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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内蒙古首台套氢燃料车有多硬核？
集成储氢气瓶、匹配稀土镍氢动力

电池，一次加注氢燃料便可轻松续航
350公里以上，技术应用均处于国内领
先。

煤炭地下气化（ISC）技术有多颠
覆？

无需人工开采，直接将地下煤炭燃
烧气化，产出低成本工业燃气和化工合
成原料气，经物理处理后即可供下游能
源化工企业或居民生活使用。

高铝粉煤灰制备铝硅合金技术有
多环保？

“将工业固废粉煤灰中所有的物料
成分吃干榨净，做成高附加值的主副产
品，达到零排放、净利用。”内蒙古蒙泰
集团给出这样的答案。

这些高大上的新技术，“含绿”量、
“含金”量双高，成为我区以科技创新为
战略支撑，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
生动实践。

众所周知，内蒙古资源丰富。如何
“化蛹成蝶”，将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近年来，自治区连续出台一系列政
策举措给予支持——

2019年底，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
实施“科技兴蒙”行动的重大战略部署，
将区域创新发展融入国家创新战略总
体布局，出台“科技兴蒙30条”，积极推
进研发投入攻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关键“卡脖子”技术攻关和先进适用科
技成果转化，多措并举推动科技创新、
转型发展；

系统谋划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
编制科创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技术路线图。以实施科技计划项目为
抓手，超前布局降碳、零碳、负碳攻关项
目，引导区外优势创新资源向内蒙古聚
集，产学研共同推动与“双碳”相关的科
技创新和示范工程建设，推动绿色低
碳、减污降碳核心重大技术实现突破；

2020—2021年，在氢能、大规模储
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生态环
境等领域，立项 33项重大专项，投入
4.42亿元科技经费，开展技术攻关和示

范应用。同时，严格控制新上能源资源
型产业项目，积极培育消耗低、排放少、
质量效益高的新兴产业，在减碳增绿的
加减法中，形成绿色化、开放型经济发
展特色优势。

随着一项项政策举措的落地落实，
新能源、新产业开花结果，正在悄然改
变着内蒙古的生产生活。

在托克托县工业园区，内蒙古日盛
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现场红红火
火：黑乎乎的煤矸石、粉煤灰等废弃资
源经过活化进入回转窑，再通过一系列
工艺流程变成了4A沸石、分子筛等高
效低耗合成铝硅系列新材料产品。“我
们的4A沸石产品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半
壁江山，还远销国外。”公司技术负责人
王志平介绍。

由新材料制成的蒙古包可在寒冬
里保持16度的恒定温度；入夏，储藏屠
宰后牛羊肉的太阳能冷库，日耗电量仅
有8度、容量达10立方米；倒场时节，拉
上一台能储电、有逆压转换功能的移动
式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牵引车，不仅能随
时解决旅途中的用电需求，还可以搭载
其他货物……这是呼和浩特市博洋可

再生能源公司利用新能源为牧区勾勒
出的智慧生活场景。

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承担国
家和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对企业研
发投入、企业转移转化技术成果给予
财政后补助支持，鼓励企业牵头建立
产学研联合绿色技术研发攻关机制，
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绿色技术创新活
力……自治区科技工作紧锣密鼓，持
续强化政策保障，为科技创新不断增
添新动能。

在不久前召开的研发投入攻坚新
闻发布会上，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青
表示，自治区科技工作将积极把握国家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历史机遇，以
常态化的“揭榜挂帅”项目组织管理机
制，为我区绿色低碳领域“卡脖子”技术
难题寻找最佳解决方案，为区外先进适
用技术成果来我区转化对接最佳应用
场景，为自治区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创新
发展、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科技创新，内蒙古信心满满：这片
碧绿、蔚蓝、纯净的风景线必将更加亮
丽！

绿色内蒙古涌动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李新军

绿色，是呼伦贝尔最动人心魄的
色彩。春天的翠绿、夏天的墨绿、秋天
的多彩之绿，即便在冬天，也能看到藏
在雪挂下面的柏绿。

10月 2日，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
五湖四海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观秋赏
绿。“我喜欢草原的广袤，更爱呼伦贝
尔的绿色，我拍过呼伦贝尔的春天和
夏天，这次专程来拍秋天。”拍摄呼伦
贝尔四季的绿，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
的一个心愿。

“秋天的草原更令人迷醉。丝丝
凉风，清爽宜人，湛蓝天空，明静高远，
柔美蜿蜒的莫日格勒河，悠然自得的
牧马生活，最让我难忘的是呼伦贝尔
的绿。”大连的王女士带着父母和孩子
自驾游呼伦贝尔，从森林到草原，一路
寻绿穿行。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近年来，
呼伦贝尔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用实际
行动坚决守护好这片绿色、这份纯净。
天蓝、水清、草绿，美丽的呼伦贝尔已成
为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通讯员 曾令刚

