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北疆明珠更璀璨

借助国家向北开放的机遇，一个
个政策落实，一个个项目建设，二连
浩特市加快口岸升级的步伐，口岸面
貌焕然一新。如今来到二连浩特市，
街道整洁干净，路边绿树成荫，城市
建设现代化布局，让人难以想象的
是，这本是一座建立在大漠草原上的
城市。

经过多年的开放式发展，二连浩
特市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
格局，中蒙人文交往合作领域不断拓
展。二连浩特市先后与蒙古国乌兰
巴托罕乌拉区、俄罗斯乌兰乌德市等
21个地区缔结友好城市，与扎门乌
德建立了口岸联席会议制度，在乌兰
巴托设立了代表处，逐步形成了中蒙
毗邻地区友好交往常态化工作机

制。平均每年来二连浩特市访问的
蒙古国政府和地区官方代表团近
100批次、1000多人次。

此外，二连浩特市出台了《外国
籍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内
蒙古师范大学二连浩特市国际学院
与蒙俄高校实现“2+2”联合办学，全
市就读的蒙俄学生1200多人，而二
连浩特市赴蒙俄的留学生也已达
254名；积极创新对蒙医疗卫生服务
模式，在二连浩特市医院设立了蒙
古国患者接诊“绿色通道”，年均接
诊蒙古国患者3000多人次；加强文
化旅游交流合作，定期组织开展文
化周（日）、国际那达慕、“茶叶之路”
文化节等交流活动，促进中蒙俄多
元文化相互交融，不断夯实对外交

流的人文基础。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二连

浩特市先后晋升准地级市、国家甲类
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开始了一
次又一次的华丽转身。如今，国家重
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全国双拥模范
城、全国科普示范市、全国生态文明
先进市、自治区文明城市、自治区卫
生城市等一项项殊荣纷至沓来。二
连浩特市已由昔日的不足1000人的
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对蒙开放的最大
陆路口岸城市，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殷实，对外开
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步入新时代，10
万口岸儿女正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为打造中国北方绿色宜居口岸城市
而努力奋进！

二连浩特市占尽地缘之利，与蒙
古国近在咫尺，与俄罗斯隔空呼应。
二连浩特市—扎门乌德中蒙经济合作
区、边民互市贸易区两个先导性工程
初见霓虹，中蒙经济合作区动工建设，
互贸区封关运营;环宇、汇通如意、浩
通等多处物流园区，温州、义乌等10
余个大型专业市场，铁矿石、铜矿粉、
木料、建材、粮油等160余种货物，“郑
连欧”“渝连欧”“湘连欧”等多趟中欧
班列从二连浩特口岸穿梭进出，进出
口贸易快速增长。据二连浩特市商务
部门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二连浩
特口岸进出口货物量1471.8万吨，同

比增长6.3%。截至今年11月8日，过
境中欧班列突破2000列，同比增长
66.53%；运送集装箱数量突破20万。

近年来，二连浩特口岸通过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点项目，提升
通关效率，繁荣文化旅游等措施，内
通外联构筑向北开放“桥头堡”，在对
外开放方面下足功夫；不断丰富和完
善中蒙口岸联席会议制度、中蒙海关
联合查验机制，积极发挥中蒙俄经贸
合作洽谈会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作
用，巩固对蒙贸易，扩大对俄贸易，延
伸对欧贸易；获得国家粮食口岸、蒙
古国熟肉制品、饲草及俄罗斯粮食进

口许可，推动企业稳定传统商品进
口，扩大绒毛、粮油、纸浆等新增商品
进口；积极拓展对欧贸易，推动“中欧
班列”常态化运行，实现了国际贸易
物流、进出口加工、边境特色文化旅
游、清洁能源业的四维联动。

随着时代的变迁，二连浩特市从
年出入境人员3万左右、过货一两百
万吨，达到目前的年出入境人员200
多万、过货量上千万吨，锡二铁路公
路、赛乌苏国际机场、公路口岸货运
新通道、二广线二连至赛罕塔拉高速
公路、二连至包头满都拉重载公路，
编织成公、铁、空、海联运立体网络。

按下对外开放“快进键”

从“万里茶道”到通商重镇

二连浩特市与蒙古国扎门乌德
市隔界相望，一直是北方交通要道，
久负“茶叶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
的盛名，是我国对蒙开放的最大公
路、铁路口岸，也是实施向北开放战
略的“黄金桥头堡”。

