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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兆成 刘宏章 马建荃
徐跃 李晗

盛夏时节，走进额济纳旗胡杨景区，
只见一片片绿色的胡杨林像铺向天际的
绿色地毯，美不胜收。“额济纳的居延绿
洲太美了！最吸引我的是这里的天蓝、
水清的绿洲，来这里旅游感觉自己置身
于童话的世界里！”来自四川成都市的游
客王娟赞叹道。

在胡杨林畔的“胡杨女人之家”牧家
游小广场内，停满了来自各地的自驾游
车辆。“我们这里出门就能看到原生态胡
杨林，让游客充分体验到现代与原生态
交织的牧家新生活，眼下胡杨的叶子还
是绿的，但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游客
了！”牧家游老板额尔登达来和妻子边忙
着招待游客边对记者说。

额尔登达来开办的是一家集餐饮、住
宿为一体的具有浓郁蒙元特色的牧家游，
可同时容纳近200人就餐和住宿。“现在我
每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年纯收入达30余
万元。我过上了这样的好日子，是阿拉善
盟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发展，给我们提供了
致富的途径。”额尔登达来说。

近年来，阿拉善盟以打造国内知名
西部旅游风情旅游区为目标、以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以建设国家
生态旅游度假区、国家自驾游基地、国家
休闲旅游城市、国家高A级旅游景区为
主要内容，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不断
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产业体系，加大国家
A级旅游景区创建力度，着力打造精品
品牌旅游景区，加快旅游产业与其他产
业深度融合，使“苍天般的阿拉善”全域
文化旅游呈现蓬勃发展势头。如今，该
盟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全盟国民经济重要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据了解，仅今年“五
一”长假，全盟累计接待游客29.3245万
人次，同比增长 34.17%，旅游总收入

1.5146亿元，同比增长30.53%。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
构建起“大旅游”格局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地
处最西部的阿拉善，拥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有全球唯一的沙漠世界地质公
园巴丹吉林、世界三大胡杨林之一的
额济纳胡杨林、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
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贺兰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世界闻名的居延汉简、历
史悠久的黑城遗址、美术世界的活化
石曼德拉山岩画、大漠中的香格里拉
月亮湖……这些在全区乃至全国都是
独一无二的。

阿拉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重要形成地之一，遍布全域的阿拉善
岩画，被称为“北方民族的历史画卷”，
其中曼德拉山岩画被誉为“美术世界
活化石”；有国之瑰宝居延汉简，是二
十世纪中国四大文献考古发现之一，
堪称为研究汉代历史的百科全书；还
有古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古城遗址
之一的黑水城，记录了丝路昔日的繁
华。这里佛教文化渊源流长，六世达
赖仓央嘉措、佛学大师阿旺丹德尔留
下了优美的诗篇和经典的著作。这里
蒙古族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有沙
力搏尔式掉跤、烤全羊、蒙古象棋、查
玛、地毯织造技艺、长调民歌、萨吾尔
登、养驼习俗、马鬃绕线唐卡等9个国
家级非遗项目，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2个，文化艺术之乡4个。这些历
史人文为该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注入
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

为了让富集的文旅资源走向全国
和世界，并成为阿拉善富民强盟重要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近年来，该盟提出
以打造国内知名西部旅游风情旅游

区、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
标，逐步构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格
局，编制了《以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为
目标的阿拉善盟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加快文旅产业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阿拉善盟文化
和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该盟成
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阿拉善盟
胡杨林旅游区，实现了全盟5A级旅游
景区“零”的突破。如今，阿拉善盟已
开发旅游景区（点）40多处，国家A级
旅游景区31家（其中国家5A级1家、
4A级 12家）。全盟形成乡村（牧区）
旅游接待户200余家（其中自治区级
星级接待户105家），旅游专业村和旅
游示范点12个，吸纳农牧民参与旅游
及相关行业就业达1.7万人，占全盟农
牧民总数的38%。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苍天般的阿拉善”活力四射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近年来，阿拉善盟将地域的、民族
的、历史的文化内涵充分融入到旅游产
业中，促进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发展，赋予
旅游业以鲜活的灵魂，使文旅产业成为

