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26 日，呼和浩特市冰雪季
系列活动暨马鬃山滑雪场运营正式启动，马
鬃山滑雪场的建成运营，为敕勒川草原景观
文化旅游带增添了新内容，也为首府打造区
域休闲度假中心掀开新篇章。

深度挖掘全市文化旅游资源，提升质量、
优化服务，高标准建设北部敕勒川草原景观
文化旅游带和南部黄河景观文化旅游带，与
乌兰察布、包头、鄂尔多斯等周边区域协同打
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旅游生态和人文内涵，
打造京津冀休闲度假“后花园”。这是首府未
来打造区域休闲度假中心的发展目标。

2021 年 9 月 30 日，首届敕勒川草原文化
节暨第二十二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以“昭
君和亲路”自驾房车露营发车仪式的形式在
昭君博物院启幕。

公元前 33 年，美丽的汉家女子王昭君自
愿远嫁茫茫塞外，留下跨地域、跨民族文明对
话的千古佳话。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无不让
人忆起别梦依稀的故园乡愁，找到心灵最深
处的诗和远方。呼和浩特市将这一各族人民
共同传颂的文化故事打造成文化品牌，从
1999 年开始，每年的黄金季节举办昭君文化
节，至今已历二十二届，使其成为国内颇具影
响力的一项民族文化活动。

心随天地走，情牵敕勒川。千百年来，昭君
出塞的故事家喻户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敕勒川草原美景更是让人魂牵梦绕。

呼和浩特市有着 2300 多年的建城史，书
写了厚重的“敕勒川文化”。如今，位于大青山
前坡的敕勒川草原已成为网红打卡地，而首
届敕勒川草原文化节带来了“创意敕勒川”“活
力敕勒川”“香满敕勒川”“重逢敕勒川”“唱响
敕勒川”五大敕勒川主题系列活动，更是成为
国庆假期人们畅游青城的最好理由。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充分挖掘独特的人
文历史资源、自然景观资源，努力建设“一南”
黄河景观文化旅游带和“一北”敕勒川草原景
观文化旅游带，城中敕勒川草原、“黄河第一
湾”老牛湾，让呼和浩特市成为各地游客圆梦

“大草原”、唱响“黄河谣”的最佳选择。
2021 年国庆节当天，内蒙古黄河几字弯

生态文化旅游季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文化
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清水河县老牛湾黄
河大峡谷 4A 级景区举行，活动以“畅游几字
弯、感悟黄河魂、爱上敕勒川、全民大联欢”为
主题，全面落实呼和浩特市打造“美丽青城、
草原都市”亮丽风景线和高标准建设南部黄
河景观文化旅游带的部署要求，全力为游客
们游黄河、登长城，住窑洞、品美食，揽胜景、
观古韵提供高标准服务。

据相关部门数据统计，2021 年 10 月 1—
7 日，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909.57 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 60.68%；累
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3.35 亿元，按可比口
径恢复到疫前同期的 45.29%。呼和浩特市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83.2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48% ，恢 复 到 疫 情 前 同 期 接 待 水 平 的
70.43% ，占 自 治 区 国 庆 旅 游 总 人 数 的
20.15%；实现旅游业综合收入 8.42 亿元，同
比增长 18.89%，恢复到疫情前同期收入水平
的 71.16%，占自治区旅游总收入的 19.04%。

巍峨大青山、辽阔敕勒川构筑起“山城
相依、绿色环绕”的敕勒川美景；清水河窑上
田、五彩土默特等绿色农畜产品，散发出浓
浓的敕勒川味道；“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

“敕勒川小镇”“敕勒川部落”演绎着独特的
敕勒川情怀⋯⋯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将继续优化文旅产
业空间布局，整合“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
资源，丰富首府文化旅游产业名片、符号，激
活首府地区的古城、古郡、古都、古村落、古
墓、召庙、石刻等遗址资源，不断加强非遗传
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力度。在推进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方面，构建伊利、蒙牛、蒙草等工业
旅游集群，实施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创新发展
红色旅游，大力发展冬季旅游，不断提升旅游
商品研发水平。

