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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经观潮

本报 2 月 14 日讯（记者 阿妮尔）据
满洲里海关统计，2021 年我区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累计进出口 857.9 亿元人民
币，同比（下同）增长 16.7%。其中出口
312.3 亿 元 ，增 长 34.6% ；进 口 545.6 亿
元，增长 8.5%，呈现同步增长态势。

2021 年，我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474.8 亿元，增
长 21.1%；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进出口
205.4 亿元，下降 15%；以保税物流方式
进出口 143.3 亿元，增长 56.5%。此外，
2021 年我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
商品种类逐渐呈现多样化，出口过亿元
商品种类多达 45 种。进口方面，依旧以
金属矿砂、煤炭等资源性商品为主导。

2021 年我区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贸易额双增

本报 2 月 14 日讯（记者 康丽娜）日
前，自治区工信厅公示第一批达标化工
园区名单，内蒙古包头九原工业园区新
材料产业园、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经
济开发区大路产业园等 14 家园区上榜。

本次公示的第一批化工园区体现了
我区化工园区建立、建设和发展的最高
水平，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区化工园区规
范建设，提高化工园区本质安全水平和
持续发展能力，起到标杆示范作用。

此外，我区要求化工园区进一步优化
产业布局，明确产业定位，合理布局、功能
分区，完成园区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的制定，完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规
划布局，切实提升产业规划效力。2022
年底前，化工园区必须建设完善的园区安
全生产风险和生态环境监测监控预警体
系，进一步强化风险预警能力。

我区公示
14 家达标化工园区

本报 2 月 14 日讯（记者 康丽娜）日
前，自治区工信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焦炭行业产能退出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做好焦炭行业产能退
出工作，严禁新增焦炭产能。

通知明确，拟投产的新建或改造升级
的焦炭建设项目，投产前用于置换的产能
必须停产并拆除主体设备，使其不具备生
产能力，否则不得投产。已经投产的新建
或改造升级的焦炭建设项目，用于置换的
产能必须立即停产并拆除主体设备，使其
不具备生产能力。严禁新旧项目同时运
行生产，变相扩大产能。

此外，自治区工信厅要求各盟市制定
本地区产能退出方案，确定分年度目标，
用三年时间全面淘汰炭化室高度 5.5 米以
下捣固焦炉，加快焦化行业转型升级，促
进技术进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和节能
环保水平。

我区严禁新增焦炭产能

本报 2 月 14 日讯（记者 杨帆）2021
年，我区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658元，
比上年增长14.5%，两年平均增长4.5%。

支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
是收入增长。2021 年，我区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4000 多元，比上年增长
8%以上。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超过 44000元，农村牧区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8000 元，增速均高
于同期经济增速。随着全区城乡居民收
入稳步提升，居民消费需求逐步释放。

同时，随着我区保供稳价政策和各类
促销活动持续发力，各盟市居民刚性消费
需求得到释放。2021 年，全区限额以上
单位粮油食品和饮料、烟酒类商品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 12.1%，其中，粮油食品零售
额增长 10.8%，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4.5%，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增长21.5%。

2021 年全区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22658 元

本报 2 月 14 日讯（记者 杨帆）自治
区财政厅传出最新消息：进入 2022 年，
我区 134 个财政区划领域正式通过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办理资金支付业务。这
标志着，内蒙古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全面上线运行。

构建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是内
蒙古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然要
求，也是以信息化手段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为确保一体化
系统顺利上线，自治区财政厅统筹协调
全区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工作，并制定
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建立周例
会和日调度机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确保了系统如期运行。下一步，通过优
化系统功能，我区将全力保障系统各功
能模块安全运行。

内蒙古财政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

全面上线运行

本报 2 月 14 日讯（记者 李国萍）记
者从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了解到，2021 年该市申请商标 20508 件，
同比增加 5.62%，占自治区商标申请量的
27.06% ；注 册 量 为 15617 件 ，同 比 增 加
20.78%，占自治区商标注册量的26.49%。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从创新知识产权
保护载体、助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项目建
设等多方面入手，知识产权综合实力明显
增强，尤其在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服务水
平上有了显著提升。为进一步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2021 年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
系统共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 77 件，收
缴罚没款 57.55 万元，联合公安部门成功
破获 2 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

