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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全世界的“内蒙古名片”“塞外粮仓”变身“天下厨房”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在鄂尔多斯的历史上，1979年
8月7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自治区改革开放后的
第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伊克昭盟
羊绒衫厂，在万众瞩目中破土动工。

当时，该项目需要投资2300万
元从国外引进全套羊绒加工设备和
技术，可全盟一年的财政收入才
1600万，资金就是一大问题。

经多方考察和研究，伊盟盟委
决定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全套羊
绒加工设备和技术，用生产出来的
产品归还设备技术价款。这一“以
物易物”的方式在自治区尚属首次，
是被载入地方史的创举。

时隔近40年，就是这个项目，破
茧成蝶孕育了今天的鄂尔多斯集团。

40年来，鄂尔多斯集团成功打
造出“鄂尔多斯”品牌，一句“鄂尔多
斯，温暖全世界”的承诺，让中国的
民族工业走向了世界。

回首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目。
随着项目的推进，1981 年 10

月 1日，伊盟羊绒衫厂作为国庆献
礼项目正式投产，由过去只能生产
纺纱的原料厂，转变为年设计生产
能力为无毛绒 510吨、羊绒纱 200
吨、羊绒衫30万件的羊绒衫厂。

这一跨越，彰显了伊克昭盟人
“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气魄，成为中
国纺织界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

羊绒衫厂投产第一年，实现利
润3450万元，当年就收回了全部投
资。

1986年，伊盟羊绒衫厂再次以
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日本先进设备
技术进行了二期工程扩建，新增羊
绒纱100吨、羊绒衫30万件。

可以说，补偿贸易开启了中国
羊绒加工业的崭新篇章，伊盟这个

“老少边穷”地区，从此有了现代化
工业企业。

羊绒衫厂创业初期，借改革开
放的春风相继进行了多项改革。

1987年，全国开始推行企业承
包责任制，厂长王林祥代表羊绒衫
厂向上级提出了承包经营。承包后
的羊绒衫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把竞
争机制引入全厂承包的各个环节，
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管理经营水平
和全员的积极性。

到1989年，羊绒衫厂又通过改
革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更
名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羊绒衫厂
自此成为一家一条龙经营的企业，
为伊盟及至自治区的国企改革提供
了经典先例，趟出了一条可借鉴的
路子。

企业创立之初，就立下要“立民
族志气、创世界名牌”的目标。
1984年，王林祥在日本考察时，看
到自己生产的羊绒衫就因为挂上了
人家的牌子，售价就涨了几十倍甚

至上百倍，王林祥下定决心，一定要
创自己的牌子，为民族工业争光。

王林祥决定就用“鄂尔多斯”来
命名羊绒衫品牌。当时，国人还不

“认识”羊绒衫，他亲自出马带着刚
组建起来的销售队伍，背着羊绒衫
到大城市的涉外饭店和友谊商店寄
售卖给外国人，随后又邀请全国12
家涉外饭店和友谊商场的负责人到
厂参观并举办了“首届羊绒衫厂订
货会”，订出了8万件羊绒衫。这是

“鄂尔多斯”品牌在国内市场第一次
正式亮相。

1989年，伊盟羊绒衫厂分立后
更名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在央视
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了广告。一句

“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一
时间红遍大江南北，这也是同行业
在央视打出的第一个广告。

紧接着，鄂尔多斯在国内各大
城市举办展销会，从1991年开始，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八大城市设立
鄂尔多斯经销部进行直销。还举办
了首届鄂尔多斯羊绒制品交易会，
积极参加各类贸易大会，推销鄂尔
多斯羊绒产品。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成立后，先
后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鄂
尔多斯”商标，在国内和海外多个国
家设立营销公司，并与外国经销商
合作拓展市场。

这场酣畅淋漓、内外结合的营
销之战，一举奠定了鄂尔多斯在国
内市场的行业龙头地位和行业标志
性品牌形象，鄂尔多斯用自己的行
动书写了民族自主品牌的奋斗史。

1995 年，第 50届世界统计大
会授予鄂尔多斯“中国羊绒制品大
王”称号。

之后，“鄂尔多斯”牌羊绒衫还
荣获国家质量金奖。“鄂尔多斯”被
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成为同行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
第一枚中国驰名商标。

