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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冬梅 金泉 刘墨墨

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名不
见经传的麻地梁静静地躺在黄土高坡
的丘陵沟壑间。3年前，一家智能煤矿
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一支神
秘团队的频频来访，更是让这里成为外
界关注的焦点。

华为团队缘何再三造访这里？
前不久，华为集团技术团队又一

次来到准格尔旗麻地梁煤矿调研考察，
寻找研发方向，拓展合作空间，这已经
是他们今年第三次到访。

声名显赫的华为集团缘何如此青
睐这个藏在大山里的煤矿？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今年 4 月，
华为集团悄然成立了一个新的一级
部门——煤矿军团。华为掌门人任正
非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明确表示：中国现
有5300多座煤矿，这么多煤矿产生上
千万亿价值。如果能把这些煤矿智能
化，在煤矿领域积累的经验，很容易就
可以外溢到其它非煤矿山，这就是华为
的机遇。也就是说，华为首先要使国内
5000多座煤矿以及国外4万多非煤矿
山智能化，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矿山智
能化。

在这个背景下，华为煤矿军团秉持
“为行业找技术的使命和初心”，开启了
“甄选最痛的问题、寻找最牛的专家、组
织最透的研讨，实现最佳的落地”的寻
觅之旅。很快，内蒙古智能煤炭公司麻
地梁煤矿，这个安徽皖北煤电集团在鄂
尔多斯控股的现代化煤矿，进入了华为
的视野。

华为煤矿军团选中这里作为5G工
业研发基地“最佳落点”，理由十分充
足。早在5年前，麻地梁煤矿领导班子
就敢为人先，确立了“本质安全、降本增
效、为矿工谋幸福”三大目标，致力于利
用信息化、数字化路径，踏上了麻地梁
智慧矿山的探索之路。如今，麻地梁煤
矿已经取得了10个全国“第一”的辉煌

成果：
第一家取消井下煤仓；第一家建立

全矿区设备数据库；第一家取消井下检
修班；第一家通过取消检修班进而取消
夜班；第一家实现设备远程会诊；第一
家实现5G工业应用；第一家实现设备
配件零库存生产；第一家实现商品煤零
亏卡销售；第一家实现全矿区集装箱运
输；第一家井工矿井5G无人驾驶车试
运行。

至此，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公司麻
地梁煤矿撕掉了曾经属于煤炭行业的

“傻大黑粗”标签，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
统煤炭企业的认知，国家八部委联合制
定的2025年智慧矿山建设目标在这里
全部实现。

煤矿缘何频频受邀高端论坛？
不只是华为煤矿军团慧眼发现这

个“最佳落点”，麻地梁煤矿也正在成为
业内同行渴望挖掘的“智能宝藏”。

2020年11月，中国首届5G+工业
互联网大会在武汉召开，作为全国煤炭
行业唯一一家企业嘉宾，麻地梁煤矿董
事长吴劲松以行业专家身份出席大会，
并参与“5G+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与
融合创新高峰对话。

2021年5月，吴劲松作为唯一的特
邀嘉宾做客华为煤矿军团夜校，分享他
和团队对煤矿数字化转型管理创新的
实践心得。

就在前不久，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召
开的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工作推进会
上，麻地梁煤矿又作为内蒙古唯一一家
智慧矿山示范试点企业作了典型发言。

从去年开始，地处塞北偏僻山区的
麻地梁煤矿成为全国煤炭行业的网红

“打卡地”：超前的管理理念和现代数字
技术双轮驱动；煤矿企业“少人则安、无
人则安”的目标基本实现；煤矿工人下
井不再失联，不上夜班梦想成真！智慧
矿山“麻地梁版本”引起外界强烈反响。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煤矿军团董
事长邹志磊坦言：“麻地梁煤矿让我们
终于找到数据实践落地的地方，我们对

煤矿行业的未来、对数据治理的信心更
足了！”

中国煤炭学会理事长刘峰也对这
里的智慧矿山建设成果作出高度评价：

“麻地梁智慧矿山建成见效，打消了智
慧矿山建设光投入难提效的疑虑。麻
地梁智慧矿山建设在理念、技术、机制
创新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是当之无愧
的智能化示范矿山。”