呼和浩特市 2021 年
商标注册量达 15617 件

本报 2 月 14 日讯 （记者 高慧 实
习生 莫丽梅）记者从中铁呼和浩特局获
悉，近日，12306 买票退票有了新变化，售
票和退改签服务进一步改进。

为适应疫情防控条件下的旅客出行规
律，铁路部门改进售票和退改签服务措施，
延长 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售票服务
时间，由每日 5：00 至 23：30 调整为 5：00
至次日凌晨 1：00（每周二除外）；提供 24小
时互联网退票服务，退票截止时间由乘车
站 开 车 前 25 分 钟 延 长 至 开 车 前 ，新 增
12306 客户端免登录退票渠道；原来仅可
在票面发站办理的开车后车票改签业务，
增设网上办理渠道，同时在自助售票终端，
新增电子客票改签功能；候补购票最晚截
止时间也由开车前6小时调整为2小时。

注意！
12306 买票退票有新变化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李国萍）据包
头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消息，2021年，
全市18件地理标志产品产值达8.761亿元。

地理标志是产品产地来源的重要标志，
是国家认可的农林牧副渔特色产品金字招
牌。为提升包头地理标志品牌影响力，让包
头更多更好的地方产品贴上地理标志标签，
近年来，包头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切
实加强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强化地理标志保
护监管，先后成功打造了“达茂草原羊”“南海
黄河鲤鱼”“固阳黄芪”等 14件地理标志商
标，以及“固阳燕麦”“达茂羊肉”“达茂马铃
薯”“小文公大蒜”等4件地理标志产品，并研
究出台了《包头市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
五”规划》，以此构建起完善的地理标志保护
和运用体系，培育出包头地理标志产品竞争
新优势。

包头市地理标志产品
年产值突破 8 亿元

本报 2 月 14 日讯（记者 杨帆）2021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超过千亿千瓦时，达1095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24.4%，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比
重的 18.4%，同比提升 3.1 个百分点。可再
生能源成为我区能源保供生力军。

去年以来，我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深化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持
续推动电力结构调整中促进电力工业高质
量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工业发电量
比重不断攀升。2021 年，全区风力发电量
突破 900 亿千瓦时，达 900.6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30.7%，对全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比重提升贡献最大。

与此相关的是，2021 年，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发电量 5952.6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3.7%。其中，12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发电量 542.3 亿千瓦时，日均发
电量 17.5 亿千瓦时，日均发电量比当年 11
月份提高 1 亿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成为
我区能源保供生力军

本报 2月 14日讯（记者 高慧 实习
生 莫丽梅）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
悉，2022年春节假期，全区共发送道路旅客
10.53万人次，为去年同期的112%，发送客
车9193辆，其中定制客车91台。

春节假期，道路运输行业综合研判客
流趋势、出行特点，引导旅客错峰出行，统
筹做好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
作。各盟市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势，指导
经营单位制定运输组织方案，优化运力调
配，强化客运场站、旅游景区景点等重点
区域运力投放和应急调度，与铁路、民航
等部门加强衔接，科学安排班次，根据客
流需求及时增加开放进站和安检通道，提
高旅客疏运能力。同时及时向社会公布
本地交通通行管控措施，强化路网运行监
测，做好突发情况处置，配合卫生健康、公
安等部门科学设置疫情防控检查站点、专
用检查车道，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春节假期全区共发送
道路旅客 10.53 万人次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网络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网络））

星空下的光伏电站星空下的光伏电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孟和朝鲁 摄摄

包钢节能环保改造项目包钢节能环保改造项目————
脱硫塔筒吊装现场脱硫塔筒吊装现场。。 通辽市现代能源通辽市现代能源““火风光储火风光储

制研制研””一体化示范项目一体化示范项目。。

□本报记者 康丽娜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内蒙古如何在危机
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有序有效开发能源资源，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
能源产业和企业，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按照规划，“十四五”
期间，内蒙古将以高质量建设“两个基地”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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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现有产业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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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大规模外送和本地消纳、集中式和分
布式开发并举，推进风光等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到 2025 年，新能
源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主体能源，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推进
源网荷储一体化、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

——实施控煤减碳工程，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加快推动用能
权交易和碳排放交易，建立碳排放强度考核机制。依托鄂尔多斯和乌
海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发展规模化风光制氢，探索氢能供电
供热商业模式，建设绿氢生产基地。实施能源综合利用升级改造，加
强煤炭分级分质利用，推进煤基多联产示范，加大煤矸石、洗中煤、煤
泥综合利用。

