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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工业经济复苏 我区现代煤化工借力发力

重大项目建设击楫勇进逐浪高重大项目建设击楫勇进逐浪高

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近日，包头至银川高铁包头至惠
农段（含银川至巴彦浩特支线）建设
动员大会在包头九原工业园区召开。

包银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铁
路网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等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和关键作
用。项目总投资约546.3亿元（内蒙
古段495.4亿元），计划于“十四五”期
间建成通车。

重大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稳投资
的有力支撑、调结构转动能的关键载
体、补短板惠民生的重要引擎。抓好
重大项目建设就是抓住了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牛鼻子”。

为确保“十四五”迈好第一步、见
到新气象，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进一步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加
大补短板力度，拓展投资空间，增强
投资增长后劲，合理扩大有效投资，
今年，内蒙古打出精准稳投资“组合
拳”，推动全区重大项目建设见形见
效、提质提效。

建立项目储备库和实施库。企
业可以把土地信息录入项目库，自然
资源部门和林草部门会对相应土地
是否可以正常办理后续手续或者存
在什么问题以及建议明确地告诉企
业，可以让企业在后续土地手续办理
过程中少走弯路，改变了过去“由项
目改规划”变为现在的“由规划定项
目”。

大幅缩减工程建设领域审批时
间。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由20个工作
日缩减为5个工作日。企业投资备
案项目由5个工作日缩减到1个工作
日。

打通了审批系统数据通道，推动
自治区在线审批平台与自治区政务
服务一体化平台和工程改革审批平
台数据的互联互通。企业只需要在
自治区在线审批平台录入一次数据，
就可以在其他系统共享使用。

建立了项目审查先行制度。过
去企业需要把可研报告、初步设计和
相关附件齐备以后才能提交审批部
门。改革以后，企业只需要可研报告
文本出来以后就能提交审批部门，其
它附件办理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出
具审批文件。

顶层设计开路，各地重大项目建
设击楫勇进逐浪高。

呼和浩特市加大项目专班的服
务作用，在土地、资金、人力、用电、水
热气供应等要素保障上加强部门联
动，推动国家乳业创新中心、蒙牛大
低温板块、城南万达、马鬃山滑雪场
等一大批项目开工建设。

巴彦淖尔市紧跟中央、自治区预
算内投资支持方向和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投向领域，聚焦“两新一重”和农
业农村、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物流基
础设施、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等
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重大项
目。截至目前，储备亿元以上重大项
目441项，总投资3410亿元。

鄂尔多斯市借助鄂尔多斯国际
煤博会等平台，促成上汽、中车株洲、
华为、远景、盛宏等14个项目与鄂尔
多斯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中来光
伏、中材高新等33个项目与鄂尔多
斯市旗区签署合作协议。目前，鄂尔
多斯市正在推进与三峡资本、隆基绿
能、华能集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
团等企业的签约工作。

点上发力，面上开花。来自自治
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恢复，重
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全区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9.8%。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0.4%。制造业投资增长31.9%。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4.2%，第
三产业投资增长0.9%。民间投资同
比增长 17.4%，2年平均增长 4.6%。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40.2%，2年平
均增长 17.5%。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16%。

“下一步，我们将以自治区在线
审批平台为依托，继续提高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政务服务水平。建立备案
电子印章，企业可以从自治区在线审
批平台直接打印带章的《备案告知
书》。同时，开发自治区在线审批平
台移动端APP，进一步提高服务企业
和群众的便利化水平。建立红绿灯
审批时限预警制度，不断提高审批部
门的审批效率。建立‘中介超市’。
年底前计划把涉及到工程领域改革
的所有第三方中介机构全部纳入‘中
介超市’，为企业中介服务需求提供
便利化选择。”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李永桃

