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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经观潮

□本报记者 康丽娜

从空中俯瞰，由 19.6 万余块太阳
能光伏板拼成的巨幅骏马图跃然于金
色黄沙之上，蔚为壮观。这就是国内最
大的沙漠光伏电站——库布其沙漠光
伏治沙项目“骏马电站”。

2017年，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把
荒漠化防治作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战略举措，开始在库布其沙漠谋划建
设占地10万亩、规模为2000兆瓦的光
伏治沙项目。

作为全国第三批光伏领跑者基地之
一，2018年6月30日，达拉特光伏发电
应用领跑基地动工，并于当年12月17日
实现一次性全容量并网发电。其中，国
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投资建设了达拉特光
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1号和4号项目，开
创了133天建成300兆瓦沙漠光伏电站
的先河。这其中就包括“骏马电站”。

“我们采用‘林光互补’模式，板上
发电、板下种植，在开发利用太阳能资
源的同时，推动沙漠生态治理，达到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国家
电投内蒙古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
国俭向记者介绍。

“你给我一片沙漠，我还你一片绿
色。”这是承诺，亦是责任。李国俭介
绍，自投运以来，该项目累计输出绿电
23.12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7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5万吨，累
计治沙1.6万亩。

黄沙变绿洲，蓝海驰骏马。从昔日
的黄沙漫漫到如今的草之幂幂，达拉特
旗依托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打造出

“光伏治沙”的达拉特旗样板。
而这，只是内蒙古大力推进新能源

开发利用的冰山一角。
内蒙古“风”“光”无限，潜力无穷

——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14.6亿千
瓦、约占全国的57%，太阳能资源技术可
开发量94亿千瓦、约占全国的21%，内
蒙古发展新能源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和条件。近年来，全区各盟市深挖资
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产业，走出
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新能源产业大规模、
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为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
首批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鄂尔多
斯市把新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主
攻方向，以能源结构转型引领带动产业
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全力打造“风
光氢储车”五大产业集群，加快改变产
业发展“四多四少”状况，建设国家现代

能源产业基地的脚步铿锵激越。
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焦化工和氯碱

化工生产基地，乌海市每年工业副产氢
约80亿立方米，发展氢能产业条件优
越。近年来，乌海市大力发展制氢、储
氢、用氢等氢能源产业，国内首座民用
液氢工厂投运，国内首条氢基熔融还原
法高纯铸造生铁生产线建成，首批海易
通新能源装载机下线，氢能源公交车交
付使用……目前，已初步形成覆盖全产
业链的氢能发展模式，氢能产业为乌海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作为全国少有的Ⅰ类优质风光资
源区，锡林郭勒盟依托风光资源富集优
势，积极推进实施源网荷储一体化、新
型工业绿色微电网、低碳零碳园区、园
区绿电替代、燃煤自备电厂可再生能源
替代等项目建设，引领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目前已建成新能源并网装机
1165万千瓦，在全区率先建成千万千
瓦级新能源基地。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
布局、整体性推进。在产业转型升级的
压力下，在能耗双控的约束下，全区各
地掀起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滚滚热潮，新
能源产业项目“遍地开花”。

7月下旬，锡林郭勒盟再签总投资
百亿以上新能源微电网配套产业项目，

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新能源产业集群再
添新动能。

8月上旬，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天
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下线首块
210光伏组件，标志着内蒙古光伏组件
制造实现“零”的突破。

8月下旬，自治区首批风光制氢一
体化示范项目集中开工，标志着内蒙古
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进入快车道。

9月上旬，总投资 600亿元、千万
千瓦级“风光储氢氨一体化”零碳产业
园项目落户通辽，标志着通辽市建设风
光氢储全产业链装备制造基地迈出新
步伐。

……
从建设工地到产业园区，从规划蓝

图到现实画卷，奋进的号音嘹亮，奔跑
的脚步铿锵，北疆大地处处涌动着新能
源项目建设的澎湃热潮。

草原风光好，绿电送全国。作为全
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内蒙古将继续推进
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力争到“十四
五”末新能源装机达到 1.35亿千瓦以
上、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内蒙古”，
率先在全国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
源供给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推动内蒙古由化石能源大
区向清洁能源大区转变。

