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一响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黄金万两，，铁路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健壮铁路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健壮““主动脉主动脉””，，持持
续增加市场份额续增加市场份额，，助力蓝天保卫战助力蓝天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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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货运中心截至集宁货运中心截至88月月 2525日日，，累计发累计发
运货物运货物16571657..3030万吨万吨，，同比增长同比增长77..66%%；；

呼和货运中心为内蒙古天润化肥公司呼和货运中心为内蒙古天润化肥公司
精准开发敞顶箱装运项目精准开发敞顶箱装运项目，，每吨为企业节省每吨为企业节省
近近1616%%运输成本运输成本；；

包头货运中心包头货运中心66月月3030日装车日装车58595859车车，，
单月运量突破千万吨大关单月运量突破千万吨大关，，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

乌海货运中心三个多月前建成运营的乌海货运中心三个多月前建成运营的
乌海北新建铁路货场已形成货源集聚效应乌海北新建铁路货场已形成货源集聚效应，，
截至截至88月月2525日累计发送货物日累计发送货物150150..8989万吨万吨。。

这是全面复工复产以来这是全面复工复产以来，，中铁呼和浩特中铁呼和浩特
局深入挖掘局深入挖掘““公转铁公转铁””货源货源，，积极拓展货物运积极拓展货物运
量增长点量增长点、、货物运量稳步提升的具体实践货物运量稳步提升的具体实践。。

内蒙古自治区横跨三北内蒙古自治区横跨三北，，外接蒙俄外接蒙俄，，内内
连八省区连八省区，，物产资源丰富物产资源丰富，，是全国能源大区是全国能源大区，，
也是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也是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全区铁路运营里程已超过全区铁路运营里程已超过11..44万公里万公里，，对俄对俄
蒙蒙1111个陆路口岸中已有个陆路口岸中已有55个通达铁路个通达铁路，，这这
些为提升铁路货运比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些为提升铁路货运比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然而，，在铁路货运增量行动三年计划实在铁路货运增量行动三年计划实
施的最后一年施的最后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有着丰富货物资源的中铁呼和浩特局开让有着丰富货物资源的中铁呼和浩特局开
年运输需求就呈不断下降趋势年运输需求就呈不断下降趋势，，以以 22月为月为
例例，，日均请求车从日均请求车从1355413554车下降到车下降到93889388车车，，
降幅达降幅达3030..77％％，，远远低于年度装车计划远远低于年度装车计划。。

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变局中开新局。。打打
赢蓝天保卫战攻坚年赢蓝天保卫战攻坚年，，铁路部门借地方政府铁路部门借地方政府
加大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的加大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的““东风东风””，，在克在克
服疫情影响服疫情影响，，保障防疫物资和复工复产物资保障防疫物资和复工复产物资
运输的基础上运输的基础上，，主动担当主动担当““公转铁公转铁””运输结构运输结构
调整重任调整重任，，不断寻找新机精准营销揽货源不断寻找新机精准营销揽货源,,
持续增加市场运输份额持续增加市场运输份额。。

根据企业和货主的运输需求根据企业和货主的运输需求，，制订个性化制订个性化
运输方案运输方案，，安排专人全程负责作业流程及到端安排专人全程负责作业流程及到端
事项等环节事项等环节，，““一企一策一企一策””运输方案运输方案、、““一站式一站式””的的
运输方式受到企业和货主的普遍欢迎运输方式受到企业和货主的普遍欢迎。。

市场营销小组深入大型生产企业市场营销小组深入大型生产企业、、物流物流
园区调研园区调研，，了解客户现有的公路运输情况及了解客户现有的公路运输情况及
铁路运输需求铁路运输需求，，研究确定目标客户研究确定目标客户，，发挥发挥““竞竞
争性一口价争性一口价”“”“物流总包物流总包””政策优势政策优势，，从价格从价格、、
运到时限运到时限、、服务等方面为客户量身设计一体服务等方面为客户量身设计一体
化物流解决方案化物流解决方案，，不少不少““头回客头回客””成为了铁路成为了铁路