“在重点打造北部敕勒川草原文化景观
旅游带和南部黄河景观文化旅游带的同时，
我们还要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业态，更重要的
是不断完善旅游服务配套功能，为游客提供
高质量的旅游服务。”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文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兰毅说。

打造区域休闲度假中心 成为京津冀休闲度假“后花园”

（本版图片由呼和浩特日报提供）

打造“四个区域中心”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呼和浩特日报记者 刘军 李海珍

呼和浩特

大力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以乳
业、草种业、生物疫苗等国家级创新平台为基
础，打造一批创新平台载体，实施一批重大科
技攻关，构建多层次人才选拔培育体系，营造
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建成祖国北疆重要的
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呼和浩特市未来五年的
科技创新目标。

近年来，围绕祖国北疆重要的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向北开放重要
桥头堡发展要求，呼和浩特市抢抓机遇，多措
并举，积极落实自治区“科技兴蒙”战略，大踏
步走上科技创新的道路。

在呼和浩特市蒙草种业中心，内蒙古农
业大学退休教师、植物学专家王六英每天都
要鉴定 200 多份植物标本和样品。“标本和种
子是一个永久性资料，如果有一天这种植物
种类消亡了，我们种子库里还有这个种子保
存着，就可以进行再繁育。”王六英说。

据了解，从 2013 年至今，蒙草生态团队
已收集全国植物种质资源图文数据信息近
6.2 万条，实物储存的乡土植物、农作物种质
资源 4.2 万多份，有地理标记的植物标本 12
万份，这些种子被储藏到零下 20 摄氏度的冷
库中，可以保存 50 到 100 年。蒙草还对可以
采集到的种子进行种源定位、数字溯源，用数
字技术统筹采、育、繁、推全过程。

乳业一直以来是首府的支柱产业，近年
来，首府奶牛种业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内
蒙古赛科星集团已经培育成年荷斯坦种公牛
50 头，后备种公牛 76 头。全市已推广使用性
控 冻 精 3.8 万 余 支 ，奶 牛 良 种 覆 盖 率 达 到
100%。截至 2021年 8月底，呼和浩特市建成
运营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场达到 147个，奶牛存
栏达到 31.5 万头，鲜奶年产量 170 万吨，平均
单产达9吨，居全国各大中城市首位。

2021 年 7 月 23 日，2021 第九届中国乳
业科技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全国乳
业界的最强大脑、商界精英再次相聚青城，共
谋乳业科学发展大计。

“我国乳业从新中国成立时的‘贫瘠’期，
到改革开放时的‘变革’期，再到 2008 年后的

‘提质’期，在后疫情时代将迎来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阶段。”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邵薇认为，呼和浩特市按照国家、
自治区关于奶业振兴战略部署，积极推动乳
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乳产业发展
集群，推动“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迈进，是
非常正确的一条道路。

在金宇国际生物产业园，如今，总投资 25
亿元的金宇国际生物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已
经投产使用，包括全球最大的口蹄疫疫苗生
产车间在内，产业园里的 4 个车间、12 条智能

制造生产线已全面投入使用。二期项目中外
合资动物疫苗生产车间也于2021年底完工。

“我们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疫苗的智能制
造，将疫苗生产的全部工艺参数、生产规程与
工业 4.0 的控制技术深度融合，确保了疫苗质
量的均一稳定和保护高效。”内蒙古金宇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竞说，金宇生物已
经在和林格尔新区围绕生物医药形成了整体
产业布局，为首府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金宇生物 2021 年半年度报
告显示，2021 年上半年金宇生物实现营业总
收入8.40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34.61%。

呼和浩特市在扎实推进“科技兴蒙”行动
中，全力推进创新要素精准对接、高效耦合，
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布局前沿技术，牵头
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
小企业协同创新，整合资源攻克核心技术。
凭借多年发展积累优势，当前呼和浩特市处
处迸发着发展的活力、涌动着发展的浪潮、呈
现着无限的发展机遇和蓬勃的发展力量，着
力打造的“六大产业集群”正在迈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

2021 年 9 月 15 日，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
动中心(呼和浩特)正式启动，标志着首府推
动科技合作交流、引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工作进入了全面深化提升的新阶段。

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全面落实“科技兴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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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
战略性产业。

