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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优化 做足升级

能源作为内蒙古的当家产业，如何因地制宜，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是内蒙古必须答好
的时代命题。

“十三五”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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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十四五”的宏伟蓝图已绘就。内蒙古将牢牢把握重要能源
和战略资源基地战略定位，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持续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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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萍 王玉琢
巴依斯古楞 实习生 贾婷婷

时至仲春，位于祖国北部边疆的
内蒙古已经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听，鄂尔多斯市江苏工业园区
里，挖掘机、打桩机、强夯机，机声轰
鸣，一派繁忙。正在建设的远景现代
能源装备产业园，将补齐鄂尔多斯现
代能源经济最重要一块短板。

看，锡林郭勒盟 1—2月规模以
上清洁能源行业经济效益持续走高，
51户清洁能源发电企业合计实现营
业收入7.7亿元，同比增长67.8%。

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一
组组令人振奋的统计数据，正是内蒙
古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前
行的真实写照。

时光如水，深情如一。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要求
内蒙古改变简单的“挖煤卖煤、挖土
卖土”粗放型资源开发模式。2018年
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再一次叮嘱要把现代能源经济
这篇文章做好。今年3月5日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
找准内蒙古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的定位，深入分析自己的优势领域
和短板不足，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的
重点产业和主攻方向，推动相关产业
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因地制
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
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深挖优势，
内蒙古才能在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中，扬长避短、培优增效。

这些年来，内蒙古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落实“两个
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
略定位，全力构建绿色、友好、智慧、
创新的现代能源生态圈。

目前，内蒙古煤制油气和煤制烯
烃完整煤化工产业链已经形成，年转
化煤炭超1亿吨，已经建成全国最大、
门类最全的现代煤化工生产基地。
能源新兴产业发展加速，晶硅生产量
占全国1/3以上，是国家最大的晶硅
生产基地。能源工业增加值和税收
均超过规模以上工业的50%，能源产
业成为稳定内蒙古工业发展的“压舱
石”。

立足煤而不困于煤，依靠煤而不
依赖煤。

“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能源工作
将紧紧围绕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
文章，以建设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

区为总体目标，推进能源和
战略资源基地优化升级。

——在优化能源生产布局上，新建
煤矿重点在鄂尔多斯布局；光伏发电重
点在沙漠荒漠、采煤沉陷区、露天煤矿排
土场布局；风电重点向鄂尔多斯、乌兰察
布、包头、巴彦淖尔、阿拉善等地倾斜，并
在资源条件较好的沿边境地区推进连片
开发建设。

——在严控煤炭消费增长上，严格
控制新上煤电，最大限度以新能源满足
全区新增用能需求，全面实施散煤清洁
替代。

3月18日，内蒙古确定了能源供应
新目标：5年后达到8.2亿吨标准煤。这
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的底气和决心。

镜头1——
电力赋新能
清洁能源挑起富民“大梁”

3月19日，随着混凝土泵车的启动，
阿巴嘎旗京能查干淖尔电厂2×66万千
瓦项目主厂房浇筑第一罐混凝土，迎来
了项目建设的关键节点。该项目投产后
年产值将达到近 20亿元，年上缴利税
1.5亿元，将有力推动锡林郭勒盟煤炭资
源就地转化。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立足褐煤“腿
短”走不远的实际，大力发展煤电产业，
锡盟至山东、锡盟至江苏泰州两条特高
压电力外送通道先后于 2016 年 7月、
2017年 9月建成投运，面向华北、华东
等用电负荷中心的绿色电力“高速公路”
全线贯通。锡林郭勒盟交、直流特高压
输电工程在国内首次实现联网运行，年
输电能力达到1800万千瓦，煤炭就地转
化率由原来的 26%提高到 50%以上，

“煤从空中走、电送全中国”的目标即将
实现。

清洁示范就是生态示范。锡林郭勒
盟在风电、光伏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的
同时，煤电发展中“绿色”主基调日益稳

固，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依托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海装、

上海电气、明阳、金风等一批风电上
下游装备制造产业项目在锡林郭勒
落地建成，塔筒、叶片等上下游配套
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为地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能。

镜头2——
筑巢引金凤
资源基地崛起“样板群”

3月26日，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大路工业园区，一辆辆满载聚丙烯
产品的大货车，正从内蒙古久泰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区里接连驶
出，向天津港进发，这些产品的目的
地为土耳其……

鄂尔多斯市作为国家重要的清
洁能源输出基地，近年来，以现代能
源经济为强力引擎，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高校与
科研院所，鄂尔多斯市在煤炭智能化
综采、无煤柱开采等领域加大攻关力
度，形成并推广一批科研成果。如今
全 市 煤 矿 的 机 械 化 综 采 率 达 到
100% 、洗 选 率 90.3% 、回 采 率 约
80%。技术革新在保障煤炭供应的
同时，也成为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驱动力。去年，鄂尔多斯市就地转
化煤炭产出精甲醇、乙二醇等化工产
品超千万吨，同比增长近20%。

