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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见证 见证中前进

《内蒙古商报》

本报记者 张鑫

风从草原走过，吹绿了草地，吹壮了

牛羊。如今，除了这些，风再经过时，为

内蒙古吹来了滚滚能源。

风能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已经在内

蒙古的大地上铺开。内蒙古的风能有多

厉害，看看这几个数据便知分晓。目前

全区新能源总装机容量位居全国首位，

风电装备制造本地的配套率只有 30%

左右，这对于内蒙古风电装备企业来说

是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去年 8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区能

源局发布《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

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

2021 年，计划新安排集中式风电项目

620 万千瓦，其中蒙西地区 440 万千

瓦，蒙东地区 180 万千瓦。蒙西、蒙东地

区每个盟市推荐上报参与竞争的集中式

风电项目规模分别不得超过 200 万千

瓦、150万千瓦。集中式风电项目申报单

体规模上限为 50 万千瓦、下限为 10 万

千瓦。

内蒙古是全国可再生能源最富集的

地区之一，除了风能外，还有取之不尽的

太阳能。

2018 年底，库布其沙漠 20 万千瓦

生态太阳能治沙发电综合示范项目成功

并网。该项目是集治沙、养殖、绿化、发电

于一体的综合生态项目。据悉，该项目总

投资 13 亿元，治沙面积 13333 亩，年发

电量可达到 3.5 亿千瓦时，按照火电每

千瓦时电量消耗 326 克标准煤计算，可

节约标准煤 92095 吨 / 每年，年产值可

达 1.75 亿元，实现利税 2763 万元。项目

采用“治沙 +种草 + 养殖 + 发电 + 扶

贫”五位一体的复合生态太阳能治沙新

模式，全面实施“光伏组件清洗 + 板下

种植养护”精准扶贫工程，从流转土地、

建设安装、运营打工等三个方面带动贫

困户增收。建设周期内可帮扶贫困户

800 余户，创造就业机会 1000 余个，每

户每年增收 1万余元。

近日，奇瑞汽车在鄂尔多斯投资建

设的新能源重卡（矿卡）项目首辆新能源

矿卡正式下线，这将有力推动鄂尔多斯

“风光氢储车”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库布其沙漠腹地达

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绿色能源

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出。

这些项目的实施得益于确保按期实

现节能减排和“双碳”目标，推动内蒙古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2022年，

自治区将围绕“两率先”“两超过”发展目

标，坚持集中和分布开发并重、自用和外

送消纳并举，推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

例、高质量发展，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

加快推动我区由化石能源大区向清洁能

源强区转变。

“十四五”期间，全区新能源装备制

造业产值要达到 1000 亿元以上，形成

年产 800 万千瓦以上风电整机及其零

部件、400 万千瓦以上太阳能电池及组

件、360 万千瓦以上储能装备、5000 套

以上燃料电池汽车电堆系统、800 台套

以上制氢及工业副产氢提纯设备、40 万

吨以上储氢设备的生产能力。

如今，随着一大批新能源产业企业

的相继落户和发展，内蒙古已经集聚了

一批有实力的新能源企业和研发机构、

顶尖的人才和技术，全力打造全国新能

源产业新高地，内蒙古新能源产业动能

强劲，愿景可期。

喜迎自治区“两会”

内蒙古新能源产业———动能强劲，愿景可期

本报记者 欣然

爬冰卧雪，在与冰雪的亲密接触

和艰辛跋涉中，郎立兴对于冰雪有自

己的独特发现和关乎哲理和生命的深

层理解。郎立兴的冰雪摄影并不只是

为了艺术而艺术，正因为年复一年的

冰雪摄影的实践，让他注意到冰雪背

后的环境和气候的问题，这也是当下

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镜头是无声的语言，镜头也是最

深刻的语言。

1月 12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馆、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

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喜迎北京 2022

年冬季奥运会———美术摄影作品展暨

郎立兴冰雪摄影展”在呼伦贝尔市文

化馆开幕。

本次展出作品充分展现了呼伦贝

尔市冰雪产业在专业领域的艳丽投

影，较为全面展示了全区深厚的冰雪

产业积淀和丰富的冬季旅游资源，对

推动冰雪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冷资

源”变成“热产业”，加大冬季旅游资源

深层次开发、绿色开发，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积极呼应了绿色冬奥、可持续

发展的“一起向未来”主题。

此次展览梳理了郎立兴近 40 年

的艺术创作历程，精选出 30幅作品进

行展出，并赠予呼伦贝尔市文化馆收

藏，表达了他对“冰雪资源”“冰雪话

题”“冰雪思考”的贡献以及对家乡的

热爱。晶莹剔透的白雪、独立冰瀑的小

鸟、憨态可掬的冰川、傲霜斗雪的劲

草、冰雪交融的河流……这些作品从不

同角度呈现了超凡绝尘的冰雪艺术世

界。

一幅幅构图精美、视角独特、制作

精良的摄影作品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

者和市民观赏，纷纷赞叹冰雪之美，艺

术之魅!