“今年以来，在全球大宗商品价
格不断上涨，后疫情周期下世界经济
复苏的需求支撑，国内工业经济持续
恢复，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以及‘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提出等多重因素共
同作用下，我区现代煤化工行业发展
迎来新机遇。从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看，1-9月份我区7大类现代煤化工
产品价格整体以涨为主，且波动幅度
有收窄迹象。”近日，自治区价格监测
和认定中心有关负责人指出。

梳理内蒙古 7大类现代煤化工
产品价格指数运行情况不难发现，前
三季度各类指数整体呈波动上行走
势。1到5月份，煤化工行业供需两

端持续发力，上下游产业同步恢复，
除煤制天然气价格指数受季节影响
波动较为显著外，其余指数走势基本
一致，呈小幅上涨态势。6到9月份，
随着上游煤炭供应趋紧以及价格的
持续上涨，部分煤化工下游企业利润
受到挤压，甚至出现亏损，我区7支
现代煤化工产品价格指数走势也出
现了分化。其中，煤制天然气、煤制
甲醇价格指数宽幅上行，煤制合成
氨、煤制尿素价格指数受需求淡旺季
影响呈“涨-降-涨”的宽幅波动态
势，煤制高温煤焦油、煤制PE、煤制
PP价格指数呈稳中小幅上涨走势。

截至 9月 26日，我区煤制天然
气、煤制高温煤焦油、煤制PE、煤制
PP、煤制甲醇、煤制合成氨、煤制尿素
价格指数分别收于179.95点、147.40

点、126.07点、104.33点、159.25点、
150.03点、130.6点，与 2021年初（1
月3日）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其
中，涨幅较大的是煤制高温煤焦油、
煤制尿素、煤制甲醇、煤制合成氨，分
别上涨 56.98%、49.63%、34.66%、
25.75%。涨幅较小的是煤制PE、煤
制 天 然 气 、煤 制 PP，分 别 上 涨
12.19%、11.81%、11.17%。

其中，前三季度，我区煤制甲醇
价格总体呈波动上行走势。1到9月
份，受甲醇市场供需结构偏紧、上游
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以及国际甲醇价
格高位运行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区煤
制甲醇价格小幅波动上行。特别是
进入 9 月份，甲醇市场需求明显走
强，加上临近国庆甲醇下游企业备货
积极，甲醇产量增加不及预期，所以

我区煤制甲醇价格涨幅有所扩大。9
月份我区煤制甲醇平均交易价格为
2482.75 元/吨 ，与 年 初 相 比 上 涨
27.93%。

专家指出，在国内经济持续复
苏、保供政策逐渐落地、煤化工行业
优化升级等背景下，四季度我区煤化
工行业供需两端继续发力，市场供需
结构将不断改善，预计我区煤化工产
品价格高位平稳运行。甲醇市场供
应预计偏紧，同时叠加高价煤炭对甲
醇形成较强成本支撑，预计四季度我
区煤制甲醇价格将维持高位运行态
势。四季度我区煤制PE、煤制PP市
场供需结构平衡，成本支撑较强，预
计价格将高位平稳运行。在供需两
弱的背景下，预计四季度我区煤制尿
素价格延续小幅回落走势。

新阶段新阶段··新理念新理念··新格局新格局

水泥行业开启
常态化错峰生产新模式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康丽
娜）为扎实推动水泥行业绿色低碳和
高质量发展，减少采暖期大气污染，
日前，自治区工信厅、生态环境厅联
合印发《关于严格落实水泥常态化错
峰生产的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1年起，每年的
12月1日至3月31日，全区所有水泥
熟料生产线都应进行错峰生产。其
中，电石渣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应当主
动与当地非电石渣水泥熟料生产企
业沟通协调，通过“错峰置换”参与错
峰生产。承担居民供暖任务的生产
线应当在采暖季优先保障居民供暖，
在非采暖季、非错峰生产期间一次性
补足错峰时间。承担协同处置危险
废物的水泥熟料生产线应当在满足
协同处置任务的前提下，降低至最低
生产负荷。错峰期结束后，应继续降
低生产负荷，以冲抵采暖季错峰期最
低生产负荷运行产生的能耗和污染
物排放。