1995年，鄂尔多斯B股上市，
成为自治区乃至全行业第一家B股
上市公司。2001年，鄂尔多斯A股
在上交所发行。

由于鄂尔多斯声名远扬，2001
年，伊克昭盟撤盟建市，命名为鄂尔

多斯市。
进入新世纪，鄂尔多斯羊绒制

品的产销量达到1000万件以上，占
到了中国的40%和世界的30%，成
就了“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
内蒙”的新格局。

2008 年，鄂尔多斯领行业之
先，开始从羊绒服装向全品类四季
服装转型，聘请法国顶级设计师把
服装设计理念应运于羊绒产业；
2016年，鄂尔多斯品牌重塑焕新，
裂变为鄂尔多斯 1980 和 ERDOS
两个品牌。2017年，自创羊绒高端
奢侈品牌1436在东京、大阪等大城
市的顶级商场连开 8家直营专卖
店，成为入驻奢侈品区域的唯一中
国品牌。

但鄂尔多斯的野心不止于此。
早在2003年，鄂尔多斯集团就开始
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开启多元
化经营发展之路。

依托当地丰富的能源资源优
势，鄂尔多斯集团进军清洁能源领
域，成功实施了电炉余热发电、电厂
超低排放、电石渣制水泥等一大批
节能环保项目。

一个个环保项目环环相扣，一
条条绿色生产线无缝对接，一个以
煤、电为基础，铁合金和煤化工、天
然气化工为重心，各种产品综合配
套、资源热能充分利用的循环经济
模式，托举着鄂尔多斯的“清洁能源
产品”走出高原，走向世界。

如今，鄂尔多斯电力、鄂尔多斯
铁合金、鄂尔多斯PVC、鄂尔多斯
化肥、鄂尔多斯水泥、鄂尔多斯多晶
硅等产品相继成为“鄂尔多斯温暖
全世界”的崭新品牌，鄂尔多斯已经
从一家羊绒制品加工企业发展成为
涵盖羊绒服装、资源矿产开发和能
源综合利用等多元化经营的大型现
代综合产业集团。

40年来，鄂尔多斯集团始终坚
守“温暖全世界”的崇高理想与“立
民族志气，创世界名牌”的神圣使
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鄂尔
多斯集团锐意改革，爬坡过坎，砥砺
前行，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和鄂尔多
斯市的一张“国际名片”，谱写着温
暖全世界的辉煌篇章。

□文/图 本报记者 韩继旺

金秋九月，美丽富饶的巴彦淖尔
大地迎来流金叠翠的丰收季节：七彩
农田辉映相连，平畴沃野瓜香果甜，
辽阔草原牧歌悠扬，电商园区创客云
集，龙头企业遍布乡间……一幅现代
农牧业融合发展的壮美画卷，生动地
展现在人们面前。

而就在 40年前，当时的巴彦淖
尔盟农牧业生产还处于一粮独大的
时期，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糜子等粮
食作物，农业规模小，品牌化程度低，
产业链条短。1978年，巴彦淖尔粮食
总产量只有8.99亿斤，牧业年度牲畜
饲养量372.43万头只，农业发展速度
十分缓慢，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142元。

改革开放奏响了农牧业发展最
强音，巴彦淖尔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
活力。从创造北纬40度的“吨粮田”
奇迹，到农畜产品出口额连续9年位
居全区首位，巴彦淖尔这方丰饶秀美
的土地，正乘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
浩浩东风，演绎着从“塞外粮仓”到

“天下厨房”转型升级的农业奇迹。
据巴彦淖尔市农牧业局局长奥

林虎介绍，2017年，全市粮食产量达
到67亿斤，实现“十四连丰”；牧业年
度牲畜饲养量2276万头只，实现“十
三连稳”；粮经草比例调整为48：50：
2；农 牧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15634元。

粮食产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瓜果
蔬菜等其他农副产品也不甘落后，农
牧业逐渐成规模、产业化。

在五原县塔尔湖镇乃日村为农
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一辆
辆满载蜜瓜的运瓜车频繁驶出，一路
飘香驶向全国各地。正忙着摘瓜、装
车的社员们脸上都写满灿烂的笑容，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合作社共有入社社员 370 户，
5000 多亩土地，主要种植瓜果蔬
菜。理事长井贵鱼高兴地说：“今年
我们提前与首农、河套商会等合作方
对接，西瓜、蜜瓜销售到呼和浩特、北
京、上海、青岛、广州等城市，亩均纯
收入达到5000多元，是大田作物收
入的3倍以上。”