经济前哨
□本报记者 高慧

临近冬天供暖期，这几天的鄂尔多
斯市各大煤矿供需两旺。外省的拉煤
车辆云集于此，为各地的供暖企业储备
煤炭。鄂尔多斯市作为国家重要的能
源基地，2021 年煤炭年销量 7.24 亿
吨，平均每日进出煤矿10多万辆车次。

在瑞隆洗选煤厂，虽然拉煤车辆众
多，但秩序井然。从甘肃省来的司机杨
师傅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微信小程
序“远通天下司机端”，简洁明了的界
面，货场、找货、运单、排号、停车场、提
货单一目了然。

“你看，现在伊泰煤制油东门140
辆排队中，易高煤化1175辆排队中，马
泰壕煤矿755辆排队中，货场排队情况
实时更新，一目了然。”杨师傅告诉记
者，以前在煤场门口，拉煤的车经常能

排到五六公里外，排队时间有时长达四
五天，现在有了智慧物流服务小程序，
再也不用在煤矿门口排队等了！

2020年 6月，鄂尔多斯市交通运
输局主导发起的鄂尔多斯市智慧物联
科技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首创大
宗车辆远程排队，首先就解决了煤炭货
场拥堵问题。

平台会根据当前煤炭产量计算出
可预约车辆数量，货主通过手机实现远
程叫号后，上传“两码一证”（健康码、行
程码、核酸检测报告），信息推送到煤矿
前端完成核验，安排部署装车。司机可
随时随地在线查询自己的排号状态，到
点手机还会提醒司机去煤场拉煤，避免
了长期排队等待，省出的时间可用来休
息或承接额外订单。智慧货场实现了
车货的高效匹配，过去供需双方对接没
底、排队乱抢、车辆剐蹭，长久排队车辆
不熄火，既耗油又呛人的现象有了彻底

的改变。
除了远程智能排队、智慧货场还包

含智慧防疫、电子提煤单、无人值守磅
房模块。智慧防疫实现了司机远程申
报不聚集，让两码核验通过的司机在全
市范围内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同时又
能通过平台实时监测到运输车辆轨迹
和运输煤炭吨数；电子提货单系统则取
消了传统的纸质提货单、送货单复杂操
作流程，集成电子签章，极大方便了货
主企业、贸易商、物流商、信息部、承运
司机；无人值守智能称重系统则通过红
外定外防止车辆上下磅作弊。

“平台的建设初衷就是要解决行业
的痛点，就煤炭行业而言，过去基础数
字化太薄弱，效率低下。现在‘全场景
数字化’下的智慧货场在司机智慧防
疫、能源保供保通、货车节能减排方面
已经收到显著的成效。”平台运维方中
国慧通网络科技公司董事长苏志刚介

绍。
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局运输服务

科科长张胜江给记者算了笔账，司机排
队等待时需要频繁熄火启动、怠速行
驶，遇到冬夏两季，还得全程开空调，能
耗污染严重，根据模型估算，目前在车
辆排队叫号和提煤炭流转环节，日均运
量5万辆车次，一天可减排2500吨碳
排放。

鄂尔多斯智慧运输不仅直指“堵”
与“污”，还更有温度。截至目前，鄂尔
多斯市建成司机之家11个，司机驿站
26个。司机师傅在智慧物联科技服务
平台小程序即可查找到附近所有的司
机之家。

数据显示，2021年智慧物联科技
服务平台实现煤炭撮合交易突破100
亿元。目前该平台服务货场企业达到
308家，司机用户达到45万，今年以来
防疫申报达452万次。

智慧运输直指“堵”与“污”

经济视眼

本报9月 19日讯（记者 杨帆）
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总量
实现翻番，年均增长6.7%，快于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对全区经济发展
形成有力支撑。

在此过程中，自治区党委、政府
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坚持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动工
业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以提高工业发展质量效益为中
心，全面推进工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
级，全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
发展步伐持续加快。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年均增长10.7%，工业经济规模不断
扩容增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
均增长18.1%，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显
著增强。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7%

本报 9月 19 日讯（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自治区能源局获悉，近日，
《新街台格庙矿区总体规划（修编）》
取得国家发改委批复。规划（修编）
将作为矿区内煤炭资源合理开发的
指导性文件，是煤矿项目核准、建设、
生产的基本依据。

