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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本报记者 李永桃

“7月份，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及中
美贸易摩擦对内蒙古煤化工行业的影
响较大，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持续向好
的背景下，内蒙古煤化工行业市场信心
提振，市场行情继续回暖。”自治区发改
委市场监测中心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

据该中心统计，与6月份相比，内
蒙古7大类现代煤化工产品价格3升3
降 1平，其中，煤制高温煤焦油、煤制
PE、煤制甲醇价格上涨，煤制天然气、
煤制合成氨、煤制尿素价格下降，煤制
PP价格基本持平。

进入7月份，国内天然气市场供需
结构有所改善，内蒙古煤制天然气价格
下探幅度明显放缓。7月份内蒙古煤制

天然气平均价格为2475.26元/吨，环比
下降1.23%，降幅收窄9.18个百分点。

受高温煤焦油下游深加工市场亏
损及产品库存积压等影响，下游企业采
购积极性减弱，内蒙古煤制高温煤焦油
价格涨速放缓。7月份内蒙古煤制高
温煤焦油平均价格为 1948.33 元/吨，
环比上涨2.57%，涨幅收窄15.53个百
分点。

国内PE市场需求仍然较强，下游
企业采购意愿积极，同时受两油库存下
降影响，PE开工率降低，市场供给减
少，推动内蒙古煤制 PE 价格继续上
涨。7月份，内蒙古煤制PE平均价格
为7535.1元/吨，环比上涨4.94%。

7月份国内PP市场需求有所下降，
7月上旬受PP生产企业集中检修影响，
市场供应减少。另外，煤炭及原油价格

上涨也对煤制PP价格具有一定支撑作
用，综合因素使得7月份我区煤制PP市
场行情较为平稳。7月份，内蒙古煤制
PP平均价格为7570.5元/吨，环比略降
0.06%，结束连续4个月的上涨行情。

当前，国内甲醇市场整体需求仍然
偏弱，但是受我区部分煤制甲醇生产企
业停产检修影响，全区甲醇市场供应偏
紧，价格略有上涨。7月份，我区煤制
甲醇平均价格为1363.19元/吨，环比上
涨1.12%。

国内合成氨市场需求仍然较弱，且
随着停产检修的结束，市场供给有所增
加，内蒙古煤制合成氨价格延续前期跌
势。7月份内蒙古煤制合成氨平均价
格为2323元/吨，环比下降1.75%。

尿素市场需求整体偏弱，且前期检
修的尿素生产装置集中复产，市场供应

宽松，加上本月出口价格低于预期，故
我区煤制尿素市场行情延续弱势运行
态势，价格继续下探创新低。7月份我
区煤制尿素平均价格为1457.5元/吨，
环比下降4.78%。

自治区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负责
人指出，一方面，国内经济稳中向好、长
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且下半年随
着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逐渐落实，国
内经济增长有望恢复至正常水平，为我
区煤化工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另
一方面，根据OPEC+和美国、加拿大等
其他产油国达成的减产协议，自8月1
日起各国整体减产幅度将从目前的970
万桶/天降至770万桶/天，且近期美国
原油库存处于高位，所以原油价格大幅
波动的可能性不大。8月份我区煤化工
产品价格仍保持稳中小幅波动走势。

煤化工市场逆境突围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

踩着渣选车间机声轰鸣的节奏，杜
占江手拎扳手，步履轻盈，一边巡视设备
运行和人工作业的安全情况，一边为忙
碌的工人们加油鼓劲，加紧铜冶炼渣的
回炉和回收。

杜占江是全国劳模、包头华鼎铜业
发展有限公司渣选车间主任。相比今
年年初企业2亿多元订单发货受阻、生
产经营面临巨大挑战，如今，企业在“双
富氧全底吹连续炼铜”等多项国际、国内
先进技术的支撑下实现逆风翻盘，上半
年实现产值13.9亿元，同比增长32%。

“今年，我们企业的铜产能和硫酸
产能将分别达到11.5万吨、48万吨，实
现18至20亿元的产值。”杜占江告诉记
者。

在内蒙古金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15000平方米的宽大厂房内，大
型龙门钻设备操作工高月飞正熟练地
转换着操作按钮，加紧反向平衡法兰的
关键环节生产。

“一天能完成几个法兰的钻孔？”记
者问。

“7个。”高月飞指着操作台介绍说：

“这块直径约4米的锚板，经过下料、拼
装焊接、机加工3道工序后，就要通过龙
门钻进行钻孔，千万别小看这一环节，我
们对每个钻孔的大小、距离精度要求极
高。”

因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金海
新能源在面临复工复产推后、物流运输、
原材料供应、用工紧缺等不利局面下，实
现产值1.45亿元，同比增长了40%。

正是有了华鼎铜业、金海新能源等
企业的强势复苏，1至7月，稀土高新区
10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突
破4%。稀土、铝铜、装备制造3大主导
产业实现增加值38.47亿元，占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74.1%。

