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帆 康丽娜

光阴荏苒，时针指向 2022 年春天。
北疆大地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尽管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尽管全球经济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确定的
是：内蒙古追梦发展、勇毅前行的脚步从未停止。

勇毅前行的一次次奋起之路上，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为我区确定的战略定位，内蒙古以重大项
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启新征程、再铺新画卷、再
谱新篇章！

充沛动力奔涌而出

时间与奋斗，是一对孪生兄弟。
日历翻至 2022 年 1 月 4 日，奋斗的足迹跃然纸

上。
这一天，我区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位于准格

尔经济开发区的内蒙古铁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G 纯
电动无人驾驶新能源矿用车项目正式投产。

令人称奇的是：无人驾驶新能源矿用车配置环境
感知、行为控制及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能按照矿山
调度指令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完成高精度循环作业，
实现了低能耗、无污染、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经营目
标。

“目前，公司已与国内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开始
战略合作，陆续推出新能源牵引车、自卸车、挖掘机等
新产品，为客户提供全套智能化、高端化的新能源产
业链绿色制造产品，打造我国 5G 无人驾驶新能源汽
车领域样本企业，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公司副总经理崔文玉说。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奋斗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
力。

日历翻至 3 月下旬，鄂尔多斯市年产 125 万吨煤
基新能源材料及配套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
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这个煤基新能源材料项目，是我区以鄂尔多斯市
及周边丰富的煤炭与煤焦油为原料，通过资源深加工
进一步提升工业附加值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更加引发业界关注的是，该项目总投资 124 亿
元，采用国际先进的成套工艺技术，环保水平国内领
先，主要生产大规格、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和新型锂电
池负极材料，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收入 230 多亿元，年创利税
15 亿元，可安排 6000 多人就业。”项目负责人说。

岂止是几个项目？又岂止是鄂尔多斯市？
还是 3 月下旬，自治区层面推出涉及多个盟市的

2022 年重点经济合作项目 347 个，总投资超 5000 亿
元，大多为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化工、现代装备制造

等高端重大项目及其配套项目。
成就今日的是昨日，创造明天的是今天。在这个

生机勃发的季节，内蒙古以高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为
抓手，拥抱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当前，内蒙古针对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新能源、
新材料、新型化工、现代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现代产业集群项目，首批
打造 12 条重点产业链，并配套出台了一批产业扶持、
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措施。”自治区发改委
区域经济合作局相关负责人说。

道阻且长，行则必达。正在进行的生动实践已经
证明：现代产业集群项目的陆续落地，诸多重点产业
链的打造，必将推动内蒙古经济之船向高质量方向砥
砺奋进！

奋斗强音铿锵激越

奋斗，是打开地区经济发展之门的密匙。
2022 年 2 月 7 日，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
这次会议上，自治区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全面优

化投资环境，坚持把提高项目审批效率作为重点，深
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实现投资审批

“一网通办”，着力提升项目投资建设便利度。
仅仅两周后，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

开。
这次会上，自治区向全区发出动员令：“围绕补链

强链，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深入开展精准招商，打通重
点产业链堵点卡点，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
推动产业链往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与此同时，一系列推动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高质
量落地的政策措施与硬招实招隆重面世。

以 3 个行动计划、8 个实施方案和 1 套支持政策
为支撑，内蒙古出台《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项目落
地配套方案。

按照政策落实落细要求，我区出台煤炭、风电光
伏新能源、氢能、新型储能发展等 4 个“意见”，确定了
主要能源行业与项目高质量发展路径目标⋯⋯全区
现代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项目“施工单”重磅亮相。

聚焦发展总基调，自治区层面列出“2022 年坚持
稳中求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多条高含
金量的优惠政策直指稳定内蒙古经济基本盘的重大
项目。

滚动梳理全区今年计划实施政府投资 5000 万
元、企业投资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清单，并对照项目清
单推动各审批部门对每个项目前期手续实行清单式
管理，分类施策、限期解决，实现项目建设全周期精细
化管理。

一个地区的发展，任重道远，但紧要处常常只有
几步。疫情形势严峻、全球经济艰难爬坡的背景下，
内蒙古隆重出台的一系列重磅政策措施，奏响了全区
以重大项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强音——各部门
纷纷拿出微观层面的硬招实招支持高质量重大投资

项目建设。
自治区发改委按旬调度落实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情况和新建项目前期工作完成情况，全面压实前期工
作责任，形成各盟市重大项目投资完成情况和前期工
作进度指数，以调度促进度。

自治区工信厅协调相关金融机构，聚焦先进制造
业扩容增量、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核心技术攻关、
科技创新研发等重点领域，开辟融资绿色通道给予企
业专项支持，推动转型项目建设，助力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推出 90 条“硬核”举措，促进
市场监管部门涉及的监管执法事项全面实现网上办
理，重点解决包括重大项目落地在内的企业面临的营
商环境突出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税务局启动“我为纳税人缴
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首批推出 80 条办
税缴费惠企利民举措，持续动态提升服务效能，为企
业投资重大转型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腾出更多时间
精力。

