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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旗煤炭资源富集，全旗煤炭总
储量约544亿吨，探明远景储量达1000亿
吨以上，含煤总面积占全旗总面积80%以
上。以煤为基的准格尔旗依托煤而不依赖
于煤，积极践行“双碳”战略，逐绿而行、点
绿成金，做足产业转型绿色文章。

让黑金“绿”起来，其时已至。走进大
路产业园久泰能源集团厂区，只见银色的
设备群屹然高耸，映着蓝色天空，“夺目感”
十足。

当前，久泰能源集团以煤为基础原料
支撑，已建成的年产 100万吨煤制甲醇和
60万吨煤制聚烯烃以及在建的年产 100
万吨乙二醇等项目，以烯烃、芳烃、液氢能
源、新材料等为主要发展方向的产业格局，
推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
展，生产出近百种高端化工产品。

“项目总投资 1.36 亿元，产品聚酰亚
胺属于特种工程塑料，是耐高温的高分子
材料，主要应用于航天航空、手机制造、笔
记本电脑、数码产品等领域，是一种附加值
非常高的产品，将填补国内空白。”内蒙古
久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崔
宇介绍，该项目面向碳中和的能源颠覆性
技术研发进行突破，利用一期现有的二氧
化碳和副产的氢气作为原料，既能实现碳
封存技术示范化应用，又能推进煤化工产
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从一块煤到一匹布，从黑到白，从能源
到新材料，再到一枚中国芯、一件航天服、
一块锂电池、一面屏……让黑金“白”起来、

“绿”起来、“亮”起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准格尔旗牢牢抓住绿色转型这
一牛鼻子，发力产业延伸、产业多元、产业
升级，当好全区经济稳定的压舱石、前进的
排头兵。

现代能源经济提档升级。准格尔经济
开发区准格尔产业园获批国家级绿色工业
园区，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大路产业园入选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准格尔经济
开发区大路产业园规划面积 140 平方公
里，重点发展煤制油、煤制气等清洁能源和
煤制烯烃、芳烃、乙二醇等煤制化学品及下
游产品，延伸发展煤基新材料产业，大路产
业园已入围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确
认为自治区级工业园区。目前准格尔旗已
建成易高 14万吨稳定轻烃、易高 12万吨
乙二醇、伊泰16万吨煤制油、久泰60万吨
烯烃、东华 60万吨甲醇等一批煤化工项
目，煤化工产能达到500万吨。

可再生能源加码发力。准格尔旗积
极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优化开
发利用布局。在加快配套电源点建设的
同时，推动 400 万千瓦库布其沙漠基地
鄂尔多斯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推进多
种能源协同互补、集约高效发展。持续
抓好蒙西至天津南特高压输电通道配套
电源点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新布局的特
高压输电通道项目在准格尔落地。立足
资源优势，加快推动新能源开发利用。
加快煤矸石综合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探索煤矸石等煤炭共伴生资源多方
式、多途径综合利用，推进粉煤灰提取氧
化铝及下游产业发展。

新能源产业风生水起。准格尔旗深度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抢抓新能源发展的有
利时机，依托蒙西至天津南特高压等外送
通道，坚持大规模外送和本地消纳、集中式
和分布式开发并举，建设千万千瓦级新能
源发电基地。全旗已获批470.5万千瓦新
能源指标。2021年入选国家整县屋顶分
布式光伏开发试点，蒙泰不连沟煤矿绿电
低碳屋顶分布式光伏一体化示范项目、华
能魏家峁煤矿光伏+电动重卡换电一体化
示范项目等矿区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成功并
网，全区首家零碳乡村示范项目在准格尔
召镇准格尔召村正式开工建设。1.2万千
瓦准格尔旗智慧能源城市项目建设完成、
顺利并网。纳日松镇 40万千瓦光储制氢
示范项目、24.3万千瓦整县推进屋顶式光
伏项目、5万千瓦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
伏等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启动建设
新能源科技产业基地，引进徐工、天合、远
景、氢晨、重塑等一批新能源头部企业，大
力发展“风光氢储车”产业集群，全区首台
纯电动无人驾驶矿用车成功下线，相关企
业已签订5434辆新能源重卡购置协议，推
动新能源重卡全产业链落地该旗。建立

“准格尔旗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基金”，规模
已达17.5亿元。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面向未来，
准格尔旗将踔厉奋发，把习近平总书记交
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落实好、完成好，按
照党的二十大精神和鄂尔多斯市相关指示
要求，在构筑“四个世界级产业”、建设“四
个国家典范”、打造“四个全国一流”方面作
出准格尔贡献，带领全旗各族人民迈上美
好新征程。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
寒冬时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庙壕村

樟子松、油松迎风摇曳、绿满山头。这是该
村实施植被恢复造林工程的杰作。该村整
体地貌以荒山荒沙地为主，原生植被贫瘠，
树种单一。准格尔旗林草局按照因地制
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在这里栽种下植油
松、樟子松、山杏等树木。

“今年庙壕村植被恢复造林工程栽植
的树种包括60%的樟子松和油松，40%的
杏树和其它树种，共栽植树木 8万余株。
未来 2年将进行补植，每年进行不少于 3
次的集中浇水除草，日常精心看管看护，预
计 2025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国土
三调空间规划的要求。”准格尔旗林草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

沙圪堵镇庙壕村植被恢复造林工程是
准格尔旗实施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
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准格尔旗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落实鄂尔多斯
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十大行动”各项任务，持续深化全旗
生态环保“六大行动”，坚持在林业生态建
设上做“加法”，让绿色成为美丽准格尔的