稳定客户稳定客户。。
内蒙古美方煤焦化有限公司日产内蒙古美方煤焦化有限公司日产60006000

吨焦炭吨焦炭，，长期以来以公路运输为主长期以来以公路运输为主。。工作人工作人
员多次上门宣传铁路运输利好政策和未来员多次上门宣传铁路运输利好政策和未来
趋势趋势，，并帮助核算运输成本并帮助核算运输成本，，制定专属物流制定专属物流
方案方案，，同时提供同时提供4848%%““一口价一口价””管内下浮优管内下浮优
惠政策惠政策。。一系列细心周到的服务一系列细心周到的服务，，换来了美换来了美
方煤焦化公司与铁路签订的每月方煤焦化公司与铁路签订的每月22..55万吨万吨
焦炭的量价互保协议焦炭的量价互保协议。。

在与进口煤炭在与进口煤炭、、铁矿石战略合作和诚信铁矿石战略合作和诚信
企业的走访过程中企业的走访过程中，，铁路部门深入分析企业铁路部门深入分析企业
运输距离运输距离、、成本成本、、到达时限等制约到达时限等制约““公转铁公转铁””
的问题和因素的问题和因素，，并按照并按照““一企一策一企一策””的原则的原则，，
帮助客户量身制订铁路运输方案和配套措帮助客户量身制订铁路运输方案和配套措
施施，，利用增值税税率下调利用增值税税率下调、、““一口价一口价””运输等运输等
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吸引了货源向铁路回流吸引了货源向铁路回流。。

位位于鄂尔多斯的煤炭生产企业巴音孟克于鄂尔多斯的煤炭生产企业巴音孟克
曾是铁路的老主顾曾是铁路的老主顾，，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港口的下游港口的下游
企业用煤需求减少企业用煤需求减少，，大量库存没法输出大量库存没法输出，，年初年初
连续两个月没有办理铁路发运业务连续两个月没有办理铁路发运业务。。铁路工铁路工
作人员积极进行到端营销作人员积极进行到端营销，，帮助巴音孟克找帮助巴音孟克找
到一家电厂作为终端客户到一家电厂作为终端客户，，通过给予电厂总通过给予电厂总
量一口价降幅量一口价降幅，，让电厂更愿意选择铁路运来让电厂更愿意选择铁路运来
的煤炭的煤炭。。下游客户找到了下游客户找到了，，企业煤炭有了销企业煤炭有了销
路路，，巴音孟克果断成为铁路的巴音孟克果断成为铁路的““回头客回头客””。。

扬尘污染是蓝天保卫战需要攻坚的一扬尘污染是蓝天保卫战需要攻坚的一
个个““堡垒堡垒””。。煤炭煤炭、、砂料等散堆货物在倒装作砂料等散堆货物在倒装作
业中容易产生沙尘业中容易产生沙尘、、煤尘煤尘。。而而3535吨敞顶集吨敞顶集
装箱在装运时只需在货物生产和仓储基地装箱在装运时只需在货物生产和仓储基地
对敞顶集装箱进行吊装作业对敞顶集装箱进行吊装作业，，减少了反复倒减少了反复倒
装货物的环节装货物的环节。。中铁呼和浩特局顺应敞顶中铁呼和浩特局顺应敞顶
箱货场箱货场““散改集散改集””的政策导向的政策导向，，从优化产业结从优化产业结
构构、、开展污染治理和推进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开展污染治理和推进发展绿色交通体系
等思路出发等思路出发，，深入走访管内适箱货源企业深入走访管内适箱货源企业，，
加大敞顶集装箱市场应用加大敞顶集装箱市场应用。。