稀土高新区工业经济之所以交出
如此靓丽的成绩单，源于其深挖项目潜
力、深耕产业转型、深究政策红利带来的

“蝶变效应”。
按照“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个部

门、一个联络人、一套方案”的“五个一”
推进机制，今年稀土高新区全力推进80
个、总投资 594.2 亿元的重大项目建
设。目前，总投资138.33亿元的48个
亿元以上工业重点项目全部开复工，开
复工率100%。

其中，新格环保10万吨/年铝灰铝渣

资源化利用、东宝大田年产20万吨绿色
生态有机肥和废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
现“拿地即开工”。东宝生物年产2000
吨胶原蛋白和震雄铜业10万吨铜拉丝项
目已投产。威丰新材料超薄取向硅钢带
和震雄铜业10万吨连铸连轧铜杆及铜导
体深加工项目正在试生产……

“重点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今年，我们将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教育医疗等领域，
着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可持续发展
的项目，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建设
一批、竣工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稀土
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综合科科长高扬说。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是专业从事非公路矿用车、相关工程
机械及其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大
型装备制造企业，目前牢牢占据国内
80%以上市场份额，在矿用车领域位列
国内第一、全球前三。

该企业产品研究院电液控制研究
所高级业务经理王逢全对记者说：“今年
3月份，企业获澳洲市场近10亿元矿车
合同，经营形势一片大好。上半年完成
产值9.1亿元，同比增长21.9%。”

制造业持续发力，稀土和铝铜产业
也比追赶超。上半年，稀土高新区3大

主导产业中，电解铝产量达到 42.5 万
吨，铝加工企业实现产量35万吨，电解
铜、铜杆、铜丝产量达到3.26万吨，包头
希铝因转型升级实现产值逆势增长，实
现利润6.5亿元，同比增长64.5%；1至7
月，在18家产值正增长的企业拉动下，
37家规模以上稀土企业累计实现工业
总产值61.71亿元，同比增长4.8%。

与此同时，稀土高新区坚持“企业
活，经济兴”这一根本遵循，认真落实包
头市“非公十条”“企业家十条”，充分用
好“民营经济20条”等政策，着力做好

“抓大、扶小、扭亏、育新、延链”5篇文
章，结合园区分类和产业特点，统筹制定
分类分批复工复产方案，帮助企业落实
好用工、用电等各类要素保障。相继出
台、落实“拿地即开工”“最多跑一次”“多
元化融资”等多项惠企惠民政策和税收
优惠政策，不断加大工业企业信贷支持
力度，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
力的“加法”。

在一系列有力措施的保障下，工业
经济成为稀土高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上半年，稀土高新区累计签约项
目36个，完成招商引资全年目标任务的
77.6%；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3.45亿元，
同比增长0.2%。

2020·决胜全面小康

深一度

本报 8 月 31 日讯 （记者
杨帆）据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
今年1—7月，我区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5.8%。全区其他
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现代煤化
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高
新技术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5%。

与此同时，今年1—7月，全区
工业41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增长面
达56.1%，医药制造业、食品制造
业、烟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 11.0%、9.2%、50.3%、10.0%、
23.6%、9.8%、2.1%，非煤产业增加
值增长5.0%，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40.1%。科技创新类产品产量
增势较好，单晶硅产量同比增长
57.8%，多晶硅产量同比增长
23.5%，石墨及碳素制品产量同比
增长16.3%，智能电视机产量同比
增长4.3%。产销衔接情况良好，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为99.8%。

我区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5.8%

本报 8 月 31 日讯 （记者
阿妮尔）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前
7个月，自治区外贸进出口值达
到577.5亿元人民币。其中，7月
份外贸运行下跌趋势放缓，出口
呈现正增长。7月份出口值30.4
亿元，增长0.8%；进口值54.5亿
元，下降 2.3%，降幅环比收窄
20.8个百分点。

从外贸结构看，前7个月，一
般贸易进出口 397.1 亿元，增长
6.3%，比去年同期提升10个百分
点，结构更趋优化。从外贸地区
看，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
市排名前三，呼和浩特市外贸进出
口增长明显。从外贸进出口商品
看，前7个月，进口铜矿砂58.8亿
元，增长6.2%；进口铁矿石44.7亿
元，增长0.5%。同期，出口有机化
学品50.2亿元，增长16%；出口农
产品36.8亿元，下降2.9%。据介
绍，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促进外贸稳增长各项政策措施落
地，企业复工复产信心倍增，自治
区外贸回暖态势进一步显现。

前7个月自治区
外贸进出口值
达577.5亿元

本报 8 月 31 日讯 （记者
杨帆）今年1—7月，我区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2.6%，比1—6月
份降低0.2个百分点，也比同期全
国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

