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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二连浩特报记者 沈宇坤

“嘎斯69”，放在过去，这是很多
人对二连浩特的第一印象。的确，这
款俄罗斯制造的吉普车记载了二连
浩特边境贸易的繁荣发展史……

翻开二连浩特的历史，有几个重
要的时间节点：1956年1月，北京——
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联运列车正
式开通，二连浩特建城；1966年1月，
国务院批准设立二连浩特市；1986年
3月，国务院批准该市为甲类开放城
市；199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我
国13个沿边开放城市之一。

今年51岁的二连浩特海关主任
科员杨作军看来，二连浩特的巨变就
是从 1992 年开始的。他说：“1992
年，我市全面开放后，中蒙之间贸易
往来逐渐频繁，每天从口岸过境的

‘嘎斯69’就有1000辆左右。”
在杨作军的回忆中，我们还听到

了一则关于“小铁棍”的故事。“那
时，海关监管设施落后，查验货物时
就靠眼看、手摸，工作效率很低。这
时，出现了很多‘倒爷’，他们会在肉
眼看不到的地方夹带一些禁止入境
的货物，比如在‘嘎斯 69’车轮胎里
夹带蒙古国的羊肉。当时，羊肉进
入我国后价格会高很多。我们想要
创新工作方式，提高验货能力，于是

‘小铁棍’就诞生了，通过铁棍敲击
轮胎，听声音可以判断轮胎内是否
有货物，从而让他们卸下轮胎进行
检查，这比眼力相对更严密了些。”
杨作军如是回忆。

从“小铁棍”到最先进的仪器，从
满大街的“嘎斯69”到一趟趟中欧班
列，二连浩特市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化
身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蜕变为一个冉冉升起的黄金口
岸。

从 1956 年 187 万吨到 2017 年
1503万吨，经过60年发展，二连浩特
口岸进出口货运量涨了8倍之多，尤
其在1983年后，口岸进出口货运量
始终呈上升趋势，全面改革开放和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刻地影响着这
里的发展。

年近九旬的禹爱春老人是一名
铁路退休老职工，他将自己的青春献
给了口岸铁路事业，经历了铁路发展
的沧桑巨变。老人1957年毕业于哈
尔滨外国语学院后，响应国家号召，
支援祖国边疆铁路建设，分配到了二
连站从事翻译工作，开始了铁路人的
生涯。

“那时候的二连浩特跟现在没法
比，条件艰苦不说，物资紧缺，全市只
有几百号人。没有卖商品的百货商
店，吃喝日用就靠一个铁路供应站。
年节有人回家探亲，都要捎回很多食
物和生活用品。而且工作业务量很
大，货物搬运全靠人工装卸，即使是
在机车上当翻译，工作也非常辛苦，
哪里像现在，什么都有，到处都是现
代化的设备。”禹爱春说。

与记者聊天间隙，禹爱春老人拿
出一本相册，他用手轻拂相册封面，
向记者详细介绍每一张照片背后的
故事，在其精心整理的相册里，一张
张看似普通却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展
示了口岸铁路发展变迁历程。其中，
有过去蒸汽车牵引的绿皮车厢，还有
现今电气化的客运专线；有纪录曾经
荒无人烟边陲小镇的画面，还有如今
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小城景象……
50余幅老照片诉说着老人的口岸情
怀，更是记录了二连浩特发展当中的
点点滴滴。禹爱春老人说：“二连站
始建初期，全靠铁路工人的艰辛工作
来运转。轨道上奔驰的火车烟囱喷
着灰黑色浓烟，司炉工一铲铲往炉膛
里铲着煤块。货场上，工人们肩扛货
物搬运装卸，煞是辛苦。”

正如老人所说，二连浩特市的蓬
勃发展与铁路是分不开的。在2003
年，为提高二连口岸站吞吐、换装、通
关能力，国家发改委批准二连站扩能
改造工程计划，机械换装区增加门式
起重机6台，接运能力1000万吨，换
装能力1640万吨。2012年二连站成
为第一个口岸核心能力达到世界卫
生标准的铁路口岸站；2014年国务
院批准设立二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二连站迎来新机遇，当年进
出口货运量实现897万吨；2017年，
进出口货运量突破1000万吨，创历
史最高纪录；2018年 1季度，进出口
货运量实现 314.2 万吨，同比增长
44.2%。