““最前最前、、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的敞顶箱运输方的敞顶箱运输方
案案，，不仅赢得煤炭焦化企业的青睐不仅赢得煤炭焦化企业的青睐，，吸引了吸引了
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等大型煤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等大型煤
炭企业炭企业““公转铁公转铁””，，就连内蒙古大瑞再生资源就连内蒙古大瑞再生资源
利用有限公司固阳分公司的石料利用有限公司固阳分公司的石料、、内蒙古天内蒙古天
润化肥公司生产的散堆化肥都成了敞顶箱润化肥公司生产的散堆化肥都成了敞顶箱
的的““常客常客””。。

敞顶箱敞顶箱““敞开装敞开装””，，货源从原来单一的煤货源从原来单一的煤
炭逐步扩大到焦炭炭逐步扩大到焦炭、、金属矿石金属矿石、、水泥熟料水泥熟料、、水水
渣渣、、化肥等化肥等 77 个品类个品类，，敞顶箱运量节节上敞顶箱运量节节上
涨涨。。截至目前截至目前，，中铁呼和浩特局共发运敞顶中铁呼和浩特局共发运敞顶
箱箱2828..55万万TEUTEU、、765765..55万吨万吨。。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很多企业关山难越很多企业关山难越。。中铁呼中铁呼
和浩特局在服务复工复产大局中当好先行和浩特局在服务复工复产大局中当好先行，，
持续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持续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积极积极
下浮部分货运杂费下浮部分货运杂费，，对货物保价费对货物保价费、、集装箱集装箱
延期使用费延期使用费、、货车滞留费等货车滞留费等66项费用减半核项费用减半核
减减，，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累计让利货主累计让利货主 38883888..55 万万
元元。。自自20182018年以来年以来，，铁路部门已先后取消铁路部门已先后取消
或调整或调整1010项货运杂费项货运杂费，，将铁路运费按车计将铁路运费按车计
费改为按实重计费费改为按实重计费，，降低专用线代运代维费降低专用线代运代维费
用用，，想方设法为企业减少物流成本支出想方设法为企业减少物流成本支出。。

纤纤不绝林薄成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涓涓不止江河生。。依依
托海铁联运托海铁联运、、国际联运等多式联运方式国际联运等多式联运方式，，铁铁
路部门汇集绿色运输合力路部门汇集绿色运输合力，，对发往曹妃甸西对发往曹妃甸西
站的整车万吨煤炭实施运价下浮政策站的整车万吨煤炭实施运价下浮政策，，促进促进
到港煤炭增量到港煤炭增量。。同时同时，，利用自身优势健壮利用自身优势健壮

““主动脉主动脉””，，充分发挥唐呼充分发挥唐呼、、集通等集通等煤运通道煤运通道
作用作用，，加强组织西煤东运加强组织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北煤南运。。

优质的服务和实惠的价格撬动了运输优质的服务和实惠的价格撬动了运输
市场市场。。货运日货运日装车连续装车连续1313天突破一万车天突破一万车，，
两次刷新单日两次刷新单日装车历史纪装车历史纪录录。。今年今年88月份月份
（（截至截至88月月2525日日），），累计发送货物累计发送货物14751475..5252万万
吨吨，，同比增加同比增加133133..6464万吨万吨、、增长增长99..9696％％。。而新而新
的货源增长点的货源增长点，，大部分都来自大部分都来自““公转铁公转铁””项目项目，，

““可铁尽铁可铁尽铁””绘就了运输逆势增长的上扬曲绘就了运输逆势增长的上扬曲
线线。。不断增长的不断增长的““公转铁公转铁””运输体量运输体量，，更是让更是让
曾经尘土飞曾经尘土飞扬扬、、废气弥漫的现象不复存在废气弥漫的现象不复存在。。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更是草原铁路始更是草原铁路始
终守护的底色终守护的底色。。蓝天白云下蓝天白云下，，一列列万吨长一列列万吨长
龙穿梭其中龙穿梭其中，，自然和谐地融入北疆草原这道自然和谐地融入北疆草原这道
亮丽风景线亮丽风景线，，成为一幅流动的美丽画卷成为一幅流动的美丽画卷。。