智慧矿山建设中，麻地梁煤矿坚持
“管理设备就是管理生产，管理数据就
是管理设备”的理念，通过优化设计，全
矿减少了约2.5亿元基建投资；2020年
原煤完全成本83.31元/吨，比相邻同规
模民营煤炭企业低50～60元；吨煤电
费3.5元，是当地煤炭行业平均电耗的
一半；月平均物资储备资金仅 600 万
元，是周边同类型矿井的十分之一；全
矿井比同类型矿井少300～400人，单
班入井人数60人，实现了“无人则安，
少人则安”的安全管理目标。

这些丰硕的成果让全国各地前来
考察学习的同行们纷纷点赞：“麻地梁
智慧矿山建设每一步都体现出创新，让
人感到很震撼。企业职工精神面貌佳、
干劲足，是致力为煤矿工人谋幸福的最
好体现！”

目前，麻地梁煤矿已拥有智慧矿山
和煤矿智能化方面的12个发明专利、
19个实用新型专利、7个软件著作权等
科技成果。

内蒙古“麻地梁版本”如何复制？
今年8月，国内一家煤矿发生冒顶

事故，19名被困人员无一生还。这次令
人痛心的矿难再一次提醒人们：智慧煤
矿建设势在必行。

“煤矿行业是相对传统封闭的行
业，煤矿的安全让人担忧，这是整个
社会对煤矿普遍的认识，三班倒、连
轴转、早出晚归，没有办法过上正常人
的生活……”吴劲松朴素的话语，道出
了他在煤矿工作多年的深切感受，井下
作业人员后继乏人，已成为煤炭行业最
大的危机。

危机来了，作为国家能源“压舱石”
的煤炭业怎么办？煤矿从业者怎么
办？煤矿的产能如何确保安全释放？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企业使命感、企业
情怀交织在一起，吴劲松带领团队不断
实践，探索解决传统煤矿建设和运营中
存在的诸多问题，终见成效。

坐在宽敞明亮的智能调度集控中
心办公室，采煤机司机身着白衬衫，只
需动动手指，就能精准操控位于井下
240米深处的采煤机，实现远程“一键
采煤”；远在千里之外，管理人员通过手
机里的专用App，就能实时查看矿区情
况，地上各个角落、井下各项作业一目
了然……

在麻地梁煤矿，零距离感受5G+智
慧煤矿的新奇体验，让人们充分领略了
这座现代化智能煤矿的魅力。

“过去在井下挖煤，老婆总是提心
吊胆的，生怕俺把命丢在井下，现在我
在井下随时随地能与家人视频聊天，打
消了亲人的顾虑。”矿工朱胡涛对智慧
矿山建设给他带来的幸福生活，喜于言
表。

36岁的邱广云是一名采煤机司机，
他说：“以前都是三班倒，那是非常辛苦
的。现在煤矿取消了夜班，我们轻松多
了。”在他看来，矿工没有夜班，这是最
大的福利。

毕业于内蒙古工业大学采矿工程
专业的女大学生魏征已经就职几个月
了，她铁了心要扎根麻地梁煤矿：“这里
和我所学专业对口，而且完全打破了我
对传统煤矿的认知，这样的工作环境可
以让年轻人大有可为。”

“下一步，我们将在自治区政府的协
调主持下，和华为煤矿军团共同做一件事
儿：把麻地梁煤矿5G+工业应用研发作
为整个煤炭行业的一个战略支点，让我们
现在的系统通过华为先进的理论+技术
与煤矿的理念+职工的诉求高度融合，让
我们的行业催生新的变革，让所有的煤矿
工人都不上夜班，这也是华为煤矿军团和
我们煤矿人的共同梦想。”吴劲松说。

华为集团和麻地梁煤矿有个“约定”

本报包头10月2日电 （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
婷）9月30日，总投资140亿元的双良40GW单晶硅一期项目
（20GW）在包头稀土高新区正式点火投产。该项目分为两期建
设，全部达产达标后，可年产硅片40亿片，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300亿元以上，年税收及附加达13.8亿元，解决5000余人就业。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包头稀土高新区成立全资子
公司——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建设总占地面积约800
亩的40GW单晶硅项目，配套了3200余台单晶炉等先进的自
动化设备，专注于优质单晶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一期项目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于今年5月5日开
工，项目新建220千伏变电站、单晶厂、办公楼、食堂、仓库
等，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95%，预计2022年6月底全部竣

工。二期项目建设单晶二厂、单晶三厂、切片车间及相关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目前已经完成大部分
基础建设工作，将于2022年12月底全部达产。