——实施“以电代煤”“以电代油”，推进工业、交通、建筑（老旧小
区改造）、居民领域电能替代，提升全社会电气化水平。实施数字能源
工程，推进大型煤电、风电场、光伏电站等建设智慧电厂，所有生产煤
矿建成智能煤矿，推进能源生产、储运、消费等环节数字化转型。

——实施灵活电网工程，打造蒙西电网“四横五纵”、蒙东电网“八
横两纵”主干网架结构。规划建设蒙西至河北、至天津、至安徽、至河
南、至南网特高压绿色电力外送通道。实施气化内蒙古工程，稳步扩
大天然气生产能力。

全力做好“十四五”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双碳双碳””背景下背景下
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如何破题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如何破题？？

◎头条纵伸

□本报记者 许晓岚 康丽娜

料峭轻寒，位于鄂尔多斯市蒙苏
经济开发区的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
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运输车辆来回穿
梭，大型吊车起起落落，处处涌动着
建设热潮⋯⋯远景科技集团的该项
目旨在实现高比例、低成本的可再生
能源生产与使用，预计今年建成投
产。届时，一条动力电池与储能、电
动重卡、电池材料、绿色制氢等上下
游贯通的绿色能源产业链条将率先
在内蒙古诞生。

“碳中和带来的能源革命，将带
动工业革命，继而驱动一场科技革
命。零碳产业园将成为新工业革命
的摇篮，而鄂尔多斯完全有可能引领
绿 色 新 工 业 革 命 。”远 景 科 技 集 团
CEO 张雷说。

“双碳”，即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简
称。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
场。碳中和将推动能源体系向绿色、
低碳、无碳转型，实现无碳新能源对
高碳化石能源的替代，推动工业体系
由高碳向低碳甚至零碳转变。全球
首个零碳产业园项目对于构筑绿色
能源及零碳新工业体系，无疑将起到
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

“双碳”背景下，作为国家重要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始终面临
着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如何转？
怎么升？“双碳”背景下，现代能源经
济如何破题？内蒙古走出了一条减
排降耗做减法、“追风逐日”做加法、
创新驱动做乘法的绿色发展之路。

减排降耗做减法

内蒙古赛思普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30 万吨氢基熔融还原高纯铸造生
铁项目生产现场，火红的热铁水从炉
中汩汩流出。该项目是 2019 年乌海
市引进的工业转型标志性工程，生产
出的高纯铸造生铁可广泛用于高铁、
核电、风电铸件等高端装备制造领
域。

赛思普相关负责人介绍，“氢冶
金”工艺由于加入了氢气，取消了烧
结和焦化等重污染工序，碳排放量降
低 30%以上，并且节能降耗优势明
显，综合能耗较传统高炉低 60 千克/
吨铁。

“目前我们投产的工艺已实现利
用 20%的氢替代煤进行冶铁，计划于
2025 年实现全氢工业化冶炼。”负责
人介绍。

实现“双碳”目标，推进高耗能行
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是关键。

为了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
控目标，内蒙古出台一系列节能降耗
政策措施，制定“路线图”，倒排“时间
表”，减碳降耗“挂图作战”。

——出台《关于确保完成“十四
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
施》，从严控高耗能行业产能规模、提
高行业准入标准、加快淘汰化解落后
和过剩产能、推动重点高耗能行业节
能技术改造等方面加快高耗能行业
结构调整步伐；

——出台《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准入管理意见》，严控铁合金、
电石、焦炭、钢铁、电解铝等传统低端

“两高”行业新增产能；
——出台《“两高”违规项目整改

“清零”行动方案》，全面开展违规“两
高”项目分类处置，实现整改“清零”；

——出台《内蒙古自治区煤电节
能 降 耗 及 灵 活 性 改 造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计划到 2023 年，

淘汰落后产能 95.35 万千瓦。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

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双碳”背景下，
内蒙古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不断破题解
题、见行见效。

据自治区发改委数据显示，2021
年全区能耗双控取得明显成效，2021
年前三季度，全区单位 GDP能耗同比
下降 8.3%，能源消费总量同比下降
1.2%，能耗强度和总量两项指标连续
3个季度保持“双绿”。