2013年 9月，第一列“蓉欧”班
列从二连浩特市铁路口岸驶出，中欧
班列“中通道”正式开行；2013年底,
二连浩特市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总
长660公里的公路全线贯通；2016
年8月19日，由9辆集装箱车组成的
中蒙俄国际道路货运试运行车队从

天津港启程，途经北京、张家口，历经
两天时间抵达二连浩特市，于次日通
过二连浩特市公路口岸货运通道出
境，前往俄罗斯乌兰乌德市。该趟货
运的试开行，标志着由俄罗斯乌兰乌
德始发，贯通中国南北，通达蒙古国
和俄罗斯的货运物流渠道打开。

琳琅满目的国货和洋货，打上二
连浩特市的邮戳封印，穿梭于蒙古高
原、俄罗斯腹地、欧洲大部。蒙古国
转口贸易经天津港问津海洋，也必经
二连之门。二连浩特市对蒙贸易占
中蒙贸易总额十之六七，蒙古国市民

把二连浩特市置顶成跨境消费的首
选地。

2018年 9月 20日，我国与蒙古
国首个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在
二连浩特市公路口岸正式启动。快
速通关绿色通道的开通，意味着进出
口企业将最大限度节省物流和时间
成本。二连海关创新推出出库零滞
留、40秒出口直放的举措，使农产品
出关更加绿色便捷。随着中蒙贸易
的快速发展，二连浩特口岸作为我国
对蒙最大的陆路口岸，果蔬等农产品
正在加快走向蒙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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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浩特市二连浩特市::
筑牢向北开放的筑牢向北开放的““黄金桥头堡黄金桥头堡””

□张晓琴 巴依斯古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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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连浩特市明确思路、狠抓重点，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
好“六稳”“六保”工作，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突出抓好高质量发展平台建设、优势特色产
业发展、口岸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
动口岸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项目建设
促进中蒙经济合作区步入快车道

初冬时节，户外气温下降, 但中蒙二连
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作业现场, 机器
轰鸣、吊车林立，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工人
们正井然有序地进行厂房主体框架的建设作
业,中蒙两国开放合作的重点项目正在加快
推进。在中方一侧区域内，数条柏油公路平
整宽阔，一幢幢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此
项目于2017年启动建设，总投资约27亿元，
一期投资8亿元，主要建设3平方公里核心区
综合管廊、基础设施、仓储物流中心等。目
前，已完成2202米地下综合管廊、3.4万平方
米厂房、5150平方米综合服务楼及核心区配
套设施建设等工程，累计完成投资6.9亿元。

该项目总经理张碧波介绍说，中蒙经济
合作区规划面积18.03平方公里，其中中方
一侧9.03平方公里，蒙方一侧为9平方公
里，采取“两国一区、协同发展”“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模式，将建成集国际贸易、物流仓
储、进出口加工、电子商务、旅游娱乐及金融
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开发平台，打造
中蒙双边友好的典范和样板。

近年来，中蒙之间以资源产品为主的边
境地区贸易合作呈现出发展势头好、增长快
和潜力大等特点。从二连浩特—扎门乌德
入手建立中蒙经济合作区，实现边境贸易的
规范化、制度化，不但能够进一步刺激中蒙
贸易良性增长，还将为两国贸易与投资往来
发挥“先行先试”的积极推进作用。

锡林郭勒盟委委员、二连浩特市委书记
刘志平说，中蒙共建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
济合作区，对促进中蒙两国经济优势互补、
便利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加快两国边境地
区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下一步，要全力
争取国家、自治区支持，统筹推进中蒙经济
合作区两国协议生效、成立三级管理机构、
赋予特殊政策等工作，完成核心区查验楼等
项目建设任务。

开拓创新
推动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连浩特口岸把扩大向北开放作为加快
发展的首要任务，全面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按照“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的总要求，完善合作机制，创新
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把中蒙经济合作区、
边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贸易区作为推动口
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不断深化与蒙
俄务实合作，全方位扩大向北开放。

二连浩特市借助口岸优势，把培育壮大
粮油加工产业作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
要举措，积极引导企业扩大加工产能、丰富
加工品种。2014年10月23日，二连浩特市
获批国家进口粮食指定口岸。内蒙古东新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二连浩
特口岸独特的区位优势、便捷的通关环境和
优惠的招商政策等商机，于2016年应运而
生，打造了集仓储、物流、加工、保税一体化
的大型综合园区。