时至今日，二连浩特乘着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抢抓黄金机
遇，高度重视中欧班列品牌建设，努
力提升中欧班列通关速度，口岸联检
联运部门实行专人、专岗预约通关、

手续优先办理和限时办结工作机制，
铁路部门在第一时间编组发车。

自2013年中欧班列过境口岸以
来，开行路线由 2 条增加至 24 条，
2017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575列，运
送标箱48700箱，货重31.55万吨，货
值36.18亿元。其中，实现进出境双
向开行的中欧班列为郑州——德国
汉堡、长沙——莫斯科、重庆——波
兰马拉舍维奇、乌兰察布——俄罗
斯沃尔西诺、厦门——俄罗斯沃尔
西诺、天津——俄罗斯霍夫里诺、成
都——波兰罗兹等；单向开行的有苏
州、武汉、中卫、合肥、威海、上海和乌
海等地始发的中欧班列。出口货物
主要包括轮胎、文体用品、工艺品机
械零件、笔记本电脑及配件、机械设
备、日用品及小家电等，进口货物主
要包括汽车配件、轮胎、机械设备、钢
板、板材、家具日用品等。

中欧班列的成功运营，使二连口
岸与蒙古国、俄罗斯沿线地区建立了
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实现中欧班列
的快速通关、快速验放，并多次协调
组织蒙古国交通运输部、蒙古国乌兰
巴托铁路局共同赴郑州、武汉、重庆、
长沙等中欧班列始发地进行沟通对
接，帮助企业协调优化中欧班列在蒙
古国境内的运行时间、口岸通关、铁
路运费等方面问题，进一步提升了中
欧班列通道的综合竞争力。据统计，
今年前7个月，共监管验放运行中欧
班列637列，已经超过去年的水平。

搭乘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快车，二
连口岸克服人才稀缺、水源缺少、风
沙严重等难题悄然崛起，逐渐从一个
边陲小镇发展到如今我国向北开放
的黄金口岸。

今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二连口
岸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
世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
蒙俄经济走廊”的深入建设，二连浩
特口岸以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建设为统领，充分发挥口岸优势，大
力发展国际贸易物流、进出口加工、
边境特色文化旅游、清洁能源产业，
在国际舞台上散发着更加耀眼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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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两大矿务局的华丽转身从“嘎斯69”到中欧班列

缓缓驶入国门的中欧班列 尚文娟 摄 今天先进的井下现代化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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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海东

在煤矿城市乌海的历史上，神
华乌海能源公司是一个有着特殊地
位的企业。

1958年，随着包钢的上马，来
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响应国家
号召，来到当时还是一片戈壁荒漠
的乌海，开采这里的优质焦煤，并先
后建立了乌海能源公司的前身——
乌达矿务局和海勃湾矿务局。此
后，依托两大企业逐渐形成的城市，
1976年，建立了自治区第三个直辖
市——乌海市。

据粗略估算，建市后，两大矿务
局的职工和家属一度超过全市人口
的一半。原神华乌海能源苏海图矿
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崔向山说“可以
说，乌海本地人都跟两大矿务局有
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乌海建设发展起着深远影响
的这两大企业，在40年的改革大潮
中也曾几度沉浮。“回顾过去的历
程，对企业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
划归神华集团，这促使企业彻底的
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向市场经济。”曾
任神华集团乌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的温治学说。

温治学回忆，当时，随着市场经
济在全国各领域、各行业全面推开，
受计划经济束缚的乌达矿务局经营
愈加困难。从1992年开始，煤炭价
格开始市场调解，矿务局的日子就
开始走下坡路。乌达矿务局作为一
座老煤矿，已经连续多年缺乏资金
进行技术改造，生产能力跟不上。
并且，长期的企业办社会，造成包袱
沉重，企业欠帐多。此外，所开采的
原煤品质不符合市场需求，也是陷
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在 1998 年 4月国家机构改革
中，煤炭部被撤销，作为原属煤炭部
统配局的乌达矿务局突然间没了娘
家，各方都不愿接收，企业真正变成
了无所适从。断奶绝粮下，10万职工
及家属的生计问题变得前途未卜。