“底色”。今年全旗实施生态建设 7.7 万
亩，其中植被恢复工程0.1万亩，义务植树
1万亩，低质低效林改造 4.2万亩，森林抚
育2.4万亩。

生态是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满山遍野的绿，更
要街头巷尾的绿。准格尔旗精准发力，打
出蓝天碧水净土“组合拳”，厚植美丽的生
态底色，描摹了一幅日渐扩展的绿色生态
版图，让市民出门见绿、见景。

今年准格尔旗充分利用闲置空地、废
弃地等边角地带，见缝插绿，补足休闲空

间，建设口袋公园，拓展市民活动空间，提
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群众打造家门口的

“桃花源”。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按照“公园+”

模式，准格尔旗实施沿河植绿、沿路布
绿、节点增绿、规模造绿工程，布局“城市
公园提靓、林荫廊道慢行、口袋公园点
缀”的公园城市体系。今年，该旗结合全
旗绿地系统现状，围绕老旧公园提升改
造、市政道路两侧提升改造、城区出入口
提升改造、主次干道街旁绿地、街心公园
提 升 改 造 四 个 方 面 ，新 增 建 设 面 积
17048 平方米。同时按照“300 米见绿，
500 米见园”的生态园林体系要求，采取
针灸点穴、见缝插绿的方式，在居民小区
周边，因地制宜打造小游园、小休憩点，
让“绿”成为城市底色，实现三季有花、四
季常绿、出门见景。

从“增绿量”到“增颜值”，准格尔旗在
生态建设方面提供了“准格尔方案”，为美
丽中国建设贡献准格尔力量。

提升资源型地区集约化发展的含新
量、含金量和含绿量，是准格尔旗各族各界
努力攻克的课题。

多年来，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推动地
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传
统粗放型开采方式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生
态环境的脆弱失衡。从蚕食碧水青山到反
哺生态环境，一代代准格尔人通过不懈努
力，探索矿山绿色发展新路，用不断实践为
准格尔旗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生动注脚。

初夏时节，漫步在准格尔国家矿山公
园，新叶吐绿、燕转莺啼，清风拂面、空气清
新，一派生机勃发、如诗如画的景象。

为了破解在原生态脆弱、经济结构单
一、水资源匮乏、植被稀疏的黄土高原半干
旱荒漠地区进行生态环境保护这一世界性
难题，国能准能集团自建矿以来，就根据矿
区地质特征，创新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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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黄土封绿、立体造绿、择空补绿”的发展
思路，对排弃地全覆盖、无死角复垦。同时，
充分盘活矿山土地资源，建成总占地面积
1198公顷的北排土场生态景观示范区和哈
尔乌素草原文化体验区等多个示范项目，集
中打造千亩杏花林、千亩彩叶林和千亩果园

“三个千亩”工程，建成露天印象馆和采掘文
化展示区，实现观光旅游、休闲采摘、科普教
育、工业体验一体化发展。

如今的矿区山清水秀、景美物丰、鸟语
花香、满目苍翠，已成为百鸟的天堂、动物
的乐园，被评为“中国最美矿山”和“国家级
绿色矿山”，获批“准格尔国家矿山公园”，
有效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从单点发力到全面开花。
智能煤炭公司麻地梁煤矿如今已打造

成一座集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于一体的
“智慧矿山”。

从建矿之初，公司就把环保绿化放在

首位，按照花园式矿井来规划筹建，让矿区
实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
在麻地梁煤矿，传统矿区裸露、灰尘漫天的
景象完全被满目的苍松翠柏所取代。而封
闭式环保作业和 5G智能化操作，则成为
这里“道路不见煤、树叶不沾灰”的秘诀。
截至目前，矿区绿化面积为 16公顷，植被
覆盖率达98%，成为绿色矿山建设典范。

“按照‘先试点示范、后整体推进’总体
思路，准格尔旗以生态恢复和持续改善为
前提，按照宜草则草、宜林则林的规则，将
旗内所有生产矿山、新建矿山全部纳入规
划之中，明确目标任务、建设标准和完成时
限。截至目前，全旗共建成绿色矿山 70
座，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8座，自治区级绿
色矿山62座，绿色矿山建成数量及质量均
位于全区前列，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绿色答
卷’。”准格尔旗发展和改革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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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黄河大峡谷
在夕阳的映照下如金夺
目，犹如一条长龙盘踞
于崇山峻岭间。

准格尔旗一年四季
美如画：初春，沙圪堵镇
满山遍野的杏花婀娜多
姿、芳香四溢；盛夏，国
家矿山公园松涛阵阵、
绿意盎然；金秋，密布在
小区内的口袋公园让市
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

守好这方碧绿、这
片蔚蓝、这份纯净，要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世世代代
干下去，努力打造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
新的美丽中国。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
北 方 重 要 生 态 安 全 屏
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
局确立的战略定位，也
是内蒙古必须自觉担负
起的重大责任。构筑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把祖国北疆这道风
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必须以更大的决心、付
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准格尔旗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
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
矢志不渝地奔跑在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上，以“快步跑、争一流、
作贡献”的姿态，努力打
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厚
植“北疆绿”、增色“中国
蓝”，在筑牢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上交出
一份亮丽答卷。

在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的口袋公园，居民们正在踢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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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绿而生 绿色矿山风生水起

逐绿而行 产业转型活色生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