工业创新带动
新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杨
帆）随着全区经济向着高质量方向转
型，内蒙古工业创新发展步伐加快，
主要工业新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前
三季度，全区单晶硅产量同比增长
93.5%，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同比增长
3.5 倍，稀土磁性材料产量同比增长
39.7%，智能电视产量同比增长5.5%。

新产品的增长，源于内蒙古高新
技术产业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快速发
展。前三季度，全区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1.2%，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7%，分别快于同期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3.8
个百分点和19.6个百分点。其中，计
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22.7%，医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1%。

内蒙古
清洁能源产业协会成立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包
荭）近日，内蒙古清洁能源产业协会
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内蒙古清
洁能源领域首家产业协会，标志着内
蒙古拥有了权威性、行业性、指导性
较强的新能源专业协会。

据介绍，内蒙古清洁能源产业协
会由内蒙古12个盟市70多家企业共
同发起成立，涵盖了地产、建筑、金
融、交通等20多个行业和产业，涉及
风电、光伏、水电、核电、氢能、生物质
能等清洁能源领域。旨在发挥社会
团体引导和组织技术交流活动的作
用，对于推动内蒙古清洁能源领域的
技术研究、人才培养、行业发展和产
业规范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内蒙古有2万多家清洁能
源企业。内蒙古清洁能源产业协会
的成立，为清洁能源行业提供了一个
交流平台。

金融助力能源保供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王冠
静）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能源保供
的工作部署，近日自治区金融办组织
相关金融机构到蒙能投集团调研，现
场召开能源保供政金企对接协调会，
为确保煤电企业完成保供任务提供
金融助力。

各金融机构表示将争取差异化
政策支持，积极跟进相关项目审批落
地进程，全力保障蒙能投集团完成能
源保供任务。

下一步，自治区金融办将推动金
融机构围绕保存量、促增量、提质量
下功夫，重点加大对能源安全保供和
绿色低碳转型的金融支持，以金融资
源配置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用好
能源保供政策窗口期和国企改革改
革机遇期，持续推动政金企对接，共
赢共利。

邮政业
同比增长16.16%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解
到，1到9月份，我区邮政行业业务收
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
入）累计完成 58.16 亿元，同比增长
16.16%。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7.00亿
元，同比增长27.56%。

据了解，1到9月份，邮政服务业
务总量累计完成17.92亿元，同比增
长16.62%。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累
计完成 2.78 亿件，同比增长 1.71%。
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3.20
亿元，同比增长10.11%。

此外，全区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累 计 完 成 1.83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39.92%。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2%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高慧）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前三季度，全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2%。

前三季度，我区消费市场总体呈现
积极恢复态势，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
商品零售额增势保持总体稳定，成为全
区消费市场持续恢复的重要支撑。从区
域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9.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从消费形态看，全区餐饮收入同比
增长 22.1%。商品零售同比增长 8%。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
长，同比增长14.8%。基本生活类商品
消费持续增长，粮油食品类、饮料类、烟
酒类同比分别增长10.6%、8%、28.7%。
升级类商品消费保持较快增长，金银珠
宝类、化妆品类、汽车类同比分别增长
31.9%、15.5%、15.7%，石油及制品类同
比增长15.6%，延续进入三季度以来的
增长态势。

冬航季开启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呼和浩特机场了解到，自10
月 31 日起，呼和浩特机场开始执行
2021年冬航季航班计划。

据了解，冬航季期间，呼和浩特机场
将全面落实“干支通、全网联”战略，不断
完善航线网络布局，全力提升自治区综
合交通枢纽通达能力，满足广大旅客的
出行需求。本航季，呼和浩特机场航班
计划大幅增长，日均航班计划量389班
次，增幅32.6%，比去年日均增加83班
次。计划开通运营航线125条，比去年
净增8条。通航城市计划80个，区外新
增山西临汾、山东临沂、陕西榆林、江苏
无锡、广东揭阳、海南琼海等通航城市。