千里疾风万里霞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追不上百岔的铁蹄
马马。。作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作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的大型运输企业的大型运输企业，，实施实施““公转铁公转铁””运输以来运输以来，，
中铁呼和浩特局始终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中铁呼和浩特局始终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号召记号召，，当好弘扬当好弘扬““蒙古马精神蒙古马精神””的排头兵的排头兵，，
主动承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打赢主动承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打赢
蓝天保卫战的企业责任蓝天保卫战的企业责任，，做好服务区域经济做好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火车头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未来未来，，还将和更多企业还将和更多企业
合作合作，，持续打造绿色物流通道持续打造绿色物流通道，，共建天蓝水共建天蓝水
绿的美丽中国绿的美丽中国。。

时间时间，，将会成为最忠实的记录者将会成为最忠实的记录者。。

盛夏的内蒙古，牛
羊满圈，青草低语，百
花争艳，草原大地万物
并秀，这是一年中最美
丽的季节。蓝天白云
下，千里草原铁道线
上，一派繁忙景象——

包白铁路西斗铺
站，内蒙古大瑞再生资
源利用有限公司 6000
吨砂石料，“搭”上了铁
路部门为其量身定制
的集装箱专列；

乌兰察布七苏木
国际物流园区里，七苏
木国际物流铁路专用
线5月22日开工以来，
始终保持着快节奏高
效率的建设步伐；

刚刚开通运营的
华通恒泰响沙湾铁路专
用线长800米、宽72米
的环保大棚内，煤炭散
装作业正在有序进行；

……
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开
年以来，在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运输生产工
作的新形势下，货源六
成以上为煤炭的中国
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铁呼和浩特局”），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六
稳”“六保”部署和自治
区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的有关要求，主动承担
生态文明建设责任，聚
焦“公转铁”货运增量
的主攻方向，加快铁路
专用线建设，大力推动

“散改集”运输，形成了
一条条绿色环保、节能
高效的运输新通道，货
运量持续增长，用亮眼
的“成绩单”发出经济
社会发展秩序稳中向
好信号的同时，也为天
更蓝、水更绿、山更青
作出了铁路贡献。

□李伟 夏亮 左伟青

铁路勇担当铁路勇担当 草原天更蓝草原天更蓝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实施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公转铁公转铁””运输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运输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7月1日，随着一声风笛鸣响，发往曹妃甸
西的首列万吨煤炭大列从晋煤点石沟装车站
缓缓驶出，内蒙古晋煤点石沟铁路专用线成为
中铁呼和浩特局又一个货运增长点。这条今
年建成开通的第7条专用线，将为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煤炭运输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持。

同一天开出首列煤炭大列的，还有博泰
马场壕铁路专用线。专用线接轨于在建铁
路大（塔）马（场壕）线马场壕集装站，向西南
引入马场壕洁净煤储运中心，与周边主干铁
路网形成直通运输，是今年上半年建成开通
的 8条专用线中最短的一条。短短 3.2公
里，却辐射周边欣耀煤炭物流、荣通煤炭物
流园等26家煤矿和煤炭企业。这里的煤炭
在马场壕集装站集结后通过铁路网外运，既
减少了货物的周转环节，又大幅降低了物流
成本，极大调动了企业发运的积极性。

首列煤炭专列开出仅仅3天，又一列万
吨煤炭大列经博泰马场壕铁路专用线开往
了曹妃甸港口。“有了这条专用线，我们外运
的煤炭真正实现了‘门到门’运输，省时省钱
更省心。”内蒙古博泰航力物流有限公司董
事长罗家真欣喜地表示。

自治区境内特别是鄂尔多斯市辖区煤
炭资源十分丰富，这里云集着大大小小几百
家煤矿，煤炭产量占全国近1/6。过去企业
煤炭外运不是“乘坐”长途货车一路南下，就
得汽车短倒至附近的新街、罕台川北火车
站，不仅耗时较长、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倒装
过程还要担心出现不同程度的货物损失，这
些因素，都是长期以来许多企业“可铁未铁”
的掣肘。