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中，二连浩特市加快

推进“三区”建设，着力打造平台，稳步推进
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中小企业创业园主体
完工,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同时，启动B型
保税物流园区申报建设，科学合理引进粮油
加工、活羊屠宰及加工、绒毛加工产业。目
前，园区入驻企业83户，已形成木材130万
立方米、铁矿石1000万吨、粮油70万吨、绒
毛1400吨的加工能力。

北京英菲蒂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也是看
准二连浩特口岸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该区
建设了“中蒙肉羊进出口跨境贸易项目”，以蒙
古国优质肉羊为原料，打造集检疫、屠宰、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今年10月份
建成投产，年活羊屠宰能力达120万只。今
年，企业全权代理了蒙古国捐赠我国3万只羊
的隔离、屠宰、加工、储存、冷链运输等工作。

改善民生
持续增进人民福祉

二连浩特市是国家“一带一路”和中蒙
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中欧铁路运输

“中通道”最便捷的欧亚大陆桥，如今，二连
浩特市与蒙古国的合作涵盖了经济贸易、能
源、基础设施、金融、气候变化、科教文卫等
多个领域。

面对机遇与挑战，二连浩特市培育壮大
特色产业，稳定铁矿石、木材、粮油等大宗商
品进口，提高建材、果蔬、日用品等出口比
重，积极推动进口蒙古国活羊，力争进入
2000万吨口岸行列。创新电商发展模式，
引导现有企业转型升级，培育“互联网+边境
贸易”新业态。引导现有粮油企业扩大经营
规模，做大做强自主品牌。严格遵循以水定
产的原则，适度发展铁矿石、萤石等矿产品
加工业。全力推动国际绿色数字港后续项
目建设，加快培育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产业，
研究论证并探索发展区块链产业。

锡林郭勒盟委委员、二连浩特市委书
记刘志平说，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的意识，聚焦调结构、补短板、增后劲、惠民
生，精心谋划和实施一批产业转型、公共服
务、基层治理、基础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项
目，提供优质服务，抓好落地开工，尽快补
齐项目建设的短板。全面落实上级党委、
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决策部署，继
续实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和市级
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工作机制，用足用好对
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项政策和国家赋予
口岸地区的特殊政策，切实降低企业投资
和生产经营成本。

二连浩特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完成
城市道路、给排水、硬化、老旧小区改造等市
政工程，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
动，继续开展“六大攻坚”和“八项整治”行
动，加大日常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城市建
设管理水平。统筹抓好教育、卫生、社保等
各项民生工作，特别要抓住国家加大公共服
务领域投资力度的机遇，千方百计补齐教
育、卫生、文体等领域基础建设薄弱的短板，
进一步完善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持
续推进“平安二连”建设，千方百计提高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二连浩特口岸紧盯外贸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积极推动稳外资、稳外贸工作
措施落地落细，助力口岸外贸回稳向好。据
二连海关统计，今年前3季度，二连浩特口
岸进出口贸易总值达182亿元，与去年同期
持平；9月单月进出口贸易总值达25.7亿
元，同比增长21.3%。

口岸城市的异域风情。

宜居宜业的口岸小城宜居宜业的口岸小城。。

1956年，北京—乌兰巴托—莫斯
科国际联运列车开始了漫漫长旅，从
此，新中国版图的北部边境上向世界
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二连浩特
市口岸。中俄蒙经济走廊中，“一带一
路”与草原之路在此交会对接，这座北
国边陲的明珠城市，由此焕发出成长
和振兴的熠熠华彩。

从“伊林驿站”到“二连站”……
时代的车轮让二连浩特市从大漠驿
站蜕变成为国际枢纽。历史的车轮
驶入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勾
连大漠、连通大陆的二连浩特市，幸运
成为国家开发开放棋盘上的重要落
子，开始了华丽变奏。

改革开放初期，“南有深圳、北有
二连”的美誉，让二连浩特市在开发开
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因口岸而生，因口岸而兴。二连
浩特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持
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成为“一带一
路”北线的一个重要口岸枢纽。如今，
这座北国边陲的口岸城市，乘着“一带
一路”的东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和活力。

高质量发展路上的二连浩特答卷
□巴依斯古楞 张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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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浩特口岸铁路过货量逐年递增。

国际列车缓缓驶入二连浩特口岸。

城市建设宽敞明亮城市建设宽敞明亮。。

恐龙之乡恐龙之乡———二连浩特市欢迎您—二连浩特市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