打动。”

陈觉和赵云霄：革命伉俪血泪遗书感天地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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