据悉，双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2年，以能源环保
装备制造产业为核心，集清洁能源集中供热产业、水环境
治理产业、生物科技、化工新材料产业于一体，从2008年
开始一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拥有22家全资和控股企
业。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双良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之一，于200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双良40GW单晶硅项目为包头市政府招商引资重点
项目，一期项目的点火投产，标志着双良步入了投产量产
的快车道，为布局大硅片产业迈出了坚实步伐。

总投资140亿双良40GW单晶硅
一期项目在包头点火投产

□本报记者 许晓岚 霍晓庆
刘宏章 张慧玲 包荭

家家户户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
净；农家乐、牧家乐挂上新的牌匾，牛羊
肉等食材已经准备就绪；民宿换上了统
一的床单被罩；沙漠越野车、沙漠摩托抓
紧时间检修保养……国庆节前夕，阿拉
善盟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希尼套海嘎查焕
然一新，准备迎接游客的到来。

希尼套海嘎查是阿拉善左旗巴彦
浩特镇一个半农半牧嘎查，西临腾格
里沙漠，东临贺兰山，距天鹅湖景区只
有 25公里。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嘎查已经成为沙漠探险之旅的后
勤保障基地，全嘎查40%以上的农牧
民靠着旅游业发家致富。

“希尼套海蒙古语意为‘新湾’，但
在十几年以前，‘新湾’不仅一点都不
新，还是一个贫困嘎查。”嘎查党支部
书记罗刚回忆。受自然条件所限，一
刮风到处都是黄沙，当地人总开玩笑
说，往地里撒上30斤小麦种子，能收
获20斤就不错了。好不容易收获的
瓜果蔬菜、小麦玉米要想变成钱，就得
赶着驴车走4个多小时去旗里卖。尽

管后来从嘎查通往旗里的路由土石路
逐步变成了砂石路、柏油路，但农牧民
靠天吃饭的现实没有改变，日子依然
没有起色。很多人外出谋生，嘎查留
下的人越来越少。

沙海难行，2007年大学毕业后回
乡的罗刚却看到了机遇。当时沙漠旅
游、沙漠越野悄然兴起，外地的沙漠越
野爱好者常常聚集于此，要在这里为
进入沙漠进行补给，并寻找当地人做
向导。“沙漠自然风光独特，而且我们
从小在这里长大熟悉沙漠地形，为什
么不发挥地理优势，把嘎查变成游客
的后勤保障基地？”罗刚琢磨。

2008年，经过多方筹措，罗刚将
家里的土坯房翻新装修，开起了嘎
查第一个农家乐。2009 年，他又成
立了以自驾车旅游、沙漠探险为主
要内容的风行者越野俱乐部，仅一
年时间就组织俱乐部成员成功出行
8次。 ■下转第3版

大漠淘金“翻身”记

□本报记者 安寅东

“这14天里，要照顾好自己，千万把
防护服穿严实啊！”10月1日清晨，妻子侯
杰和儿子一同送董文前往执勤现场。

一路上，同为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民警的侯杰反复叮嘱丈夫。9岁的
儿子看着车窗外，默不作声，眼眶微微泛
红。

本来计划这次十一假期，董文夫妻
俩一起带儿子去呼和浩特复查骨折的手
腕，然后陪孩子多玩几天。怎奈一个电话
打破了原来的计划。

9月30日，吃过晚饭，儿子兴奋地和
董文描述着自己向往已久的旅游胜地，妻
子侯杰在一旁收拾行李。

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电话那头抗
疫命令传来：“董文，国庆安保期间，铁路
涉疫风险岗位实施独立作战闭环勤务模
式，组织上决定让你带队。”董文沉默片刻
后回答道：“收到！保证完成任务。”

电话挂断后，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
了。刚才兴奋的儿子，一下子安静下来。
看着儿子裸露在手腕外的钢钉，董文抱歉
地说：“对不起，爸爸又要食言了。”

董文也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食言
了。同样作为警察，侯杰最能理解董文此

时的心情。“你去吧，我带孩子去复查，经
过上次手术已经有经验了。”

此前儿子不慎手腕骨折，适逢董文
备战全区边检业务比武会战，侯杰只能独
自带着儿子到医院做手术。

到了口岸隔离区门口，董文欲言又
止。“放心去吧，我懂你！”侯杰安慰道。抱
了抱妻儿，董文转身走进了口岸隔离区。
直至父亲的背影在视线消失，儿子忍了一
路的眼泪夺眶而出。侯杰轻轻地对儿子
说：“爸爸也想在家陪你，可他有更重要的
任务，我们应该为他骄傲！”