新街台格庙矿区位于鄂尔多斯境
内，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重点项目，也
是晋陕蒙煤炭核心区唯一尚未开发的大
型整装煤田。为推动煤矿项目有序开
发，确保煤炭资源稳定供应，促进煤炭资
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新街台
格庙矿区总体规划重新修编。修编后的
规划对矿区规划面积、开采布置等在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基础上均进行了科学
调整。一是扣减掉禁采区查干淖水源地
119.74 平方公里、禁采区资源储量
19.74亿吨，矿区规划面积和资源储量分
别调整为681.03平方公里和123亿吨；
二是调整后矿区划分从5个井田1个后
备区、总规模6200万吨调整为8个井田
和1个后备区、总规模5600万吨。三是
调整后释放了煤炭先进产能，单井规模
800万吨，减轻了矿井冲击地压、水害等
问题。四是调整后煤矿按照一个矿区一
个开发主体模式建设，实现了矿区内基
础设施集约、高效、共享。

此外，规划（修编）立足于全国煤炭
供需平衡，根据市场需求科学控制矿区
开发强度，优化建设时序。调整后矿区
将先期建设开采新街一井和二井。根
据实际环境影响、生态修复效果及国内
供需情况，适时开发新街三井和四井。

新 街 台 格 庙 矿 区 规 划 有 新 调 整

本报 9月 19 日讯（记者 李永
桃）据各盟市上报的能源价格监测数
据显示，8月份，全区动力煤价格、天
然气价格小幅上涨，焦炭价格下降，
成品油价格2次下调。

8月份，全区各煤炭生产企业以
发运长协为主，动力煤价格继续稳定
运行。全区动力煤月度平均坑口价
格为398.91元/吨，与7月份相比（下
称环比）略涨0.03%，与 2021年 8月
份相比（下称同比）下降2.72%。

8月份，全区焦炭价格先涨后降，
综合平均价格仍呈下降走势。全区
焦炭月度平均价格为2265元/吨，环
比下降5.13%，同比下降6.69%。

专家指出，9月份，预计我区主要
煤炭生产企业继续以供应长协为主，
价格亦将延续稳定走势。焦炭市场
延续弱市需求逻辑，受钢材下游需求
持续偏弱影响，焦炭需求不乐观，加
之中间环节港口库存偏高，预计焦炭
价格还将弱势下行。

8 月 份 能 源 价 格 小 幅 波 动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李永桃）
据全区各盟市价格监测机构上报的监
测数据显示，近期我区猪肉、牛肉、羊
肉、鸡肉、鸡蛋、牛奶、蔬菜类价格上
涨，食用油价格稳中有升，水产品价格
略有升降，豆腐价格略降，成品粮价格
持平。

9月5日，粳米、面粉（特一粉）、面
粉（标准粉）全区平均零售价格分别为
每500克3.12元、2.98元、2.41元。环
比，特一粉、标准粉、粳米价格均持平。
同比，特一粉、标准粉价格分别上涨
1.02%、5.24%，粳米价格下降1.58%。

9月5日，花生油（一级桶装）、菜
籽油（一级桶装）、大豆油（一级桶
装）、大豆调和油（一级桶装）全区平
均零售价格分别为每5升161.09元、
90.58 元、66.21 元、74.88 元。环比，
花生油、大豆油价格分别上涨0.14%、
0.08%，菜籽油、大豆调和油价格持
平。同比，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
大豆调和油价格分别上涨 2.44%、
6.95%、18.89%、8.73%。

主 要 食 品 价 格 以 涨 为 主

本报 9月 19 日讯（记者 康丽
娜）日前，自治区工信厅印发《关于公
开征集企业融资需求以及推荐纳入
国家开发银行优惠贷款支持项目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有效推动全区制
造业企业融资，特面向全区公开征集
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情况，自治区工
信厅将积极向开展合作的金融机构
进行推荐，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
题。同时，《通知》明确，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自治区工信厅将积极推荐其
纳入国家开发银行优惠贷款支持项
目。国家开发银行将为纳入“推荐名
单”的企业开辟融资绿色通道，在贷
款定价、准入门槛、审批流程、规模保
障等方面实施差异化优惠支持政策，
完成审贷后可直接发放优惠贷款。
据悉，为促进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大
投资项目落地，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
家开发银行联合确定了产业链强链
补链、重大项目、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研发及创新工程等6个重点支
持领域。

