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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阿拉善大地，漠海翻绿，
漠草飘香，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拉善盟坚
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
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营造
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依托沙漠丰
富的沙生植物资源，因地制宜着力
培育高质量发展的特色沙产业，实
现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共赢；聚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深入挖掘文旅资源，不断发展壮大
文旅产业体系，文旅产业魅力四
射；着力打造亿千瓦级新能源基
地，让“风光无限”成为推动全盟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如今，绿
色产业经济加速崛起，绿色发展质
量稳步提升，阿拉善戈壁沙山变为
了富民的金山银山。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沙海绿
起来富起来

踏进阿左旗头道沙子飞播造
林区，登高俯瞰，成片的花棒、沙拐
枣、白沙蒿等沙生植物郁郁葱葱密
布在沙丘上，在初秋漠风的吹拂下
摇曳生姿，林内的鸟鸣声此起彼
伏，让曾经荒芜的沙海焕发出勃勃
生机。

“过去这里沙漠多、植被少，风
沙也特别大，通过飞播造林，植被
多了、环境美了，风沙也小了。”护
林员阿拉腾图格说。

曾经2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
生态脆弱区占到整个面积的 94%，
是自治区乃至祖国西部生态安全
的咽喉和要塞。

为了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近
年来，阿拉善盟以绿色发展理念统
领发展全局，围绕建设祖国北疆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目标，相继
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
（草）、“三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及
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重点建设
工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
合治理。采取“以灌为主、灌乔草相
结合，以封为主、封飞造相结合”的
防沙治沙技术措施，形成了围栏封
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三位一
体”的生态治理格局。全盟生态环
境得到了有效改善，自然植被得以
休养生息。

截至2021年末，全盟累计完成
荒漠化治理任务 8940.43 万亩，实
现了连续7年每年完成营造林生产
任务超过百万亩，全盟草原和森林
资源总面积分别达到 28005.67 万
亩和 3580.42 万亩。生态环境恶化
趋势得到整体遏制、重点治理区域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截至2021年底，累计飞播造林
675.7 万亩，有效遏制了腾格里沙
漠和乌兰布和沙漠的前侵蔓延，形
成了“绿带锁黄龙”的壮丽景观，飞
播造林治沙已成为阿拉善生态建
设的最大亮点和全国治沙示范。

2022年，阿拉善盟提出完成林

草生态保护建设任务1100万亩。绿
色在阿拉善大地持续铺展……

既要生态绿色，又要生态财
富。在推进生态建设中，阿拉善把
沙漠生态劣势变为资源优势，依托
以梭梭林等丰富的沙生植物资源，
向沙漠要绿色、要效益，因地制宜
着力培育肉苁蓉、锁阳、沙地葡萄、
文冠果等为主的特色沙产业，实现
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共赢。

让生态沙生产业形成产业化，
阿拉善以“沙地绿起来、企业强起
来、牧民富起来”为目标，依托肉苁
蓉、锁阳等沙草充足的原料资源，
先后培育和引进了 44 家企业投资
沙产业，大力实施“企业+基地+科
研+合作社+农牧民”的产业化模
式发展沙产业。形成了集种植、加
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加
工转化率达到 68%。仅“十三五”期
间，全盟林草产业产值达 199.5 亿
元。

如今，蓬勃发展的生态沙产业
已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通过“公司+基地+科研+合作社+
农牧户”的模式直接和间接从事生
态沙生产业的农牧民达 3 万多人，
人均年收入 3 万到 5 万元，部分牧
户达到10万至30万元。实现了“沙
漠增绿、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牧
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

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文旅
产业成为富民支柱产业

这几天，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
区乌兰哈达嘎查经营大漠民宿的
牧民狄广平特别忙，每天要接待几
批来沙漠冲浪的外省游客。走进狄
广平的大漠民宿，一顶顶洁白的牧
家游蒙古包错落有序，墙面和大门
绘制的民族特色图案，在阳光的照
耀下分外夺目。

“自从开起民宿，每年纯收入
达30多万元，旅游让我们嘎查家家
户户过上了小康生活！”狄广平乐
呵呵地说道。

近年来，阿拉善盟依托丰富独
特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做强做
亮“苍天般的阿拉善”旅游品牌，
以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为目
标，着力构筑起“大沙漠、大胡杨、
大航天、大居延、大民俗”的大旅
游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文化节庆
活动对旅游发展的撬动作用，以
全域旅游带动文化，以文化促进
全域旅游，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和
文化内涵，实施“旅游+战略”，推
动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

“苍天般的阿拉善”全域文化旅游

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以发展“旅游+节会”为着力

点，成功打造了“越野 e 族·阿拉善
英雄会”“阿拉善玉·观赏石暨交易
博览会”“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
漠文化旅游节”“额济纳金秋胡杨
生态旅游节”、骆驼那达慕等一系
列文化旅游节庆赛事活动，不仅为
旅游爱好者提供了丰盛的旅游大
餐，也为展示阿拉善旅游文化资
源、招商引资搭建了平台。

