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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刚过，在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低碳产业园的内蒙古华恒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新型材料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建设现
场，高空中吊车伸长“手臂”，地面上工人们
密切配合，大家冒着严寒，将高近 20 米、重
26 吨的高沸塔稳稳地安装在指定位置。在
一旁的动力站整体已成型，工人们在距地
面 20 米的高空绑扎钢筋、焊接钢梁。

该 项 目 是 乌 海 市 工 业 重 点 项 目 ，于
2021 年 7 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105 亿元，一
期投资 70 亿，占地约 2700 亩，主要生产产
品为 BDO（1,4-丁二醇）、PTMEG（聚四
氢呋喃）、PBAT（生物可降解塑料）等先进
高分子材料，项目一期主要建设 31.2 万吨/
年产 BDO 装置、18.4 万吨/年产 PTMEG 装
置、6 万吨/年产 PBAT 装置以及配套动力
车间、资源综合利用装置和公用工程设施。

自项目开工以来，企业迎难而上，加速
推进施工。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经完成
90%，4 套 PTMEG 的高沸塔已经全部安装
完毕，正在安装钢结构。春节前，将安装完
成 169 套设备。待土建工程完成后，所有
设备将陆续进厂安装。

“此项目预计今年 7 月份正式投产，时
间紧、任务重。从立项到开工建设，乌海市

委、市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帮助我们协调
解决手续办理、要素指标等问题，为我们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更要抢抓机遇，
早日建成投产，为乌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力。”项目副总经理翁乐中说。据
介绍，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均营业收入将达
到 90 亿元，年均利税约 10 亿元，带动就业
2000 多 人 ，也 将 实 现 自 治 区 PTMEG、
PBAT 产品零的突破。

在乌海摩尔城商业综合体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克服严寒天气，正在加紧进行室
内装修。

乌海摩尔城商业综合体项目是乌海市
滨河新区首家大型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
积 8.8 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5.5 亿元，定位
为潮玩跨界聚集地，由香港摩尔城集团专
业团队进行招商及运营管理。该项目对于
推动实现城市功能更强、人民生活品质更
优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们已全面启动招商工作，预计
2022 年 9 月正式开业运营。自立项以来，
政府及各相关部门非常重视，为我们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更要发挥自身优
势，让城市聚集人气、汇集商气，为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乌海摩尔城项目负

责人杨志娟介绍说。
近年来，乌海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
产业基础、配套优势、资源禀赋，在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方面持
续发力，坚决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021 年，乌海市实施市级重点建设项
目 146个，总投资 1416.7亿元。同时该市新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32 个，总投资约 1576.5
亿元，项目涵盖新材料、新能源、生态环保、
航空、服务业、旅游业多个领域。目前，新签
约项目 5 个已开工，17 个正在办理前期手
续，10个在积极推进，总落地率近70%。

一个个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生根、加速
推进，为乌海市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加
速新旧动能转换，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基地，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乌海市加快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
型，在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坚持
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全力打造以风光氢储用一体的新能源、以可
降解塑料为主要方向的新材料全产业链基
地，逐步扭转“一煤独大”的发展局面。

为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乌海市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一切围着项目
转、盯着项目干，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

乌海市实行重点项目“任务上墙、挂图
作战、打表推进、按月公示”和“红黑榜”管
理，加强项目调度，加快项目进度，推动项
目尽快投产达效。同时认真落实“一个项
目、一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
底”的“五个一”项目推进机制，压实包联责
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手续办
理、要素指标等问题，为重点项目建设扫除
障碍、创造条件。该市还定期召开由分管
副市长主持的重点项目调度会，集中研究
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问题，针对需要多
部门配合、解决历时较长的问题，梳理形成

“问题清单”，移交相关部门限时办理。
一 流 的 营 商 环 境 就 是 最 好 的“ 梧 桐

树”、最大的“吸铁石”，是一座城市最核心
的竞争力。

2021 年以来，乌海市把优化营商环境
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为“十四五”开
局之年的一件大事来抓。为此，乌海市成立
由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双组长”的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规范政商交往正
负面清单，建立企业家诉求直达反馈机制，
聘请 17 名企业负责人担任优化营商环境监
督员，集中兑现市本级政策承诺首批 60 家
企业、3000万元，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同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实施
“大表审批制”等 10 项“硬核举措”，将 14 个
部门的 134 项审批服务事项纳入集中行政
许可范围，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一网办、掌
上办、一次办、帮您办”，不断减环节、减时
间、减材料、减跑动、减成本，努力实现要件
最精、环节最简、时限最短，最大限度方便
企业和群众办事。

面对市场主体反映最突出的项目审批
环节多、申请材料繁杂、办理周期长等问题，
该市实施党政领导包联企业和项目制等举
措，并对 141 个部门 4713 个政务服务事项
进行优化，承诺时限压减率 55.3%，材料要
件压减率 26.8%，“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
98%，实现即办件 2 环节、一般承诺件 3 环
节、特殊承诺件 4 环节。乌海市还积极推进
政务服务容缺受理工作，通过对政务服务事
项要件梳理，逐项明确必要要件和非必要要

件，公布了第一批《乌海市行政审批和政务
服务局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84 项
政务服务可容缺 136 个申请材料。

与此同时，乌海市还坚持把招商引资
作为地区转型发展的第一要事，创新招商
理念，改进招商方式，狠抓项目落地。

在顶层设计上，该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招商引资工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引导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抓招商就
是抓发展”理念，明确提出实施七大招商突破
行动，以高质量招商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
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带头招大商、引强商，过
去一年中，乌海市共派出44个工作组175人
次赴各地考察企业125家，接待来访客商136
批次511人次，其中达成意向企业30余家。

在招商引资中，乌海市始终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把“双碳”“双控”作
为硬约束，重视发挥招商引资对产业迭代、
动能转换和城市转型的推动作用，围绕新
能源、新材料、临空经济、节能环保、服务业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规划项目 40 个，剔
除高耗能、高污染项目 4 个，招商引资项目
库项目总数达到 142 个。

一切围着项目转 为高质量发展积蓄能量

冬歇期变冬忙期 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冲刺

往年的隆冬时节，重点项目施工早已进入冬歇期。新年伊始，在乌海市各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从机器轰鸣的工业园区到初见规模的商业综合体，乌海市坚持把项目
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抓手，作为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的关键举措，抓住岁末年初关键期，变“冬歇”为“冬忙”，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项目带动发展，以发展惠及民生。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的乌海市委八届二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为新一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定下目标。随着一批体现新发展理念、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实施，
乌海市“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乌海市所绘制的“坚持一个遵循、贯彻一条主线、推进两大任务、实现‘三高’目标”的发展新蓝图正在成为现实。

按下高质量按下高质量发展发展快进键快进键
跑出项目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建设加速度

□郝飚 赵永刚

乌海市乌海市：：

东源科技二期东源科技二期 BDOBDO 项目建设现场项目建设现场。。乌宣乌宣 摄摄

打造一流政务服务环境打造一流政务服务环境。。郝飚郝飚 摄摄

乌海海易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工乌海海易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赵永刚赵永刚 摄摄

乌海摩尔城商业综合体项目室乌海摩尔城商业综合体项目室
内装修施工中内装修施工中。。 强建国强建国 摄摄

内蒙古永太化学有限公司内蒙古永太化学有限公司
中控室工作人员查看设备运行中控室工作人员查看设备运行
情况情况。。 赵永刚赵永刚 摄摄

高品质城市建设为城市转型蓄能高品质城市建设为城市转型蓄能

。。王超王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