了富民和扬名聚人的助推器。
阿拉善盟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紧紧围绕做强做亮“苍天般的阿拉善”旅
游品牌，充分发挥文化节庆活动对旅游发
展的撬动作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
挖掘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实施旅游+战
略，持续推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持续推进全域旅游深度发展中，该
盟从单纯的旅游业发展向复合型产业转
型，从小旅游向大旅游转变，努力实现旅
游经济稳步增长、综合效益显著提高、人
民群众更加满意、影响力大幅提升的目
标。以发展“旅游+节会”为着力点，成功
打造了“阿拉善文化旅游节”“越野e族·阿
拉善英雄会”“阿拉善玉·观赏石暨交易博
览会”“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文化旅
游节”“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旅游节”、骆
驼那达慕等一系列文化旅游节庆赛事活
动，不仅为旅游爱好者提供了丰盛的旅游
大餐，也为展示阿拉善旅游文化资源、招
商引资搭建了平台。以发展“旅游+文化”
为落脚点，进一步推动了文旅融合发展，
不断挖掘文旅融合演艺项目，先后推出了
歌舞情景剧《胡杨红》、话剧《东风呼啸起》
等红色文艺作品及实景剧《阿拉腾陶来》
《腾格里传奇》《神游通湖》等一系列大型
实景剧，既丰富了全盟文化体育旅游节庆
活动品牌，也让节会带动了全盟60%以上
的旅游市场。

该盟还以文旅交流、多方营销和节事
活动宣传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树立“苍天
般的阿拉善”旅游品牌形象，并结合新业
态、新科技，在全盟范围内积极推进以公
共服务体系、监管体系、营销体系为核心
的智慧文旅建设；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工程，文旅+研学、体育、健康等新业态、新
经济的发展，有效弥补了传统文旅产品的
短板；并进一步挖掘民俗文化、红色文化
等，以精品演艺、文创和非遗进景区系列
活动等，助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如
今，该盟文化和旅游业已逐步成为全盟发
展较快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中，“越野 e
族·阿拉善英雄会”可谓是旅游+体育文
化的最大亮点。自2011年入住阿拉善
盟以来，“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会”迅
速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越野嘉年华
和中国最大的汽车越野赛事品牌。如
今，越野 e族·阿拉善英雄会已成为了
推动全域旅游和四季旅游发展的助推
器和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每年
金秋十月，浩瀚无边的腾格里金色沙
海，彩旗迎风舞动，马达轰鸣响彻天
际，人声鼎沸，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五
湖四海的越野人云集在这里。阿拉善

“梦想之城”成为几百万人会集的“英
雄会”不夜之城，数十万车辆和数百万
越野人纵情金色沙海，挑战巅峰极限，
享受极致体验。

如今，阿拉善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对
外开放、吸纳游客的金字招牌和“绿色”
富民产业。“十三五”期间，全盟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248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515.2亿元，与“十二五”期间同比
分别增长65.2%和261.8%。其中，2020
年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61.48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107.20亿元。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
是阿拉善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实现更好更
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
我们要以打造国内知名西部风情旅游
区为目标，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统领，进一步推进文化旅游产业高水
平融合高质量发展，努力把文化旅游产
业培育成为阿拉善科学发展、转型发展
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重要的经济
增长极，让文化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靠
保障。”面对未来文旅融合发展，阿拉善
盟文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建军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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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阿拉善：沙变绿绿生金
特色种养业成为绿富同兴“金产业”
□本报记者 张兆成 刘宏章 李晗

徐跃 马建荃

沙海生金，说来容易，但对于阿拉
善盟来说，做起来绝非易事。

作为全区土地面积最大的盟市，阿拉
善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27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沙漠、戈壁、荒漠化草原各占三分
之一，生态脆弱区占到整体面积的94%。

面对这样的立地条件，智慧的阿拉
善人没有被吓倒，他们给出的答案是：
因地制宜、绿色发展、扬长补短、沙海淘
金，让沙漠中长出特色“金产业”。

多年来，立足特色资源禀赋，阿拉
善盟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根本要求，在生态保护建设中将荒
漠化防治、防沙治沙与沙产业发展有机
融合，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充分利用沙
漠资源，积极培育发展以肉苁蓉、锁阳、
沙地葡萄、双峰驼等为主的特色沙产
业，取得了可观效益。

全盟从事沙产业的规模企业有44
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达到823家。

成功开发与研制出沙产业产品110
余种，申请发明专利37项，制定技术、产
品标准48项。

“十三五”期间，全盟林沙产业产值达
199.5亿元，直接和间接从事沙产业的农
牧民达3万多人，人均年收入3到5万元。

……
放眼当今的阿拉善，沙变绿，绿生

金，赚足了沙漠金。

生态沙生新产业
绿了沙漠富了百姓

来到贺兰山北麓乌兰布和沙漠南
缘，一片东西望不到头的绿色林带挡在
沙漠之前，阿拉善左旗宗别立镇由退耕
还林建设的万亩梭梭林如同忠诚的卫
士携手筑起的防护屏障，牢不可破。