据测算，铁路运输的能耗大约是公路运
输的1/7，其污染物排放大约是公路运输的
1/13。专用线的开通运营，一方面煤炭经
铁路直达运输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提高了
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减少了汽运对当地及周
边地区的煤尘污染，实现了进一步可持续发
展，周边企业受益良多。

建设铁路专用线，使用铁路专用线，成
为众多企业的期盼，他们希望借由一条条专
用线，把产业群连接起来。

时代有召唤，人民有期盼，铁路有担
当。虽然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正常
的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了严重的障碍，但并未
能阻挡铁路建设的步伐。

以打赢蓝天保卫战为目标，中铁呼和浩
特局提出早规划、早开工、早开通、保上量，
成立“公转铁”重点项目推进指挥部，建立项
目包保、责任落实、跟踪反馈、服务支持、沟通
协调等7项工作机制。党政领导上手抓项目
前期谋划，多次带队深入现场盯工程进度，牵
头组织召开会议督查督办落实情况。同时，
每个“公转铁”项目还组建了“包保专班”，定
期深入企业和施工现场，上门服务解决难点
和梗阻问题，为铁路建设按下了“快进键”。

为了让建设成果更早更好地惠及更多
的企业，在复工复产后的第一时间，中铁呼
和浩特局主动与自治区及各盟市、旗县政府，
相关股东、参建单位、物资供应商对接，积极
稳步推进。物资储备不够，千方百计想办法
调配；交通出行不便，想方设法协调防疫部
门。千锤百炼，合力共为，一个个项目终于按
程序依法、合规、高效地推进开来——

2月28日，内蒙古西部最大的铁路综合
物流园乌海北铁路货场建设全面复工；

3月 11日，内蒙古重要的煤炭运输通
道陶利庙南铁路联络线复工开建；

5月22日，七苏木国际物流铁路专用线
正式开工建设；

6月30日，设计能力每年600万吨、近
期运量每年300万吨的兖州煤业查汗淖专
用线全面竣工；

8月28日，金浩特呼和温都尔铁路专用
线开通运营……

年初立项的32个“公转铁”项目中，上
半年已经完成销号内蒙古伊泰广联煤化铁
路专用线、内蒙古晋煤点石沟铁路专用线、
华通恒泰响沙湾铁路专用线等16个工程，
并有9条专用线投入使用，预计每年将新增
货运发送能力6700万吨。年内，还将有17
个重点项目推出。

一条条专用线陆续修到了工矿和园区
的“家门口”，“门到门”的运输方式，畅通了
运输“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如同一
条条毛细血管，为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
为运输干线大动脉提供了充足的运能供给。

与此同时，干线“主动脉”作用不断发
挥，与“毛细血管”无缝衔接。

今日的自治区，俯瞰之下，以唐呼、京
包、包西铁路为骨架的主干线出区达海、出
区进疆, 各专支线串联起各矿区、产业园，
从荒凉沙地到繁华平原，纵横交错的铁路网
正呈燎原之势蔓延。

“目前全旗境内已建成投运铁路专用线
8条，设计运能为每年1.03亿吨，这不仅满
足了区内煤炭外运的需求，对于打赢蓝天保
卫战、提升地方经济社会效益更是意义重
大。”达拉特旗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建设成果
充满期待。

疫情之下快马加鞭推进铁路建设疫情之下快马加鞭推进铁路建设，，专用线开通运营畅通微循环专用线开通运营畅通微循环，，
成为发运企业的香饽饽成为发运企业的香饽饽,, 为为““公转铁公转铁””输入新鲜血液输入新鲜血液。。

华通恒泰响沙湾铁路专用线的散装作业区。 金宇 摄

呼和货运中心职工为客户介绍铁路发送货物具体流程。菅芮 摄

博泰马场壕铁路专用线的施工建设场景。韩军 摄

二连站正在进行进口木材卸车作业。纪恩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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