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连英

“全区投运 16 条超高压、特高压外送通道，合计外送电能力达
7000 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达 4059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的 33%。”

“已建成煤制油产能124万吨，2018年产量103万吨、居全国第二。”
“煤制气产能 17.3 亿立方米，2018 年产量 15.7 亿立方米、居全国第

一。”
“神华 108 万吨煤直接液化项目是世界首套煤直接液化生产线，伊

泰 16 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是国内首套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间接液
化生产线，中天合创 140 万吨烯烃、久泰 100 万吨甲醇、亿利 120 万吨
乙二醇均属国内最大单套生产装置煤化工项目。”

⋯⋯
9 月 3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成

就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发展情况亮点纷呈，备受
瞩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自治区能源工业实现了飞跃式发
展，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70 年来，内蒙古能源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国家的重要能源基地。这一切，与我区有着丰
富能源资源密不可分。

煤炭方面，全区含煤面积占国土面积 12%，12 个盟市均有分布，
以烟煤、褐煤为主。全区煤炭资源总量 9120 亿吨，其中，探明储量
4331 亿吨、占全国 25%。

石油方面，全区石油地质储量 6.5 亿吨，主要分布在锡林郭勒盟的
二连油田、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油田，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8402 万吨、约
占全国 2.4%。

天然气方面，全区天然气地质资源量 2.13 亿立方米，集中分布在
鄂尔多斯市的苏里格气田、大牛地气田和东胜气田，剩余技术可采储
量 8750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 15.8%。

除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外，太阳能、风力、地热、生物质
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风能方面，全区离地面 70 米高度处风能技术可开发量 14.6 亿千
瓦、占全国 57%。风能资源自东向西呈增强趋势，大部分具备开发条
件，主要分布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赤峰市等地。

太阳能方面，全区太阳能年总辐射量 1331-1722 千瓦时/平方米，
仅次于西藏。年日照时数 2600-3400 小时，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等
地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

地热能方面，全区地热能主要有浅层地热和水热型地热。浅层地
热主要分布在河套平原、西辽河平原、阿拉善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等
地，适宜或较适宜开发面积 68 万平方公里。水热型地热主要分布在呼
包平原、临河盆地，分布面积 2.5 万平方公里。

生物质能方面，我区耕地面积 925.9 万公顷，年产作物秸秆 3770
万吨左右，粮食总产量 3500 多万吨，生物质发电、制沼气、玉米制燃料
乙醇具有较大空间。

改革开放后，随着勘探技术的提升，以煤炭为主的内蒙古能源产业进
入发展快车道，能源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用能需求。“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共向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区输出煤炭
15亿吨，占全国跨省调煤量的28%；输出电力4700亿千瓦时，占全国跨省
送电量的14%。目前，内蒙古能源行业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能源装备水
平世界领先。全区已投运16条超高压、特高压外送电通道，合计外送电能
力7000万千瓦。其中锡盟至山东、蒙西至天津南、锡盟至江苏、上海庙至
山东、扎鲁特至山东青州5条特高压通道均在“十三五”期间竣工。2018年
外送电量1806亿千瓦时，是1998年的13.6倍，居全国首位。

跃身当家产业，挺起工业经济“半壁江山”

70 年来，作为自治区传统优势产业，我区能源工业栉风沐雨、砥砺
前行，取得了累累硕果，已成为我区六大支柱产业之首，占据着自治区
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了响当当的当家产业，有效推动了自治区
平稳健康发展。2018 年，我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利润、税收分别占全区
规上工业 52.6%、63.1%、63%。

能源供应能力提升。目前，我区现有煤矿 532 处、产能 13.4 亿吨，
占全国 9.2%、25.1%，已经形成蒙东、神东 2 个亿吨级、5 个 5000 万吨
级、8 个千万吨级煤炭矿区。国内最大的露天矿、井工矿均分布在我

区，为国能准能集团哈尔乌素矿和宝日
希勒露天矿，产能均为 3500 万吨。煤矿
单矿平均产能 251 万吨，全国的平均产能

为 92 万吨。2018 年，全区生产原煤 9.8 亿吨、占全国 26.1%。
伴随煤炭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发展，我区的电力工业实现了快速发

展，目前已形成央企、区外企业、区内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截至2018年
底，全区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容量累计达到12258万千瓦，是1998
年的 15.7 倍，位居全国第三。其中，风电 2868 万千瓦、占全区总装机
23.4%、占全国风电装机 15.6%，居全国第一。2018 年，全区火电发电
5124小时、比全国平均水平多763小时，风力发电2204小时、比全国平均
水平多109小时，太阳能发电1384小时、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72小时。全
区发电量 5003亿千瓦时，是 1998年的 14.3倍，居全国第三位；外送电量
1806亿千瓦时，居全国第1位。