民营企业标准化工作
将全面扩展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包荭）
近日，全区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知识培
训班在鄂尔多斯市举办。

今年，自治区工商联与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自治区发改委、自治区财政厅共
同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领域标
准化提升行动方案（2021—2023 年）》
并制定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联合
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下一步将重点推
动《行动方案》组织实施。

培训班上，自治区工商联相关负责
人强调，全区各级工商联所属商会要大
力推开并加快团体标准建设，建立健全
商会标准化工作机制，努力将商会团体
标准建设与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有机
结合、共同推进。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强
化标准化意识，加大标准化创新力度，将
标准化工作由传统的产品领域扩展到服
务、管理、生产经营等各领域。

农村客运新规来了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高慧）
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关于推进
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全区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推进城乡道路运输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农村班线客
运和区域经营为主体、城乡公交一体化
发展为重点、预约响应为补充的发展格
局，确保农村客运留得住、通得好、可持
续。

通知要求，优化农村客运结构，持续
健全服务体系。以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示范县为载体，推进城乡客运结构调整，
有序推动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逐步拓
展农村客运通达广度和深度，灵活安排
车辆运力、班次和停靠站点，开通定制公
交和扶贫专线等多元化网络体系，不断
完善农村客运信息化服务等。

畜牧业亮点频现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杨帆）
今年以来，我区加大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力度，畜牧业生产亮点频现，呈现
多元化增长态势。

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猪肉产量快速
增长。截至今年9月底，全区生猪存栏
570.3 万头，同比增长 17.8%。前三季
度，全区生猪出栏 588万头，同比增长
10.5%。猪肉产量50.3万吨，同比增长
10.9%。

“稳羊增牛”政策效果显现。截至今
年9月底，全区牛存栏量770.5万头，同
比增长10.7%。羊存栏量6400.1万只，
同比增长1.4%。前三季度，全区牛肉产
量38.3万吨，同比增长0.4%。羊肉产量
71.4万吨，同比增长0.5%。

奶业振兴成效显著。前三季度，全
区奶牛存栏量 147.6 万头，同比增长
17.8%。牛奶产量388.1万吨,同比增长
19%。

□文/李永桃 图/高飞

准能集团持续开展生态建设科研攻关，创新集
成水土流失控制技术体系、生态重构技术体系、标准
化作业流程三大技术体系，实现地貌重塑、土壤重
构、植被重建、景观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与保护，将
沟壑纵横的“鸡爪子”山改造成万亩良田。经过多年
探索实践，该公司集成、发展了“生态+光伏、生态+
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果、生态+旅游、生态+棕
地利用”等多元产业，创新形成了“采—复—农—园”
绿色协同发展模式，实现了资源效益、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煤炭企业绿色发展
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全新发展模板。

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排土场航拍图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排土场航拍图。。

准能集团饲料及小杂粮种植基地准能集团饲料及小杂粮种植基地。。

□文/高慧 图/刘春艳

10月31日下午4点，停靠在包头站的K598次
列车，已经做好了发车前的各项准备。由鹿城包头
开往花城广州的K598次列车，单程3093公里，运行
时长42个小时，一路南下温差最大近50度，被称为

“四季列车”。针对近日疫情防控形势，列车运行途
中每隔2个小时，列车员会对车厢内盥洗室、门把
手、饮用水开关等重点部位进行擦拭消毒，同时加强
列车巡视，动态掌握车内旅客信息，定时对旅客体温
进行监测，提醒旅客全程佩戴口罩。列车员值乘全
程佩戴口罩、手套、护目镜等防护用品，换票及卫生
清理工作后立即洗手消毒，确保为旅客营造安全的
出行环境。

宣讲注意事项宣讲注意事项。。
消杀中消杀中。。

矿山的绿色逆袭矿山的绿色逆袭

“四季列车”严把防疫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