大力推进呼和浩特新机场、呼包高铁、呼
鄂城际铁路、呼朔太高铁等重大交通工程，增
开并加密客货运航线，依托新机场航空港和
沙良公铁港，建设国家重要的物流枢纽和国
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这是呼和浩特市未来
五年的交通物流发展目标。

随着京呼高铁的通车，呼和浩特市已融
入京津冀“两小时经济圈”，并积极引领呼包
鄂乌“一小时城市圈”。

2021 年 12 月 29 日，中欧班列“青城号”
在沙良铁路现代综合物流园首发。当首列

“青城号”呼和浩特至莫斯科中欧班列从沙良
铁路现代综合物流园缓缓驶出之时，标志着
呼和浩特正在成为立足首府、面向全区、辐射
全国的中欧班列“集结地”，正在依托首府“一
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我国向北开放的重
要桥头堡区域优势，积极打造面向俄蒙欧的

“对外开放圈”。
距市中心 20 公里的沙良物流园作为呼

和浩特市最大公铁物流港，由中国铁路总公
司于 2015 年 4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10 月投
入运营，目前已完成投资 13.7 亿元，是全国铁
路网规划建设的 31个一级物流基地之一。占
地约 1830 亩的沙良物流园，规划布局分为 5

个功能区域，是集公铁运输、装卸分拣、仓储配
送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园区，已
建成8.4万平方米仓储库和128个公路港零担
单元等基础设施，海信电器、利乐包装、一汽大
众等国内知名企业已入驻园区。

呼和浩特市立足“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连接东北、华北、西北重要枢纽城市和呼
包鄂榆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还引进
了万科、中农联、明品福等现代物流项目，发
展物流产业、打造区域交通物流中心已具备
显著优势。

目前首府以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为
核心的交通规划已经展开。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市域铁路机场线的
规划编制和报批，实现新机场和城市轨道交
通贯通运营，重点是围绕首府都市圈、呼包鄂
乌一小时经济圈和交通物流中心，加快建设
以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为核心的机场高速路
s43 和呼鄂高速 s27，积极推进轨道交通市域
机场线和 3、4 号线的建设规划报批工作。整
合提升物流产业，及早谋划新机场空港物流，
打造‘万科恼包智慧供应链产业园’。”呼和浩
特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占英介绍说。

未来五年，呼和浩特市还将深度融入京
津冀“两小时经济圈”，主动承接京津冀溢出

效应，建立产业转移承接、资源协同互补、人
才交流互动新模式，把首府建成全方位服务
京津冀的“腹地”；全力推动面向俄蒙欧“对外
开放圈”，加快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综合保税区，以中国—蒙古国博览会、中
蒙（合作）论坛为平台，深化贸易、金融、文旅、
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努力打造中蒙俄
经济走廊核心节点。

打造区域交通物流中心 助推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消费，一边连着居民的衣食住行，一边连
着经济发展。

2021 年 12 月 31 日，内蒙古首家“纯正奥
莱”——王府井奥莱·如意小镇正式开门纳
客；同日，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的地铁网
红街也正式开放运营，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
客前往购物和游览。

王府井奥莱·如意小镇的落地运营，不仅
填补了首府乃至自治区奥莱小镇消费模式的
空白，对于提升呼和浩特市商业消费品质，带
动现代化服务业提档升级、加快建设区域现
代消费中心也具有重要意义。新华广场地铁
网红街项目则成为自治区首个地铁商业主题
街区。

而这只是呼和浩特市积极打造区域现
代消费中心的一个缩影。建设呼包鄂乌及
周边地区的现代消费中心，成为立足全区、
面向华北、服务京津冀的区域现代消费中心
和“中国北方服务名城”，是首府未来五年的
发展目标。

2021 年 11 月 27 日，呼和浩特市本土历
史上最为悠久的传统百货商场——内蒙古民
族商场转型升级了。转型升级后的民族·星
云里正式开业，这是历经 67 年发展变迁的内
蒙古民族商场为应对市场变化、适应首府打
造区域现代消费中心进行的新突破。

民族·星云里汇聚了来自全国众多的知
名品牌，聚集了各种功能业态组合，无论是沉
浸式购物场所、国际国内知名品牌首店和旗
舰店联袂入驻，还是引进裸眼 3D 户外大屏、
新建 200 个车位的立体停车场，都充满了时