今年以来，为深化产融合作，推
动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
工信厅与22家金融机构签订了产融
合作相关协议，截至7月底，已为全区
1080户企业办理贷款578.2亿元，为
15户企业办理融资担保1.4亿元；同
时为21个重点项目争取国家开发银
行优惠贷款61.6亿元。

自治区工信厅公开征求企业融资需求

本报9月 19日讯（记者 杨帆）
自治区国资委消息：今年1—8月，包
钢集团累计产钢1000万吨。

2022年以来，面对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钢铁市场持续低迷等不利
影响，包钢集团坚决贯彻党中央“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坚定不移稳大局、稳队伍、促改
革、谋发展，在钢铁行业大面积亏损的
形势下，保持了来之不易的经营稳
定。1—8月，包钢集团生产稀土冶炼
分离产品（折合氧化物）8.76万吨，同
比增长7.62%；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
加18.51亿元；实际上交税费73.12亿
元，同比增加27.88亿元，在极其困难
的情况下为稳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包钢集团统筹
做好对标一流、改革创新、节能环保、
转型发展等工作，全面完成“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任务要求，积极推动数智
化、绿色化转型，取得了明显成效。

包 钢 1 — 8 月 产 钢 1000 万 吨

本报 9月 19日讯（记者 高慧）
近日，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完成6
处应急物资中转接驳站建设工作，6
处应急物资中转接驳站分别位于G7
京新高速公路呼和浩特服务区北侧、
G6呼和浩特东服务区、G6西服务区
两侧、G6哈素海服务区南侧、G5901
绕城高速公路昭君服务区两侧以及恼
包物流园区。

6处应急物资中转接驳站工作区
域主要划分为消杀防疫区、快速中转
接驳区、司乘人员隔离区、临时仓储
区，按照换人不换车、缺货中转、甩挂
运输、“点对点”封闭式运输的方式进
行应急物资中转。

“应急物资中转接驳站可在12小
时内完成启动，确保呼和浩特市重要
生产生活物资和应急物资供应充足，
保障居民正常生活需要。”呼和浩特市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呼和浩特设置 6处应急物资中转接驳站

本报9月 19日讯（记者 高慧）
近日，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局与中国
铁建投资集团签署S26纳日松至兰家
梁段高速公路BOT项目投资协议。

S26纳日松至兰家梁段高速公路
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公路
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和《鄂尔多
斯市“十四五”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
展规划》规划建设的重点高速公路项
目。项目路线长度约73.1公里，全线
初步设置桥梁、立体交叉，按照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项目建
成后将对扩大鄂尔多斯市资源优势
作用效用、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
推动“呼包鄂榆”城市群战略实施具有
重要作用。

S26纳日松至兰家梁段高速公路
BOT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 102.2 亿
元，是“十三五”以来鄂尔多斯市公路
建设史上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本次投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项目正
式落实落地，进入了投资建设阶段。
项目实施机构及参建单位正在加紧
加快办理项目前期手续，确保项目尽
快开工。

鄂 尔 多 斯 这 条 高 速 公 路 即 将 开 建

新新征程征程··新新路子路子··新新篇章篇章

绣娘们正在探讨刺绣技艺绣娘们正在探讨刺绣技艺。。

□本报记者 康丽娜 摄影报道

初秋时节，记者走进兴安盟
科右前旗萨日朗巾帼民族手工
艺品专业合作社，绣娘们正聚精
会神地穿针引线，一朵朵火红的
萨日朗花在绣布上活灵活现，引
人注目。

萨日朗巾帼民族手工艺品
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以

“合作社+农牧户”模式组织农
牧民妇女制作蒙古族传统刺绣
服装和手工艺品。多年来，合作
社制作的服装服饰、旅游纪念
品、床上用品、文化用品、生活用
品等30多类产品远销区内外。
目前，合作社已经带动了周边
2000多名妇女就业，年均销售
收入超过100万元，合作社成员
人均创收6000多元。通过一双
巧手，绣娘们开启了从“指尖技
艺”到“指尖经济”的幸福生活。

从“指尖技艺”
到“指尖经济”

已完成的荷已完成的荷
包等绣品包等绣品。。

通辽市扎鲁特旗草原上的风通辽市扎鲁特旗草原上的风
电场电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孟和朝鲁 摄摄

草原风光好草原风光好 绿电送全国绿电送全国

内蒙古内蒙古：：向着清洁能源大区目标挺进向着清洁能源大区目标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