从提升城镇和乡村牧家游旅
游文化档次，重点实施了巴彦浩特
镇、巴丹吉林镇、达来库布镇等特
色小镇建设，集中打造“阿拉善人
家”“大漠人家”“胡杨人家”“大漠
小镇黄河渔村”等宜居宜业宜游的
旅游文化型村庄。如今，一个个特
色小镇和旅游文化型村庄如雨后
春笋，为全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通过多年来文旅融合发展，如
今阿拉善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对外
开放、吸纳游客的金字招牌和“绿
色”富民产业。“十三五”期间，全盟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489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515.2 亿元，并成功
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阿拉善盟
胡杨林旅游区，实现了全盟 5A 级
旅游景区零的突破。

目前，阿拉善全盟已开发旅游
景区（点）40 多处，共有国家 A 级
旅游景区 37 家、旅游景区（点）37
处，旅游集散中心 2 处、旅游星级
饭店 22 家、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13
处，旅行社 41 家；全盟形成乡村
（牧区）旅游接待户 200 余家（其中
自治区级星级接待户 105 家），旅
游专业村和旅游示范点 12 个；吸
纳农牧民参与旅游及相关行业就
业的达 1.7 万人，占全盟农牧民总
数的 38%。文旅产业已成为了富民
强盟的重要战略性支柱产业。

新能源发展蓄势崛起 “追风
逐日”得天独厚

艳阳下，在阿拉善盟大红新能
源有限公司风电场，一排排风力发
电叶片在飞速转动，建设完善的风
力发电设施在大漠中蔚为壮观。

“我们公司现有风力发电机组
50 台，总装机容量达到10 万千瓦，
年均发电量 28156.9 万千瓦时，去
年实现总产值1.12亿元。风电作为
新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意义
重大，由此我们在风电场发展上特
别有干劲，也特别有信心。”该公司
运行值长祁利军介绍道。

阿拉善盟土地幅员辽阔，风、
光资源丰富，新能源可利用资源总

量达10亿千瓦，具有发展新能源产
业得天独厚的优势。阿拉善立足资
源禀赋，围绕绿色发展“双碳”目
标，抢抓新能源大发展重要机遇，
着力打造亿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
地，通过能源革命打造新能源产业
高地，全力向“清洁能源示范盟”转
变。

追风逐日，向沙海要电。截至
2021年，阿拉善全盟已并网发电新
能源项目43个，装机规模为186.56
万千瓦。2022 年，全盟计划实施新
能源项目24个，装机容量376万千
瓦，项目全部建成后，新能源装机
占比进一步加大，总装机容量将达
到 562 万千瓦，占全盟电力总装机
规模的77%；年内要实现17个项目
建成并网发电。截至 6 月末，24 个
项目已开复工 22 项，开复工率达
92%。

炎炎烈日下，阿拉善可再生
能源基地 160 万千瓦风电项目正
在紧锣密鼓推进工程建设。华能
阿拉善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承
建的 40 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
一片繁忙景象，吊车起落，工人们
加紧安装设备。“自 2021 年 8 月份
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土建基础
工程 70%，装机 22 台，预计所有土
建工程 9 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
试 10 月底完成并具备全容量并网
条件。”项目部经理李志全说。

阿拉善可再生能源基地160万
千瓦风电项目，是国家首批以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
风电基地项目，所发电量将通过鄂
尔多斯上海庙至山东直流特高压
通道，输送至山东电网消纳。经初
步测算，风电基地投运后，全年上
网电量约为43亿千瓦时，实现电力
销售额约为 12 亿元。项目建成后，
将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集中监控、无
人值班、少人值守”的高效、智能、
集约化电站管理模式，每年可节约
标煤 147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405万吨。

风机似白色森林，蔚为壮观；
光 伏 组 件 像 蓝 色 海 洋 ，熠 熠 生
辉。坚持绿色发展，抢占新能源
高地，把发展新能源作为重要产
业大力培育，把新能源项目建设
作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引擎，阿拉
善远景蓝图瞩目：力争到 2025 年
新能源总装机达到 5000 万千瓦；
2030 年达到 1 亿千瓦，年发电量
达到 2 亿千瓦。一个以沙海戈壁
风光为资源的新能源产业已插
上了腾飞的金翅膀，正向风光借力
振翅高翔！

绿染沙海尽春色，大漠处处美
如画。如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阿拉善奋楫争先的步履愈
加坚定、思路愈加清晰。阿拉善，
正肩负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驶上新赛道，
闯出新风景。

阿拉善盟：风鹏正举向绿行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