王会军是茫来嘎查的牧民，这几
天，他种植的 3000 亩苁蓉喜获丰收。

“这次一共收了有5000多斤，按照市场
价一公斤20元出售，收入5万多元没问
题。今年秋季还能再收获一次，一年下
来光卖苁蓉就能赚8万多元。再加上我
们一家三口的禁牧补贴和我干护林员
的工资，一年挣个十四五万没问题。”说
起种植肉苁蓉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改变，
王会军脸上满是欢喜和自豪。

种植梭梭林嫁接肉苁蓉发展生态沙
生新产业，是阿拉善盟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立足盟情发展
绿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举措。

近年来，阿拉善盟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加快推进绿化进程和生态建设步
伐，依托以梭梭林等丰富的沙生植物资
源，向沙漠要绿色、要效益，因地制宜着
力培育肉苁蓉、锁阳、沙地葡萄、文冠果
等为主的特色沙产业，实现生态治理和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

王会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梭梭
和苁蓉结下了不解之缘，“能有今天的幸
福生活，真的全靠着眼前这片‘绿色’。”他
动情地说。以前，茫来嘎查的生态环境脆
弱，遍地黄沙，王会军靠养羊为生，但地上
不长草，只能购买饲草料喂养，一年到头
不赚钱还赔钱，无奈他于2003年被迫到
外地打工。2011年，阿拉善左旗全面启动
百万亩梭梭苁蓉产业基地建设，他被“吸
引”重返家乡开始种植梭梭并嫁接苁蓉。
如今，王会军家的收入节节攀升，日子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鼓励牧民积极发展生态沙产业，
阿拉善盟出台鼓励农牧民种植梭梭林和
发展沙产业优惠政策，确定梭梭种植户给
予适当奖励性补贴，并建立科技特派员制
度，实行沙产业片负责制。通过政策扶
持，启动了梭梭肉苁蓉、白刺锁阳、黑果枸
杞“三个百万亩”林沙产业基地建设。

目前，阿拉善盟已形成肉苁蓉、锁阳、
黑果枸杞、沙地葡萄等多个沙产业基地。
如今，阿拉善“肉苁蓉”、“阿拉善锁阳”被国
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著名商
标。阿拉善盟也被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

会授予“中国肉苁蓉之乡”称号。
生态沙生新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

开龙头企业的带动。
在内蒙古宏魁苁蓉集团梭梭林基

地，只见一片片梭梭林迎风而立铺向天
际。该集团是阿拉善盟较早发展沙产
业的企业，目前已发展成为集梭梭种
植、苁蓉接种以及相关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业。

据该集团党委副书记任存福介绍，
为了加快培育沙产业，同时也让更多农
牧民加入到产业化发展的链条中来，集
团于2011年建立了农牧业产业化肉苁
蓉—梭梭基地，成立了宏魁沙产业合作
社，由企业出技术、设备、种子和苗木，
无偿提供给合作社的农牧民，规范种植
梭梭嫁接肉苁蓉和锁阳。农牧民收获
后，企业以市场价收购进行深加工。“目
前，我们已累计带动2万多名农牧民通
过沙产业增收。”他说。

为使生态沙生产业形成产业化，阿
拉善盟以“沙地绿起来、企业强起来、牧
民富起来”为目标，依托肉苁蓉、锁阳等
沙草充足的原料资源，先后培育和引进
了48家企业投资沙产业，大力实施“企
业+基地+科研+合作社+农牧民”的产
业化模式发展沙产业，不仅有效保障和
稳定了农牧民发展沙产业的收入，提高
了沙产业深加工的附加值，更构筑起了
沙产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截至目前，已
完成梭梭人工林种植508.3万亩，接种
肉苁蓉76.2万亩，年产肉苁蓉1500吨；
接种锁阳24万亩，年产锁阳2000吨以
上；围封保护黑果枸杞8.8万亩；种植黑
果枸杞、沙漠葡萄等精品林果业7.6万
亩；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链，加工转化率达到68%。
林沙产业年产值达32.6亿元。

蓬勃发展的生态沙产业如今已成
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阿拉善
通过“公司+基地+科研+合作社+农牧
户”的模式直接和间接从事生态沙生产
业的农牧民约2万人，人均年收入3到5
万元，部分牧户达到10至30万元，实现

了“沙漠增绿、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
牧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