此后的1998年到2001年成为
乌达矿务局最为艰难的3年，期间，
职工累计最多10个半月没有发工
资。

矿上没钱，就用一片4米左右
长、1米多宽的尼子料顶了崔向山
的1个月工资。当时，他舍不得用
这块料做衣服，就想着留给儿子长
大了娶媳妇用。至今，这块料子仍
在家里珍藏着，采访时，他的老伴刘
素华还特地拿出来让记者看，并给
小孙子讲了这块尼子料的来历。

乌达矿务局的困境在当时煤炭
系统颇具典型性。为化解内蒙古的
煤炭困局，内蒙古呼和浩特以东地
区的煤矿由自治区煤炭厅接收，统
一组建成东煤集团，然而包括乌达
矿务局在内的海勃湾矿务局、包头

矿务局的“西三局”却一直没有哪方
愿意接收。“西三局”的困境最后惊
动了中央，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批
示下，1998年 8月 26日，“西三局”
正式划归中国神华统一管理。

“划归神华，现在来看是一件幸
事。”崔向山说。可对当时包括崔向
山在内的职工来说，谁也看不清未
来的路，大家都是带着希望，同时也
充满迷茫。乌海能源公司新闻中心
副主任赵波说，公司当时开大会通
告归神华的消息，但很久也没见有
什么变化，日子还是原来那样难，单
位有本事的人陆续想办法离开。

变化是渐进的。温治学回忆，
在划归神华的最初3年时间里，当
时企业迫于生存压力，只好继续尝
试多种经营，并由他分管。先后办
起了番茄加工厂、水泥厂、焦化厂等
四五十家小企业，也曾一度繁荣。
但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企业自
身市场经营等原因，到2001年时都
相继倒闭。

给企业带来实质性变革的是
2001年。当年，神华集团将两大矿
务局进行公司化改制，实施现代企
业制度，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标志的
矿务局被撤销，变身矿业公司。
2001年8月21日，神华集团乌达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神华集
团海勃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也在此
前后挂牌。

此后，神华集团加大了对两大
矿业公司的技改投入，并将其纳入
神华销售渠道。改制之后，新班子
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
积极主动适应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
产品。

“这次变革最大的改革就是人
员的观念。”温治学说。以往，计划
经济模式，企业的煤炭往哪卖由煤
炭部决定，自己只管生产。当他还
是矿务局秘书时曾跟随局领导到煤
炭部开会。在会上，煤炭部给所有
的统配局下达当年的生产指标，并
按照生产任务进行资金分配。“当时
矿务局只负责生产，到底产品是否
符合客户需要，根本不是我们应该
考虑的事。”

随着企业营销观念的转变，企

业生产经营模式也开始跟着变化。
以前只是挖出来什么煤就卖什么
煤，但是由于原煤含硫高、灰分大，
卖不上好价钱。企业新建了洗煤
厂，自己配煤，卖洗精煤，原来一吨
原煤80多元也不好卖，而洗精煤一
吨200多元还很畅销。2004年时，
企业彻底扭转了亏损局面，还清了
职工历年欠薪。

在改革中以阵痛为代价，乌海
的两大矿务局最终适应了市场经
济的大潮，在内部树立起责任意
识，建立起了强大的销售队伍。过
去虽然也有销售队伍，但那是要账
队伍，而现在是寻找客户，并且反馈
客户需求。温治学记得，有一次销
售人员回来反馈说，有一家客户需
要10万吨焦炭，公司很多人都认为
量太小了，不值得为此改变工艺接
这份订单。但温治学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这可能是打开更大市场的
一个契机。最后按照客户的需求
进行了生产，此后，更大订单接踵
而来。

2008年，在神华集团深入资源
整合中，乌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海
勃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另外两
家神华集团子公司进行了合并重
组，成立了神华乌海能源公司。至
此，两家长期隔黄河相望，为乌海市
开拓、建设、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兄
弟企业合为一家。

在经过8年的发展后，2016年，
根据新时代发展要求，为进一步适应
市场，神华集团通过“五步走”战略，
再次对乌海能源公司进行深入改
革。这次改革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是，
进行得非常平稳有序，它彻底解决了
企业长期存在的包袱重的问题。

乌海能源公司董事长杨吉平深
有感触地说：“乌海能源公司这次改
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得益于原神
华集团和自治区及乌海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改革方案从企业和职工的
切身利益考虑，十分贴近实际。改
革期间，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改
革开放40周年，站在全新起点上的
乌海能源公司，面临着历史上难得
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