其中，城市上涨2.4%，农村牧
区上涨3.2%。八大类消费价格除
交通和通信外，均有不同程度上
涨。其中，医疗保健类消费价格上
涨 3.8%，衣着类消费价格上涨
0.6%，居住类消费价格上涨0.2%，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消费价格上涨
0.1%，教育文化和娱乐类消费价格
上涨0.9%，食品烟酒类消费价格上
涨7.6%，畜肉类和食品类消费价格
分别上涨45.2%和9.6%，对整体消
费价格上涨影响较大。1—7月，全
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5%，呈持续下行态势；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同比下降0.4%，降幅小于
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6%

本报 8 月 31 日讯 （记者
王连英）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获悉，内蒙古“十三五”完成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635平方公里。

“十三五”期间，自治区坚决扛
起“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的重大政治责任，全力推进矿业
高质量发展，全区生产矿山累计投
入54.6亿元，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面积约500平方公里；各级财政
投入12.9亿元，完成历史遗留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面积约135平方公
里；重点治理区域内404个无责任
主体露天采坑和353个废石（渣）
堆，治理工程已基本完成。目前，全
区已建成绿色矿山375家。52家
矿山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完成
了到2020年底前建设300个自治
区级绿色矿山的阶段性目标。

“十三五”我区完成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635平方公里

本报8月31日讯 （记者 杨
帆）随着疫情防控向好形势持续巩
固和各项促消费政策出台，我区居
民外出消费有序增加，市场活力逐
步提升，消费品市场逐渐回暖。

今年1—7月，全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降幅较上半年收窄1.5个
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全
区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降幅分别较上半年收窄1.5
和 1.4个百分点。按消费类型分，
全区餐饮业营业收入降幅较上半年
收窄4.2个百分点。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今年1—7月，全区限额以上
单位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14.8%，书报杂志、文
化办公用品、中西药品类商品零售
额同比分别增长 36.7%、10.8%、
6.1%。7月份全区限额以上汽车类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3.6%。

居民外出消费回暖
激起市场“热浪”

本报8月 31日讯 （记者 杨
帆）今年1—7月份，全区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降幅比1—6月份
收窄 6.9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累
计降幅最小。

分产业看，1—7月份，全区一、
二、三产业投资降幅分别较1—6月
份收窄 15.9 个、6.2 个、7.1 个百分
点。新动能和重点领域投资降幅持
续收窄，高技术产业投资、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工业技改投资降幅分别
比1—6月份收窄3.8个、1.4个、2.4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比过半，全
区民间投资降幅小于全部投资4.3
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55.2%，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
百分点。全区房地产业完成投资
562.1亿元，同比增长8.0%；商品房
销售额546.2亿元，同比增长7.8%。

固定资产投资
降幅继续收窄

本报8月31日讯 （记者 康
丽娜）为全面有效净化保健食品市
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于日前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保健食品行业专
项清理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有六项重点任务，包
括严厉查处未取得产品注册证书或
备案凭证、未经许可生产经营保健
食品的行为；严厉查处不按照批准
内容组织生产、擅自改变生产工艺、
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药物）等违法
行为；严厉查处保健食品标签、说明
书和宣传材料等虚假宣传保健功
能，非法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
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未经审查发布
保健食品广告以及发布虚假保健食
品广告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利用
网络、会议营销、广播电视、电话营
销等方式欺诈销售保健食品的行
为，严厉查处通过传销、违规直销等
方式营销保健食品的行为；广泛开
展保健食品科普宣传教育活动。目
前，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现已在稳步
推进中。

首府对保健食品行业
展开专项清理整治

财经眼财经眼 奥
洛
契
庄
园
景
正
美

奥洛契庄园隶属于室韦农牧场，背靠森林起伏的大兴安岭，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转了一个超过
270度的大弯，把这里变成三面临水的半岛。近年来，室韦农牧场以“田园综合体”为抓手，积极建设
美丽乡村，将农旅融合、民族文化融合，以及突出当地八个民族的融合为主要发展方向。经过两年的
建设，奥洛契庄园初步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达到了以生态促产业、产业促社会经济增长的
目标。截至目前，日接待游客达到500至1000余人。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用好用好““加减法加减法””
稀土高新区轻装上阵抓项目稀土高新区轻装上阵抓项目

本报8月31日讯 （记者 李
永桃）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获悉，8月第二周我区生猪
和鸡蛋出场价格小幅下降。8月12
日我区生猪平均出场价格为每50
公斤 1796.78 元，比 8 月 5 日下降
0.73%，比去年同期上涨 73.55%。
鸡蛋平均出场价格为每 50 公斤
376.17 元，比 8 月 5 日价格下降
2.25%，比去年同期下降16.99%。

由于生猪价格下降、玉米价格
上涨，本期我区猪粮比价下降。8
月 12日我区猪粮比价为18.51：1，
比 8月 5日下降0.14个百分点，仍
处于价格上涨红色预警区域。本期
我区鸡蛋平均出场价格为每50公
斤 376.17元，比 8月 5日价格下降
2.25%，比去年同期下降 16.99%。
全国对比情况来看，我区鸡蛋出场
价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生猪鸡蛋出场价格
双双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