“沙漠之舟”
承载健康产业新使命

作为全国双峰驼的主产地，阿拉善
盟被誉为骆驼之乡，全盟骆驼存栏数曾
一度占到全国骆驼总数一半以上。然
而，随着骆驼在沙漠地区传统的驮骑等
功能被现代交通工具所取代，加之骆驼
繁殖周期长、养殖效益低等因素影响，
造成牧民养驼积极性普遍下降，双峰驼
一度面临濒临消亡的严峻考验。

为了“唤醒”这份“沉睡的资源”，近
年来，阿拉善盟将驼产业作为兴边富民
的支柱产业全力抓好落实，通过政策引
导、资金支持、协调服务等方式，加大对
驼产业的培育扶持力度，让“沙漠之舟”
载负起健康产业新使命，再踏新征程，
续写新传奇。

从高空俯瞰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
镇，雄浑奇特的大漠风光中，一座白墙
蓝瓦的建筑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内
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坐
落于此。在其生产车间内，一桶接一桶
的新鲜驼奶正在被倒进保鲜罐里，经过
生产线的高速运转，新鲜的驼奶被加工
成驼乳粉、驼奶片等产品推向市场。

“正是因为我们龙头企业的落地，
才增强了带动力，现在，越来越多的牧
民正在转变观念，开始通过养殖母驼销
售鲜驼奶增收致富。”内蒙古沙漠之神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冉启伟说。

接着，冉启伟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们收购鲜驼奶的价格是每公斤30元，
奶驼经过驯化后一天能产七八斤奶，成本
也就是1斤鲜奶的钱。一峰骆驼一天的利
润能达到100多块钱，一个月能赚3000
块钱，现在卖驼奶有账算、有钱赚。”

6年前，因为缺乏生产资料，巴丹吉
林镇巴音博日格嘎查的牧民永红一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而如今，跟
着龙头企业养奶驼，永红租了4万亩草

场，成立了合作社，骆驼数量发展到300
多峰，年收入达到105万元，他因驼奶致
富出了名。

目前，全盟自主制定阿拉善双峰驼
生产标准体系16项，在牧区培育建设养
驼专业合作社54家，认证双峰驼生态牧
场167户，驯化挤奶驼1万峰，建立奶源
基地20家，骆驼奶中转站7家，发展挤
驼奶户400余户，带动骆驼散养户900
余户，户均增收2万元，农牧民从业人员
达2500多人。

不仅如此，阿拉善盟以科技创新为
引擎，依托产业园区建设，加大产品研
发和产业培育力度，将传统的骆驼养殖
转化为新兴的健康产业发展优势。

“这就是可以吃的睡眠面膜吗，好
神奇！”“这个驼峰油护手霜手感好，味
道香！”……在内蒙古骆驼研究院产品
展示厅的驼乳化妆品展柜前，不时传出
参观者阵阵惊讶的声音。

2020年，该研究院在研究驼乳化妆
品方面有了重大突破，睡眠面膜、驼脂
唇膏、驼脂霜、乳清乳液等系列产品已
经过实验、终试阶段，正式推向市场。

阿拉善盟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3986.4万元，实施驼产业类项目40
个。建成全区首个骆驼产业科技园、全国
首家骆驼研究院，推动驼产业产学研一体
化发展。重点对骆驼基因、骆驼生物制
药、骆驼良种化繁育及驼乳制品等进行科
研攻关，致力打造驼产业精深加工产业
链，不断推出骆驼奶食品、驼肉食品、驼胶
保健品、骆驼系列高端纺织品以及生物制
药等系列产品。现已有液态驼奶、全脂驼
粉、全脂发酵乳粉及驼乳益生菌活性片等
4个系列20余种产品相继上市，另有5个
系列17种产品已经进入深层研发环节，骆
驼产品附加值得到提升。

阿拉善盟将骆驼非物质文化与沙漠
文化、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形成别具特色、
交融发展的民族文化发展新格局，做亮骆
驼文化品牌。目前，全盟骆驼产业注册商
标达33个，已形成品牌效益的企业有13
家，全盟骆驼产业年产值已突破3亿元。

黑城遗址。

英雄会会址。

阿拉善左旗宗别
立镇万亩梭梭林。

在岗位上工作的高新区工厂工人。

阿拉善高新区厂区一角。

用驼奶制作的护肤品。

阿拉善右旗骆驼养殖场的骆驼。

有几千年历史的曼德拉岩画。

玛瑙饰品。

用驼奶制作的口红。

居延海的飞鸟和人类和谐共处。

驾驶越野车在沙漠中冲浪成为时尚。

奇特的海森楚鲁风蚀型花岗岩景观。

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湖泊众多。

生机盎然的居延海。

阿拉善左旗定远营旅游景区素有塞外“小北京”的美誉。

曼德拉山岩画周边电子监控装置
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