上午10点，气温逐渐上升。密封在
防护服里的董文，衬衣早已被汗水浸透，
护目镜也在眼周留下了深深的勒痕。三
国交界的中俄铁路货运口岸，一列列中欧
班列满载货物驶过国门，假期第一天，口
岸货运量骤增。

此时的侯杰已经带着孩子登上了飞
往呼和浩特的航班。也许是感同身受，也
许是习以为常，对于丈夫的工作，侯杰除
了理解和支持，更多的则是关心和挂念。

“双警家庭”意味着双倍的责任与担
当，两人结婚后总是伴随着忙碌和奔波，
太多的聚少离多，太多的无暇顾及，因为
那一句“懂你”，董文和侯杰并肩作战，把
最美好的爱情化为忠诚履职的动力，共同
守护着祖国北疆国门安全。

“对不起，爸爸又要食言了”

10 月 2 日，赤峰市敖
汉旗萨力巴乡的种植户正
在收割谷子。秋收时节，
敖汉旗谷子大丰收。据介
绍，该旗今年谷子种植面
积达到 100 万亩，分别占
全 国 和 全 区 的 3.8% 和
17.3%，预计年产小米 5 亿
斤 以 上 ，产 值 超 过 15 亿
元。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希尼套海嘎查村民尽享沙漠旅游的红利。 本报记者 包荭 摄

妻子侯杰和儿子一同送董文前往执勤现场。

喜悦

本报 10 月 2 日讯 （记者 薛
来）畅林海站在土豆地里，双手捧着7
颗足有5公斤重的大土豆，饱经风霜
的脸上渐渐绽开一丛笑，从前额到眼
睛，再到嘴角，逐步展开，那双早已眯
成弯弯月牙的眼睛慢慢放出了光。“我
种了1300多亩土豆，产量4000吨，除
去成本，保守收入200多万元吧。”他
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畅林海是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东
八号乡长胜梁村村民，多年从事土豆
种植。过去，由于种子、地力、病虫害
等多种原因，导致收入极不稳定。3年
前，他开始转变思路，积极寻求与当地
龙头企业合作，种植由内蒙古中加农
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原种薯。

“原种薯是原原种的儿子，”该公
司综合管理中心总监刘雳形象地打着
比方，“将土豆高温催芽后，在显微镜
下把芽一层层剥离，然后将最中间仅
有0.2毫米的茎尖取下脱毒，再把茎尖
放入特殊的培养基中培育成苗，这些
苗结出来的果实就叫原原种。”

记者在该公司的组培中心看到，
原原种有长有圆，最小的直径只有 2
厘米，最长的不过5厘米。“原原种就
是最初的种子，由它产出原种薯，再由
原种薯产出一级种薯，由一级种薯产
出的才是我们日常食用的商品薯。”刘
雳继续向记者介绍。据了解，中加公
司每年培育1亿颗原原种，年生产原
种3万吨，合格种薯7万吨，种薯已销

往全国20多个省市区。
乌兰察布市是全国地级市中最大

的马铃薯主产区，被誉为“中国薯都”，种
植面积400万亩左右，其中，四子王旗
51万亩，年产鲜薯77万吨，居全市之
首。四子王旗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种
植黄金产业带，是我国重要的原种薯、鲜
食薯、加工专用薯生产供应基地。

近年来，四子王旗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种薯种植模式，让广大种植
户收益颇丰。中加公司以每亩300元
的价格流转土地 4.2 万余亩，涉及
1200余户农户。种植户户均33亩，年
收入1万元。公司在脱毒苗、原原种、
大田种植及仓储物流等生产过程中每
年长期用工150余人，人均年收入2.4

万元；季节性用工1000余人，人均年
收入1万余元。“我就是中加公司的订
单薯种植户，他们统一提供种薯、统一
技术流程、统一质量把控、统一价格回
购，种多少收多少，我还有啥好担心
的，干就是啦！”畅林海喜笑颜开。38
岁的任俊青是本地村民，每到马铃薯
收获季，他就到中加农业种植园区打
工，一天能挣三四百元。

如今，四子王旗马铃薯产业规模不
断壮大，种薯繁育体系不断健全，仓储、
加工、营销体系日趋完善，良种覆盖率达
到90%以上，涌现出一批产业链龙头企
业。该旗被列为国家级马铃薯良种繁育
基地，马铃薯产业已经成为展示四子王
旗美丽乡村建设的一大品牌。

土豆变身成“金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