“追风逐日”做加法

能源产业是内蒙古的当家产业，
已成为自治区六大支柱产业之首。
2021 年，内蒙古能源经济在全国实
现“六个第一”：煤炭实际产能全国第
一，电力总装机全国第一，新能源装
机全国第一，外送煤炭全国第一，外
送电量全国第一，外送电能力全国第
一。

然而，当家产业也面临着“转型
的阵痛”。

“我区产业结构倚能倚重，为了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们要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
展风能、太阳能光伏、氢能等新能源
产业，提高新能源在能源供给中的比
重。”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
授郭启光说。

“推动内蒙古由化石能源大区向
清洁能源大区转变。”

“力争在全国率先建成以新能源
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系。”

坚 定 目 标 ，明 晰 路 径 ，齐 绘 蓝
图！内蒙古“追风逐日”，全力推进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
利用，在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能源体系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全国首个火风光储一体化示范
项目——通辽市现代能源“火风光储
制研”一体化示范项目一期主体工程
开工，内蒙古推动绿色载能产业高质
量发展更进一步。

国家首批开工的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项目之一——内蒙古蒙西基地
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在
鄂尔多斯落地，沙漠“借绿生金”再添
一笔。

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
绿色电站示范项目首批机组（50 万
千瓦）成功并入内蒙古电网，内蒙古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再次提速。

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倒逼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内蒙古摆脱“一
煤独大”的路径依赖，瞄准新能源产
业持续发力。

“力争年内续建和开工新能源规
模超过 4000 万千瓦，新增并网新能
源 2000 万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装
机比重达到 40%左右，为实现 2025
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装机规
模奠定重要基础。”在 2022 年内蒙古
能源工作会议上，自治区能源局党组
书记、局长王金豹这样说。

创新驱动做乘法

一块黑黝黝的煤炭、一瓶晶莹剔
透的白色聚丙烯颗粒、一卷食品用保
鲜膜，在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的产品展厅内整齐排列，煤炭实现

“由黑变白”的华丽转身。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盛产“黑

金”的鄂尔多斯把资源型产业的发展
重点放到资源转化升值上，煤化工产
业链不断向下游延伸，价值链不断向
中高端攀升。

鄂尔多斯大路工业园区经济发
展局局长付飞雄向记者介绍：“鄂尔
多斯充分发挥煤炭产业‘压舱石’作
用，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
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
展，打造从‘一块煤’到‘一匹布’、到
高端化工品的产业链，实现煤炭从原
料到材料、由低端到高端的产业升
级。”

产业升级的背后，是科技创新源
源不断的驱动力。2021 年初，在鄂
尔多斯全部 47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有创新活动的不到 20%，经过
一年的无研发投入、无研发机构、无
发明专利“三清零”行动，已有 26%的
企业实现“三清零”，带动企业研发投
入 34.7 亿元。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鄂尔多斯在创新之路上昂首阔
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科技
创新是关键。要用好科技创新关键
变量，抢抓碳达峰、碳中和机遇，为内
蒙古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提供战略支
撑。”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青说。

据 自 治 区 科 技 厅 数 据 显 示 ，
2020 年到 2021 年，内蒙古在氢能、
大规模储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稀土、生态环境等领域先后安排
科技重大专项 33 项，“煤炭地下气
化”“大规模飞轮储能”“源网荷储”

“火风光储一体化”“二氧化碳矿化”
等一批先进能源技术在内蒙古开展
攻关和转化。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久
前，《内蒙古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科
技创新行动方案》经过专家组论证通
过。专家组一致认为，方案紧密结合
内蒙古“双碳”目标的科技创新需求，
所提出的减碳路径符合内蒙古资源
禀赋、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特征，具有
较强的前瞻性、战略性、导向性和可
操作性，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战略
支撑作用。

变资源驱动为创新驱动。创新
发挥的“乘数效应”必将助力内蒙古
现代能源经济向绿色化、清洁化、高
端化加速迈进。

骏马奔腾似潮涌，一日千里独行
空。库布其沙漠腹地，由 196320 块
蓝色光伏板组成的骏马图栩栩如生，
格外吸睛。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一
如这昂首奔腾的骏马，向着“双碳”目
标奋蹄疾驰。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风电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风电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建荃马建荃 摄摄

达拉特领跑者光伏达拉特领跑者光伏
发电基地发电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摄孟和朝鲁摄

运送风电叶片的车辆行驶在阿拉善运送风电叶片的车辆行驶在阿拉善戈壁戈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建荃马建荃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