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帆

温暖如春的时节，温暖如春的话语。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保持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温暖如春的嘱托，温暖人心的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激励着草

原儿女以只争朝夕的姿态投身高质量发展。

放眼未来 扬帆启航

今年 4 月，内蒙古骏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的绿色制造项目——年产 900 吨纳米碳
管及锂离子电池正负极导电剂 1.8 万吨项目成
功落户鄂尔多斯大路工业园区。

项目一期工程年消耗天然气 450 万立方
米、催化剂 108 吨、液氧 135 吨和溶剂 17100
吨，项目达产后年创利税 5.34 亿元，主要产品
纳米碳管可广泛应用于动力锂电池领域，市场
前景较好。

这是大路工业园区按照产业规划布局，今
年成功引进的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项目，项目
运用天然气，减少了污染，能有效促进园区节
能环保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站在园区最高处，园区党工委书记韩涛满
怀信心：“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园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以
做 实 做 强 做 优 实 体 经 济 推 进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进入今年 4 月中旬，针对生态脆弱区，内蒙
古将森林和草原作为生态建设主战场，推进大
规模国土绿化，计划完成营造林任务 1290 万
亩，以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这只是内蒙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一个缩影。

2019 年 4 月 22 日，一个载入内蒙古发展史
册的重要日子。

当天，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会议召开，会
上就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作出全面部署。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区生态环境保护
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重大转变，走到
了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的历史关头。”内蒙古发
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张永军说。

在这一重要关头，如何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内蒙古作出铿锵的回答：“发展必须是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着力摆脱传统路径依赖，
坚决摒弃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老路，坚决不
要污染的 GDP。”

担当使命 积极作为

奋斗的脚步，源于拥抱未来的使命召唤。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也

是内蒙古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大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不仅让我区

作出放眼未来的重大抉择，也召唤内蒙古向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奋勇前行！

通辽市扎鲁特旗境内，有片 200 多万亩
的山地草原“无人区”。

这里并非不宜生存，但为了修复生态，这
里全面禁牧禁垦，北纵 30 多公里、东西 50 多
公里的广袤地界上，空无一人、空无一畜。

盛夏 7 月，登山远眺，只见这片曾经的荒
漠戈壁上绿意盎然、姹紫嫣红，连绵的山地草
原南部与罕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接，蔚为
壮观。

这里，曾有近 5 万头牛、35 万多只羊啃
食，1000 多户牧民以牧为生。长期超载放牧
导致草原快速退化，土壤蓄水力降低，多条河
流断流，放牧收入逐年下降。“过度放牧曾让
草原失去了往日色彩。”扎鲁特旗阿日昆都
楞镇党委书记额尔敦布和说。

牧民迁出后，政府为每户免费提供了楼
房，并安置一个人的工作。当地牧民斯琴高
娃高兴地说：“医疗和养老保险由政府统一缴
纳，每年还能领取每亩 9 块多钱的禁牧补贴，
秋后还能打草养畜，人均收入比原来高一倍
多。”

更为重要的是，牧场休养生息后，扎鲁特
旗山地草原景观引来众多游人，为当地带来
可观的旅游收入。

乌海市西来峰项目区，深度处理后的污
水全部用于城市绿化和工业再生产，每年节
水千万吨，大大降低了企业成本。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万亩生
态光伏基地里，光伏电板如同金色沙漠上泛
起的一层层蓝色海浪，熠熠生辉，借光发电、
借电抽水发展的设施农业、生态观光旅游业，
让沙漠增绿、企业增效。

历史航程波澜壮阔，时代大潮奔腾不
息。无疑，2019 年，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
代召唤与历史抉择，让内蒙古推动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付诸行动。

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
自治区党委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西部

大开发和“一湖两海”生态综合治理工作。
全区重点工业项目集中审批周活动启

动，有关部门对 24 个审批项目现场出具手
续，全力破解、彻底解决项目审批中的堵点、
难点问题，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自治区领导带队赴深圳考察，就内蒙古
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与高新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座
谈并签署合作协议。

全区召开“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动员会，
准确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并指导实
践成为全区行动。

⋯⋯
追梦之路，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我区正

在以寻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最大公约数的

使命担当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汇报：建设亮
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内蒙古积极作为！

生动实践 谋定未来

奋斗，是解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金钥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全区部署与行动，翻

开了内蒙古产业与项目建设的崭新一页。
7 月的乌海千里山工业园区骄阳似火，德晟

煤焦化公司干熄焦及配套 2 万千瓦余热发电项
目现场，五、六台大型机械与 100 多人正在加紧
施工作业。

可别小看这个年底就要投产的项目，这是我
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的
重点项目。

“项目采用国内炽热焦炭和惰性气体直接接
触换热方法，通过熄灭红焦回收热量带到余热锅
炉与水换热产生高压蒸汽，送到汽轮发电机站进
行发电；焦炭被冷却后经排焦装置卸到带式输送
机上，送往焦炭处理系统。”项目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4500 多
万元，年创利税 2000 多万元，年可节能 5 万吨标
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10 万吨，发电 1 亿度，节约
电费 700 万元。

而在相隔百余公里的阿拉善宏魁苁蓉集团
梭梭林基地，几十万亩梭梭林迎风而立，一望无
际。“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梭梭已经接种了肉苁
蓉，今年就能收获了。”苁蓉集团党委副书记任存
福说。

茫茫草原正奏出绿色发展最强音！今年以
来, 仅包头市就密集实施绿色产业重点项目
118 个，绿色产业项目遍布全区 12 盟市。

夯基垒台，积厚成势。全区持续加大森林、
草原、河湖、湿地等重点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森林面积和活
立木蓄积量持续“双增长”；在 PM2.5 浓度连年下
降且达标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全区优良天数
比例同比提高 1.9 个百分点；地表水考核断面优
良水体比例提升至 78.8%，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
善。

⋯⋯
每一滴汗水，都为梦想之花注入生机。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全区部署与行动，也翻开了内
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一页。

今年前 5 个月，全区以高环保为主要特点的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高于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6 个百分点。

今年前 5 个月，全区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
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增
加值均实现 31%以上的高增长率。

今年前 5 个月，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87.1 亿元，同比增长 10.4%。其中，完成税收收
入 705.1 亿元，同比增长 9.8%，占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比重高达 79.5%。

着眼长远，谋定未来。如何走出一条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内
蒙古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嘱托，驰而不息地奋
力作为，谋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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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为内蒙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图为中科合成油实验
室。 武飞 摄

近日，内蒙古输气管理处陕京四线托克托压气站 4 号压缩机组成功完成
了安装调试，开始 72 小时试运行，标志着陕京四线增压工程进入了冲刺阶
段。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近日，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工作人员为嘉宾展示用处理后的污水
养鱼。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已发为企业谋发展的“定盘星”。图为中天合创化工
装置处理过的水成为鸟儿栖息的家园。 夏卫红 摄

大路工业园区内伊泰煤制油厂区大路工业园区内伊泰煤制油厂区。。 武飞武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