立足于比较完备的现代能源产
业基础，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发展步入

“快车道”。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规
模达 313万千瓦，较 2015 年底增加
153万千瓦，增长了近一倍。特别是
通过实施杭锦旗亿利光伏治沙、达拉
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等“光伏+”
项目，使当地新能源产业量质齐
升。

时下，鄂尔多斯市的发展思路更

加清晰：坚持煤电油气风光氢储并举，
加快智能化煤矿和智能电网建设进程，
积极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
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实现能源消
费强度和能源消费增速“双下降”，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比和清洁能源区外输送
比重“双增长”，能源结构和电源结构

“双优化”，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提供重要支撑。

镜头3——
厚植“绿”理念
打好科技创新“翻身仗”

走进包头市稀土高新区中科轩达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灯火通
明，一派繁忙。年产200吨的新型稀土
储氢合金电极材料生产线正在满负荷
运转。

该项技术的研发带头人、燕山大学
教授韩树民表示，这条生产线的投入运
营是新材料研发制备技术与氢能源应
用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和突破，是无污
染的绿色能源，也是未来我国氢能源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近年来，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通过企
业引领、项目带动、产业支撑、园区运
作、集群推进、循环发展，用心做好资源
转化增值和现代能源经济“两篇文
章”。目前，高新区引进了总投资70亿
元的双良集团40GW单晶硅+40GW切
片一期项目，推动完善光伏上下游产业
链，协助引进装备制造等相关配套项
目；引进中车电机定子、机舱、叶轮制造
以及金风科技风电设备制造等项目，加
快形成风电、光伏、储能和绿色氢能产
业链。

“稀土高新区将围绕现有产业基
础，跟踪引进风力发电主电机、叶片、塔
筒等重要装备和零部件制造项目，储氢
合金、光伏电站及氢能源项目等氢能发
展示范项目，集中攻克制约新能源应用
与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推动产业发展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稀土
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张翼说。

一个好产业，就是一个新增长点。
一批好产业，就是一个新增长极。
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内蒙古目标明确、步履坚实——
构建多元化能源供应方式。
加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

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
加快稀土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
“十四五”蓝图已经

绘就，凝心聚力开好局、
起好步，内蒙古的能源
产业将在调结构、转功
能、提质量上全神贯注、
全力以赴，稳扎稳打、力
求实效。

’’

要找准内蒙古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深入分析自己的优势领域和短板不足，进一步
明确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和主攻方向，推动相关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因地制宜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扬长避短、培优增效，全力以赴把结
构调过来、功能转过来、质量提上来。

——摘自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专家点评

为建设
现代化内蒙古
赋能助力
◎李振南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
和动力，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
全。“十三五”期间，我区新增电力装
机4000万千瓦，总装机达到1.46亿
千瓦，其中新能源占三分之一以上，
发电量和外送电量均居全国首位，
同时还举办了两届内蒙古国际能源
大会……我区能源建设的成就与
贡献，不仅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增进人民福祉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区能源资源富集，加快建设
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不
仅是服务和融入发展新格局的重中
之重，也是在为我区高质量发展积
蓄能量。当然，要为高质量发展更
好地“蓄能”，能源供应保障不仅要
跟得上、能满足，而且要提品质、增
效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认清自身优势，找准自身定
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做好
我区现代能源经济这篇大文章。

发展新阶段，转型与变革同
在，机遇与挑战交织，加快形成多种
能源协同互补、综合利用、集约高效
的供能方式，构建绿色、友好、智慧、
创新现代能源生态圈的需求更为迫
切。比如说，“能耗双控”大背景下，
能耗标准和用能需求间的矛盾如何
平衡？我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
展迅速，消纳和接入的问题如何解
决？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设
计和创新力度，尽快厘清、理顺和解
决。

低碳转型，能源先行。推进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优化升级，需要
做好“旧”和“新”两篇文章。一方
面要推动煤炭等能源资源型产业转
型升级，以延链补链强链为重点，大
幅提高就地转化率和精深加工度。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推进
风光等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我区经济转
型升级。

历史已经铸就，未来正在创
造。站在新起点上，唯有以更大的
力度和更实的举措推进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优化升级，方能为建设现
代化内蒙古提供能源保障、贡献能
源力量。

评论

着力推动能源
和战略资源基地
优化升级
◎包思勤

内蒙古是
能源和战略资
源富集区，多年
来为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做出了巨大
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内蒙古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中多次强
调，要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大文
章，建设全国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十四五”时期是内蒙古推动
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优化升级的
重大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为我们量身定制的
战略定位，在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中高质量推进基地建设。
要根据我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承
载力，紧跟世界能源技术革命新趋
势，推动形成有效融入国内大循环
的多种能源协同互补、综合利用、集
约高效的供能方式，着力构建绿色、
友好、智慧、创新现代能源生态圈。
推动煤基产业多元化发展，打造煤
基全产业链。打好稀土这张王
牌，加强对稀土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和创新性利用，构建高值化应用稀
土元素、高端化开发稀土产品的特
色产业链供应链，打造以稀土为基
础的高精尖新材料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