10月1日，国庆长假第一天。
清晨 5时许，当许多人还沉浸

在假日的梦乡中时，引绰济辽工程
输水工程隧洞段施工五标 5-6 支
洞的工人们已经乘车向负 105 米
深的隧洞进发，开始了紧张的施工
作业。

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引绰济
辽工程输水工程隧洞段施工五标，
负 责 突 泉 县 、科 右 前 旗 境 内
46492.21 米的输水隧洞建设。自
2018 年 10 月开工以来，隧洞段施
工五标支洞累计完成 3289.48 米
（全部施工完成），主洞累计完成开
挖 支 护 21460.28 米 ，占 比 为
46.19%。

引绰济辽工程是我区迄今为止
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工程，为
抢抓施工进度，工程全线有6000余
名建设者国庆长假期间仍坚守在岗
位上。

今年 34岁的王伟楠在中铁十
八局一干就是13年，作为隧道全断
面硬岩掘进机维护和维修人员，为
了不耽误工程进度，他已经一年多
没有回家了，2021年春节就是在项
目部度过的。在完成、安排好数项
工作后，王伟楠终于有了短暂的休
息时间。

“隧道全断面硬岩掘进机运行
时偶尔会出现洞壁渗水，那是真正
的‘水帘洞’啊，施工人员要在水中
站三四个小时堵漏点，雨衣雨裤根
本无济于事。大家只能轮流作业，
一起坚守。”王伟楠说。

王伟楠的老家在河北，想家人
的时候便拿出手机翻看一下妻子和
儿子的照片，有时施工现场信号不
好，连和家人视频都是一种奢望。

“爱祖国就要把祖国建设好，离家一
年多了，虽然很想家，也只能舍小
家、顾大家。”

施工队伍里像王伟楠这样的外
乡人还有很多，他们早已习惯了这
里的生活。来自山西大同的张建国
已经在项目部度过2个国庆节了，他
主要负责主控室推进隧道全断面硬
岩掘进机运行工作。张建国介绍
说，主控室是各装置的心脏和眼睛，
关系现场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操作人
员的安全，必须时刻在岗，监督、指
挥工程的每一个过程，不敢有丝毫
疏忽和懈怠。

随着工程线路的不断延长，施
工地点也越来越远，每到吃饭时间，
保温桶里的饭菜拿出来几分钟就凉
了，没有桌子、凳子，他们就三三两
两蹲在地上把饭吃完。他们每天往
返于隧洞与宿舍之间，凭借专业技
术和从业经验，用辛劳的汗水和智
慧，在平凡的岗位上诠释着“工匠精
神”，展现着建设者的时代风采。

6000余建设者奋战在
引绰济辽工程一线

难忘呼伦贝尔的绿难忘呼伦贝尔的绿

草原草原、、河流与骏马河流与骏马。。

呼伦贝尔的金秋美景呼伦贝尔的金秋美景。。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沈雅腩

10月3日，记者来到阿拉善左旗巴
彦浩特镇巴彦霍德嘎查，放眼望去，平
坦整洁的水泥路两旁绿树成荫，一幢幢
整齐划一的砖瓦房靓丽耀眼，居住区一
侧400座观光旅游采摘温棚整齐排列，
在秋日的艳阳下呈现出景色秀美、充满
活力的美丽乡村画卷。

“近年来，我们嘎查因地制宜打造
了乡村大棚果蔬采摘、育苗育种和花卉
种植为一体的休闲观光旅游农业，现在
嘎查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宜居宜游乡
村，村民们走上了共同富裕路，嘎查不
仅家家住上了新居，还过上了通自来
水、通电话、通有线电视、通宽带网络的
新生活。”在嘎查西北角的一座温棚内，

种植户欧自原一边给辣椒秧苗补水一
边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前段时间，我种的几棚蔬菜刚销
售完，现在又种上了辣椒苗。我有6个
大棚，今年分别种着西红柿、韭菜、辣椒
等蔬菜，其中辣椒占了一大半，因为它
一年四季都能种植，带来的收入也很可
观。大棚蔬菜是我们的致富法宝，自从
我种了温棚以后，收入是过去放牧收入
的十多倍。”看着棚里的小苗郁郁葱葱、
长势喜人，欧自原满面笑容。

10多年前，欧自原一家还住在阿拉
善左旗木仁高勒苏木伊克田嘎查沿山

的一间土房里，靠养羊、卖羊维持生
活。由于干旱等原因，草场严重退化，
收入也一年不如一年，家庭开销经常入
不敷出。欧自原主动退牧还草，卖掉家
里的200余只羊，搬迁到巴彦霍德嘎查
开始种田。从小放牧的他说起牛羊骆
驼头头是道，但对种地却一筹莫展。

面对像欧自原这样的不懂种植技术
的搬迁户，嘎查党支部请来旗内专业技术
人员一对一指导，好学的欧自原成为嘎查
第一批放下牧鞭学种植的人，从一个门外
汉变成了周围人眼中的种田“大拿”。