此外，全区现有50万吨级油田1个、100万吨级油田1个，天然气处理
能力达320亿立方米，原油加工能力达500万吨。煤制油产能124万吨，
煤制气产能17.3亿立方米，占全国已建成产能的15.8%和33.9%，均居全
国第二位。生物质能方面，我区生物燃料乙醇总规模140万吨，其中阶段
性利用现有酒精闲置产能生产燃料乙醇15万吨、新增玉米燃料乙醇120万
吨、甜高粱全株利用制燃料乙醇示范项目5万吨。目前，阶段性利用现有酒
精闲置产能项目和新增玉米燃料乙醇巴彦淖尔市（30万吨）项目已经核准。

能源装备水平大幅提高。截至 2018 年底，全区 120 万吨以上煤矿
产能约占总产能的 88%。煤矿单井平均规模达到 251 万吨，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近 3 倍。煤矿采掘机械化率达到 98%以上，资源回收率 68%，
居全国前列。率先开展国家新型煤化工示范项目建设，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煤直接液化、煤间接液化、煤制气工艺，装备技术水平处于同行
业领先。全区单机 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 40%，
装机容量超百万千瓦的电厂达到 23 座。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全区建成准格尔至大同、准格尔至
朔州、集宁至唐山港、通辽至霍林河、海拉尔至满洲里等 10 余条煤炭外
运铁路通道，运能近 9 亿吨。已建成 5 条特高压、11 条 500 千伏超高压
输电通道，外送电能力 7000 万千瓦。蒙西电网基本形成“三横四纵”
500 千伏主干网架结构，蒙东地区 500 千伏电网网架初具雏形。全区
已建成 500 千伏变电站 33 座，500 千伏线路 9063 公里。已建成油气
长输管道 31 条，区内里程 5943 公里。

能源对外合作不断扩大。二连浩特、甘其毛都、策克和满洲里等
口岸的贸易持续增加，2018 年全区煤炭进口量约 3500 万吨。跨国送
电电压等级实现跨越，初步形成 2 回 220 千伏输电线路向蒙古国送电，
供电能力超过 25 万千瓦，2018 年送电量达到 13 亿千瓦时。

推进能源经济发展，民生为本是永恒的主题

70 年来，内蒙古能源经济的发展，民生为本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农村牧区通电工程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用上电。2000 年，国家

计委开始实施解决农牧民用电的“光明工程”，并在我区先行试点。我
区抓住机遇，下大力气解决农村牧区的通电用电问题，到 2007 年，全
区行政村全部通电，2013 年底，基本解决户通电问题，在全国 6 个存在
无电人口的省区率先完成任务。2017-2018 年，自治区利用两年时
间，实施了偏远农牧户用电升级工程，其中 8700 户改由电网供电，约 1
万户建设了 2 千瓦或 3 千瓦的新能源户用供电系统，这个容量基本可
以满足农牧户生活及生产用电需求。

农网改造工程让农牧民“用好电”。2018年，农网供电可靠率、电压合格
率分别达到99.75%和99.13%，这2个数据直观地见证了我区农网供电发生
的巨大变化。为解决农村电网网架薄弱、布局不合理、供电质量差、农村用电
价格高及部分农牧户用不上电等问题，国家从1998年启动以“两改一同价”
即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和城乡用电同网同价为目标的农网改造
工程，我区抓住机遇，通过中央预算内、自治区预算内资金、电网企业自筹、银
行贷款等方式，投资近700亿元，累计完成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通过工程
实施，农牧区生活用电价格平均降低0.23元/千瓦时。

光伏扶贫工程成为产业扶贫的亮点工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工作部署，我区“十三五”启动实施了光伏扶贫工
程。据统计，2019 年 1 月底建成投运的 100 万千瓦集中式光伏扶贫电
站，可以保障 4 万户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每年每户增收 3000
元。2019 年 6 月底建成投运 36.8 万千瓦“十三五”第一批村级光伏扶
贫电站和正在建设、计划年内投运的 27.9 万千瓦“十三五”第二批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将为 2404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每年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2—25 万元，直接惠及 11.3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中有 825 个建档
立卡村的村集体经济将实现“零”的突破。

“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精神，今后一个阶段，我区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发挥优
势、抓住机遇，着力推动内蒙古能源实现绿色发展、高效发展、智慧发
展、共享发展，壮大能源产业、深化能源合作、推进能源改革创新，全面
推动内蒙古能源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创建国家现代能源经济
示范区，打造现代能源经济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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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楫扬帆，内蒙古能源工业高歌猛进

蒙西至天津南交流
1000 千伏特高压输电通
道投入运行

万家寨水电站

新锦伊和乌素风电厂

安全高效煤炭生产外运系统

蒙西至天津南电力外送通道配套电源项目蒙西至天津南电力外送通道配套电源项目----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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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克旗项目集控室大唐克旗项目集控室

神华煤制油项目

岱海电厂花海

沙漠蓝海

西乌旗风光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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