尚消费潮流，让人耳目一新。
“民族集团要顺应新零售业态变换，跟紧

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大势，为呼和浩特市‘打造
中山路城市商业核心区，推动大型商圈、重点
街区提档升级，建设现代消费中心城市和中
国北方服务名城’发挥积极的作用，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族集团董事
长云文广说，民族集团在对民族·星云里改造
提升的同时，还将对民族商场、满达商城外部
街区进行提升，打造一条有特色的、以数字化
为基点的现代智能民族商业街。

2021 年 11 月 6 日、12 月 26 日，内蒙古食
全食美股份有限公司在石羊桥批发市场和光
明路 7 号院相继打造完成两家“仓储会员店”，
这是该公司学习借鉴北京、上海等城市会员
店经验等基础上，结合呼和浩特市地区消费
实际，精准定位消费人群，全力打造的与首府
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相匹配、与区域现代消费
中心建设相适应的消费新模式。

“作为目前内蒙古地区唯一一家打造‘仓
储会员店’的企业，食全食美依托强大的购销
渠道，与 COSTCO、盒马等大型仓储会员店
共享供应商，引入正大、大成厂家等中高端系
列冻品，采取整箱、大包装仓储式售货模式，
推出标准化程度更高、品质更好的生鲜产品，
同时加大食全食美‘派驰’系列自有品牌产品
供给力，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全球优质、
价格合理的商品。”食全食美董事长彭继远介
绍说，食全食美计划用 2 年时间在全市东南
西北全方位布点 5—8 家“仓储会员店”。

据了解，呼包鄂乌四市常住人口 1001.5

万，2020 年四市地区生产总值近 1 万亿元，
分别占全区的 41.6%和 57.5%，人口和经济
承载能力不断增强，成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
展、改革创新和消费提振的主要引擎。2020
年呼包鄂乌四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2814.99 亿元，占全区的 59.13%，商品消费市
场保持繁荣活跃态势，特别是随着文旅、体
育、康养等服务类消费的深度融合和共享经
济、数字经济、体验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动
能持续增强。

未来，围绕建设区域现代消费中心目标
任务，首府将重点实施空间布局优化、数字消
费引领、服务消费提升、消费品牌培育、消费
潜力释放、消费环境改善“六大行动”。

“我们将按照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
目标要求，扎实推动区域现代消费中心建设
和对外开放圈建设，特别是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畅通内外经济循环上下功夫，提供更多
不同类型的消费供给。”呼和浩特市商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红说，呼和浩特市要进一
步提升多层次消费供给，营造高品质消费场
景，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还将打造一刻钟
便民商务圈，发展具有引领性的旗舰店、体
验店和定制店，大力加强品牌连锁便利店的
发展，培育发展旅游休闲型、传统文化型和
时尚品质消费型的特色商业街区，打造一批
有品质、有内涵、有人气、有颜值的城市特色
商业名片。同时要深化与俄蒙欧以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往，让呼和浩特市
更多的优质产品、优质企业、优质产业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

打造区域现代消费中心 建成“中国北方服务名城”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对全区未来五年的
奋斗目标提出要求：通过全区上下不懈努力，

“两个屏障”更加牢固，“两个基地”量质齐升，
“一个桥头堡”作用彰显，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迈出重大步伐。呼和浩特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也为首府未来五年发展擘画
出宏伟蓝图，在开放定位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要要
求，发挥政治、经济、文化、区位等方面独特优
势，加快构建“东融、西联、南通、北开”全方位开
放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四个区域中心”。

北京四中呼和浩特分
校学生组装调试机器人。

呼和浩特玉泉大数据
应用产业创新体验中心。

裸眼 3D 技术。

呼和浩特市沙良物流园

。

飞驰的高铁

。

呼和浩特火车
东站及西站全部实
现 与 地 铁 、公 交 的
接驳互通。

呼和浩特市

如意河夜景

。

玉泉区通顺大巷吸引游人参观

。

游 客 在 马 鬃 山 滑
雪场体验冰雪运动。

游客品尝莜面。

美丽的敕勒川草原。

美丽青城

·草原都市

。

游客在呼和浩特

市新华广场地铁网红街游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