各部门协调发力，完善重大项目三级领导包联、
前期手续三级部门包联、重大项目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等工作机制，压实推动重大项目实施的各方面责任，
协调解决好重大的、突出的、共性的困难和问题，切实
形成工作合力。按照年初部署、开工季动员、适时专
题调度的重大项目推动机制，统筹谋划各项工作的时
间节点和工作任务，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
批、竣工一批的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滚动接续格局。

⋯⋯
截至 3 月 31 日，全区已有 2032 个重大项目完成

投资 1012.7 亿元，完成一季度目标任务(346 亿元)的
292%，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得
住内蒙古前行的脚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内蒙古
经济这艘破浪前行的航船！

举棋落子注定不凡

季节转换，不变的是一往无前的奋斗激情。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在解放社会生产力中推动重

大项目建设，拥抱高质量发展新时代⋯⋯2022 年春
天，内蒙古注定被人铭记。

这个春天，全区各地以“开局即是决战、起步即是
冲刺”的姿态掀起重大项目开复工热潮，促成了一次
又一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浩荡进军。

这个春天里的“浩荡进军”，源于“硬招实招”引发
的企业连锁反应。

走进中国乳业项目“头号工程”——伊利现代智
慧健康谷项目区，厂房、办公用房等进入加快建设进
行时，液态奶车间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作为全球唯
一汇集了 2 家世界级乳企的城市，呼和浩特正在全力
促成由“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的蝶变，乳业产业链
现已惠及数百万就业大军。

内蒙古中环产业园项目区，人来人往，车流不断

⋯⋯这是呼和浩特市培育的六大产业集群重大项目
之一，至今已完成投资 400 亿元，相关产业具有较大
规模和较强竞争力，规模化效益正在显现。

2022 年春天，注定“极不平凡”。
乌海市总投资 460.4 亿元的诸多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项目投资涵盖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等多个领域。
如何以重大产业项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艰

难转型、坚决转型的乌海市有自己的答案。
“我们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不动摇，坚持

项目链群思维，锻链条、强产业、促转型，加快推动传
统产业迭代升级，着力打造以风光氢储用一体的新能
源、以可降解塑料为主的新材料两大全产业链基地，
全力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的区
域特色产业集群。”乌海市委书记唐毅说。

包头市春季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大会上，非金
属材料、装备制造、氢能及产业链、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链等领域的多个重大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签约，项目协
议总投资近 700 亿元。

鄂尔多斯市春季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大会上，161
个项目通过视频连线方式签约，协议总投资 3046.79
亿元，重大项目投资涵盖煤基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
工业为主的多个产业集群。

呼和浩特市春季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
上，23 个大项目集中开工⋯⋯全市今年计划实施高
质量重点工业项目 191 个，绿色农畜产品加工和电子
级硅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与现代装备制造等重大项目
产业集群，正在强势崛起。

⋯⋯
重大项目建设，继往开来。强势崛起的高质量重

大项目，是内蒙古发展史上最厚重的记忆，它记录曾
经的奋斗与坚守，昭示未来的光明与辉煌！

项目建设风景亮丽

开工令响，战鼓催征。从政策措施的落实落细到
机械轰鸣的项目建设现场，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高
端智能制造⋯⋯2022 年春天，内蒙古释放出以重大
项目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

这蓬勃的力量，正在激情改写内蒙古经济版图。
3 月 28 日，赤峰市与远景科技集团举行重大项目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签约金额约 400 亿元。双方将围
绕绿氢及应用、零碳产业园、智能风机制造、共享储
能、森林碳汇等领域开展持续深入合作。

阿拉善盟全力推动博源天然碱、沪蒙新能源材料
产业基地等 3 个投资百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建成投产，
推动煤化工、盐化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争取两年内建成千万千瓦级可再
生能源基地。

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低碳产业园内，总投资
105 亿元的内蒙古华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PTMEG

（聚四氢吠喃）、PBAT（生物降解塑料）新型材料产业
链一体化项目建设进度加快⋯⋯项目建成后，将填补
自治区相关产品及产业空白，年营业收入 90 亿元，年
创利税 20 亿元。

明阳新能源智能制造产业园在包头市破土动
工。今年 10 月底，产业园项目一期封顶完工，年底投
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包头市将成为国内陆上风电
整机制造产能最大、核心部件集中度最高和单机容量
最大、定制化程度最高的新能源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基
地。这个规划占地 2100 亩、总投资百亿元的重大项
目建成后，包头市千亿级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版
图将基本成形。