2017年，欧自原得知政府免费向

搬迁至嘎查的牧民提供温棚设施，便第
一个报了名。他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种植了一棚辣椒，第一年就收获颇丰，
纯收入达5000多元。这让欧自原对温
棚种植有了信心。

几年时间，他又接连承包了6座大
棚种植蔬菜，从刚开始的摸索种植、由
技术员指导种植，到如今自己根据市场
需求种植，蔬菜上市很受欢迎……一路
走来，欧自原的收入翻了几番，每年纯
收入可达10万余元。“冬天产出的西红
柿、辣椒供不应求，今年我又尝试种了
韭菜，一上市就销售一空。”欧自原感慨
地说：“过去放牧一年只有几千元的收
入，现在不用东奔西走，收入是过去的
十几倍。”如今，欧自原一家不仅将原来
的50平方米住房扩建到了100余平方
米， ■下转第2版

“好政策让我们过上小康生活！”

本报10月3日讯 （记者 冯雪
玉）近日，“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
古文物菁华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
馆开幕。

展览通过240多件（套）精品文物，
以“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长城的修建

与民族交融”“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
融”三个部分，系统揭示了内蒙古地区几
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和升
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年底。

我区240多件精品文物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观草原日落。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国庆长假期间，有人选择外出
旅游，有人选择归家团圆……而这
些选项都不在杨晓燕的安排里。国
庆期间，身为呼和浩特供电局变电
管理一处秀水运维站站长的她，一
直“在线”，默默坚守。

10月 1日，杨晓燕比往常来单
位的时间更早。

晨曦中的呼和浩特市银河南
街，寂静中透着深秋的美。

在城郊有一栋不太显眼的小
白楼，它就是秀水运维站。虽然占
地面积只有 6200 平方米，却承担
着为呼和浩特市区东南部、金桥开
发区以及地铁线等重要用户的供
电。

做完一些繁琐的准备工作，早
上8点50分，杨晓燕熟练地换上工
作服，与上一班同事进行交接班。
上岗后，戴上安全帽，通过3道安全
门，她首先要检查SF6气体泄漏检
测装置是否有异常报警，确保无异
常后，再进入组合电器室。变电站
里有主变压器室、10千伏配电室、电
缆间等10多个设备室，杨晓燕对每
个室内的信号指示、位置指示、压力
指示等都要巡检一遍。整个巡检过
程大约需要2个小时。

国庆节这一天，接到呼和浩特
供电局调度安排，正好该站的一个
子站当天中午有110千伏系统停电
操作，杨晓燕更是不能有丝毫大意。

巡检结束，已经是上午 11 时
许。杨晓燕一行3人登上黄色的电
力维修车，驱车奔向20多公里外的
西讨速号村良达 220千伏变电站。
做好一系列安全措施后，他们等待
指令进行停电操作……

作为女儿、妻子和妈妈，杨晓燕
深知家人在节日里期待她回家的心
情，但她说家人的理解更坚定了自
己在岗位上努力前行。

“由于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工
作十几年来没有一次能和家人在
一起过节，对父母和孩子确实有愧
疚。不过，每当看到万家灯火亮
起，我为自己的工作深感自豪。”杨
晓燕眼里闪着光。

问起国庆节坚守岗位的感受，
她笑了起来：“其实我没觉得有什
么，国庆值班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一天下来，杨晓燕忙得不亦乐
乎。假期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没有
什么概念。

杨晓燕曾经是一名英姿飒爽的
女兵，转业后在电力运行岗位成长
为一名女站长。2019年11月，她带
着鼓楼 220千伏变电站的“原班人
马”组建了秀水运维站。回想起这
里投运时的情景，她至今记忆犹新：
新建的站有上千条台账，每一条都
需要上百项技术参数，同事们从早
到晚查阅资料、询问厂家，无数次到
现场实地核对，就这样没日没夜地
干了10多天，完成了全站生产MIS
台账的录入工作。

■下转第2版

杨晓燕：守护万家灯火
是我的责任

本报包头10月3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近日，由
内蒙古科技大学矿业与煤炭学院张金山教授团队实施并
完成的《棋盘井矸石山自燃治理与生态复垦技术研究与示
范》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

该项目自2020年 4月立项，经过近半年在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的现场治理，治理自燃区域4万平方
米，复垦面积5.3万平方米。

验收组专家对矸石山进行了实地踏勘，经勘查，注浆

孔内温度由原来最高700℃全部降到80℃以下，矸石山表
面温度恢复正常，植被生长茂盛，一改往日“秃山”“荒山”
旧貌，将“火焰山”变成了“绿水青山”。

该技术不仅有效抑制了矸石山自燃，保护了当地大气
环境，并为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工业固废找到了新的利用
途径，真正实现了“以废治废”的治理理念，具有显著的创
新性和地方特色，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矸石山自燃治理与生态复垦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让“火焰山”变成“绿水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