八百里河套土壤肥沃、光照充
足、热量丰富，再加上黄河水的滋润，
特别适合瓜果蔬菜的生长，瓜菜年种
植面积每年保持在70多万亩左右，
占总播面积的7%，是“草原上的菜篮
子、黄河边上的农艺园”。

目前，全市瓜果蔬菜已形成日光
温室、塑料大棚、小拱棚和露地种植
多种模式，常年生产、常年供应、梯次
发展、均衡上市的产业布局。每年外
销量在40万吨以上，种类主要有西
甜瓜、韭菜、西兰花、西红柿、彩椒、黄
瓜、豆角等。加工型蔬菜产品番茄酱
和脱水青红椒更是走出国门，出口到
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年出口额
1亿美元以上。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依托得天独
厚的光热水土资源组合优势，大力推
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
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作为农牧业
发展的主攻方向，用系统化的思维把
一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做，抓好现代农
牧业生产、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电商
物流、农田建设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全力打造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
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培育引进了恒丰、中粮、兆丰、伊
利、蒙牛、鲁花、维信、河套酒业、圣牧
高科等一大批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构筑起一条条在田野间不断延伸
的农牧业产业链，初步形成粮油、炒
货、果蔬、加工型蔬菜、乳、肉、绒、饲
草料、中药材和酿造等十大优势特色
产业。

围绕“绿色河套”金字招牌，巴
彦淖尔市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在北
京成功召开“天赋河套”巴彦淖尔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全市统
一注册、申报、使用“天赋河套”区域
公用品牌，在上海成功举办了“河套
农产——献给世界的友好食物”品牌
战略发布会，同步登陆美国纽约时代
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农畜产品美誉度
和知名度不断提高，特色农畜产品借
助品牌效应“点石成金”。

全市农副产品注册商标 1996
件，其中驰名商标7件、著名商标65
件、知名商标131件；河套面粉、巴美
肉羊、河套蜜瓜等优质产品在国内享
有较高知名度；河套向日葵、枸杞、西
甜瓜、番茄、肉苁蓉等16个产品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三品一标”
数量达到341个，“三品”原料生产基
地面积达到268万亩，创建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200万亩。

田畴似锦，沃野生金。绿色生态
农业开启了由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
转化的新路径，河套地域特色浓郁的
绿色农产品身价倍增，借助“一带一
路”便捷地走向国际大市场。

如今，巴彦淖尔市出口农产品规
模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丰富，番茄、
脱水菜、绒纺、籽仁产业被列为国家级
外贸转型示范基地。2017年，全市农
畜产品出口40万吨，创汇4.5亿美元，

连续九年位居自治区第一位，农产品
出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80多个。

今年上半年，巴彦淖尔市农产品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出口额实现16.4
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3.6%，占自治区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49.4%。

为了培育优势出口产业，巴彦淖
尔市筹建了保税物流中心（B型）项
目，开通了海铁联运集装箱班列，实
现了籽仁类、番茄、脱水菜等农畜产
品出口由产地企业装箱报关，铁路直
接运抵天津港装船出海的快捷模式，
构建起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畅通传统外贸渠道的同时，巴
彦淖尔市借助覆盖城乡的互联网络，
逐步打通农产品流通的“任督二
脉”。建成6个电商产业园区，设立农
村牧区电商服务网点2858个，实现
了行政村全覆盖，建立了县（旗区）、
乡（苏木镇）、村（嘎查）三级物流配送
体系。

目前，全市电子商务企业已达到
1273家，围绕籽仁、番茄、脱水菜、羊
肉等特色农畜产品，先后培育孵化了
三胖蛋、大嫂情、黄金纬度等一系列
互联网畅销品牌，提升了农畜产品品
牌知名度，增加了经济效益，扩大了
就业。今年1-7月份，全市电子商务
企业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27.67 亿
元，直接就业人员达1.4万人。

田畴织锦绣，牧野好风光。40年
沧桑巨变，40载春华秋实，巴彦淖尔
市紧守绿色有机这块金字招牌，换来
了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的大好景
象，从“塞外粮仓”成功升级成为“菜
品丰富”的“天下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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