依托交通、气候、电价等优势，华为、苹果、阿里巴
巴、快手等行业领军企业纷纷在乌兰察布市布局大项
目，13 个数据中心企业及大项目已签约落地，22 个数
据中心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540 亿元，服务器规模约
266 万台。截至目前，华为、阿里巴巴等数据中心项
目已投入运营；优刻得、快手、亚信等数据中心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中保信、万国、中国人寿、PCG、披云、世
纪互联等数据中心项目已签约落地，大数据产业规模
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
重大项目建设，划破北疆冬日以来沉静的时空

⋯⋯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然翻开崭新的一页！
全区各地重大项目的陆续开复工，掀起新一轮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热潮，成为北疆大地一道亮丽风景线。

阿拉善盟阿左旗敖伦布拉格镇境内，160 万千瓦
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实现成功吊装。该项目是国家首
批在戈壁荒漠地区落地的超大型绿色电力项目。项
目建成投运后，每年上网电量 43 亿千瓦时，节约标煤
15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26 万吨。

在乌兰察布集宁区保税物流园区内蒙古中弘紫
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
灾备中心”和蓝光光盘生产线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
试。

“项目将为金融、医疗、石油、档案等各行业机构
提供便捷、安全、绿色的数据长期存储和容灾备份服
务，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自主可控的蓝光存储和光盘生
产项目，一期生产线年产蓝光光盘 200 万片，远期规
划蓝光存储容量 4000PB。”内蒙古中弘紫晶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燊介绍。

面对过去，我们无愧无悔；面向未来，我们初心不
改！拥抱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内蒙古意志如铁：“紧紧
抓住项目施工黄金期，分秒必争、快马加鞭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追梦发展，无须扬鞭自奋蹄。实践还将继续证
明：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沿着高质量发展这条新路子
阔步前行，内蒙古经济必将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
力！

聚势争先迎春归，蓄力扬帆正当时，内蒙古大地
处处热潮涌动。穿行于全区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工业
园区里日新月异，厂房车间内繁忙有序，到处都是如
火如荼的建设场面。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
谋未来。以项目带投资、以投资促发展已成为发展共

识，全区各地正面向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加速跑”，共
同迎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搏击于内蒙古建
项目、抓项目、服务项目的大潮中，全区上下在“实”上
下功夫，在“干”上见真章，用实招、硬招、好招，“干”出

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升级，筑牢高质量发展之基。
踔厉奋发正当时，又踏层峰望眼开。今日，本报

刊发特刊，展现全区上下全力稳增长、强调度、抓项
目、促节能的转型跨越浪潮，展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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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不断提
升科技支撑能力。要深化改革开放，优化
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高
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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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按照国家

“双碳”工作规划部署，增强系统观念，坚持
稳中求进、逐步实现，坚持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协同推进，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
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保障
群众正常生活，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摘自 2022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必须与时俱进、谋长虑远，按照“三
新”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对现有工
业体系和产业生态进行系统改造、全面优
化。必须贯彻稳中求进这个工作总基调，
努力实现“稳”和“进”有机统一、相互促进，
今年尤其要突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必
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个鲜明导向，
始终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布局实施新
的项目、改造提升现有产业，加快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促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
推进。必须抓好“两个基地”转型发展这个
重点，以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为突破口和
切入点，推进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绿色低
碳转型，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农牧业现代化，
推进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高效转型，不
断提高区域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必须扭
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优化工业
供给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特别是要以
发展新能源为契机尽快把装备制造业做大
做强。必须增强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紧紧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驱动
工业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用更多的真金白银、更优的政
务服务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石泰峰 2 月 21 日在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会上强调

春潮里，重大项目百舸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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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高纯晶硅项目

赤峰市宁城县中唐特钢年产 270 万吨精品钢项目。
姜涛 摄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本部区效果图）。 航天六院供图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宏福现代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宏福现代
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园。。 宏福集团供图宏福集团供图

国电投白音华坑口电厂。陈凤军 摄

重大项目投资完成进展情况

全区计划实施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企业投资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3289 个

全年
计划投资

5854 亿元

截至 3 月 31 日
已开复工项目2408个
开复工率73.2%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45.1个百分点
年内已完成投资
1012.7亿元
是去年同期完成投资的

包头市314 亿元
鄂尔多斯市213亿元
呼和浩特市185亿元
赤峰市47亿元
乌兰察布市35亿元
乌海市34亿元

锡林郭勒盟29亿元
巴彦淖尔市36亿元
阿拉善盟35亿元
兴安盟36亿元
通辽市32亿元
呼伦贝尔市4.5亿元

京能查干淖尔电厂 。 陈志峰 摄

各盟市已完成投资情况：

3.6倍

内蒙古（奈曼）经安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镍基合金新
材料项目。 刘阳 摄

自治区发改委公布，
2022 年我区计划实施 10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414 个

（房地产项目除外），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 3011.54 亿
元，项目涉及交通、能源、
现代农业、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节能环保、文旅
康养等领域。其中，自治
区本级计划实施 19 个项
目 ，年 度 计 划 完 成 投 资
299.70 亿元。

内蒙古10亿元以上
重大项目清单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