呼伦贝尔市拥有 12.6 万平方公

里森林、10 万平方公里草原、2万平方

公里湿地、500 多个湖泊、3000 多条

河流，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仅有

的草原旅游重点开发地区、国家级旅

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2012 年 7 月 9

日入选国家森林城市，2017 年 12 月

当选中国十佳冰雪旅游城市。呼伦贝

尔市文化旅游广电(文物)局党组书记、

局长臧著强在活动仪式上说，呼伦贝

尔地处祖国北疆，冰雪资源得天独厚，

冰雪书画摄影艺术创作有丰厚的土壤

和广阔的空间。本次展出以“呼伦贝尔

冰雪之约”为主题，以冰雪惠民为导

向，以迎“双奥”贺新春为落点，让大家

更加了解呼伦贝尔市丰富的冰雪资

源，树立银色呼伦贝尔形象，打造呼伦

贝尔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品牌。

郎立兴接触冰雪，最初就是在他

生活的呼伦贝尔，这里是世界上最美

丽雪景的诞生地之一。他被海拉尔河

春天来临时雪消冰释时所幻化出的奇

异美景所吸引所震撼，想到这些美景

是来自大自然的魔术奇观，消释后不

会重来，即使在来年的春天里仍有冰

消雪释的景观，但绝不会再有相同的

美景。此时的摄影师意识到，摄影原本

就是截取时间、固定瞬间的艺术，如果

将正在时间里悄然逝去的冰雪美景拍

摄下来，那就可以把它们的美丽姿态

永远地凝固下来，存于天地之间了。

怀着一腔对于冰雪的本能喜爱和对于

摄影的执着，郎立兴“情知所起”，一往

而深。其镜头一次次游走于草原、呼伦

湖等冰雪自然中，从宏观到微观，从具

象到抽象，心中意与眼前景融为一体，

独特视角中显现冰雪之灵性。

观赏郎立兴的冰雪摄影艺术作

品，犹感一股清透、凉爽的气息。这些

独具魅力的冰雪画面，其黑白作品浑

厚而深邃，彩色作品绚烂而浓郁，使观

者不知不觉地走进一个神奇、纯净、炫

丽的冰雪世界，引发无限遐想和沉思。

郎立兴在与冰雪的“耳鬓厮磨”

中，升腾了对于冰雪的情感和认知，破

译了冰雪的情怀和语言，对于冰雪有

着独特的发现和关乎哲理和生命的深

层理解。在他的镜头下，那些冰雪展现

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神奇造化，具

有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蕴藏着丰富

的自然信息和生命信息，传达和昭示

着深刻的寓意。 （下转 2版）

本报记者 迪威娜

隆冬时节，冬日暖阳中，记者走进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张

皋镇冯字号村，新修的水泥路如玉带般延伸，路旁别具羌族

风貌的小楼掩映在山林间，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

净净……种植中药材，给这里的村民们带来了甜蜜生活，为

群众开出增收“致富良方”。

支部牵头 明确产业定位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张皋镇冯字号村坚持党建

引领，党支部通过因地制宜引进种植项目、拓宽产业销售渠

道，建立项目与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夯实了乡村振兴产业基础，使冯字号村走上了产业兴

旺的致富路。冯字号村按照“党建强村、产业富村”的发展思

路，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纽带，坚持支部引领、党员带头、村民

参与，抓住党员主体这个根本，发挥好党员示范带动作用，

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力促集体经济见实效。以宣

传引导为抓手促进农民发展产业共识。村“两委”通过与县

农科局专家沟通、召开座谈会、村民评议、致发公开信等形

式，利用“三会一课”、党日活动等加大对党员群众的培训力

度，引导党员群众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献计出力。同时，村“两

委”干部带领部分村民去大同市坊城新村实地走访考察，结

合本村实际，最终确立以种植油用玫瑰、芍药和黄花作为发

展项目。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产业富民

的美丽乡村。

2021 年 4 月引进黄花幼苗 1.8 亩 5000 余株，一把铁

锹一个坑，一株幼苗一份情，村党支部先后发动“两委”干

部、党员、村民 80余人次在冯字号村对面的“沈平玉”山、周

围的“十边地”进行试种，共完成约 11000余株油用玫瑰、芍

药和黄花幼苗的种植。2021 年 7月，“十边地”的黄花绽放，

一株株亭亭玉立的茎上托着数朵黄花随风摇曳，荒山荒坡

上的油用玫瑰、芍药虽然植株矮小，但均成活开花，日出日

落照耀着每一朵燃起新希望的花儿，冯字号村街头路边也

有了新的颜色，以前光秃秃的山坡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干群同心 群策共谋推广

为了避免盲从，降低种植风险，为后续全面种植积累经

验基础，冯字号村党支部决定实行“小步行、均速进”的种植

发展规划。经济作物产出价值极高，一次种植，终身收益，只

有进行广泛推广才能将此产业扎根在冯字号、将钱袋子留

给老百姓。冯字号村拥有荒山荒坡 1500 多亩，一年一次采

摘期，可以达到最低亩产值 980 元;黄花在种植、加工技术

已成熟的山西大同亩产量近 3000斤，按现有的技术和土地

条件，如达到亩产量 1500 斤，按市场价格 1.7 元 / 斤收购，

每亩可产生 2500 元左右的收益，相比之下，亩产值仅 1000

元左右的粮食作物逊色了许多，而且这是在不占用耕地、基

本农田的情况下实现增收。

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黄花在当地村民看

来就是“金疙瘩”。张皋镇冯字号村始终坚持“一村一品”发

展理念，把黄花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夯实根基提速乡村振兴，让小小的黄花释放出了巨

大的产业能量和品牌能量，逐渐成为了建设美丽乡村新动

能。

“十四五”开局，内蒙古紧扣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这个战略定位，把生态保护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美丽内蒙古建设有了新的突破。

靓丽的成绩单，为全区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探索实践“生态修复 +产业调整”模式，扎实推进

“水改旱”生态修复工程，引导合作社和农户种植旱作农物，

减少湖水和地下水抽采量。投入 1100万元，完成核心区湖

内滩涂围封 5.3 万延长米，围封面积 64.31 平方公里，并在

察汗淖尔湿地公园周边村选聘巡护员加强保护。

如今，丰雨季节察汗淖尔水域面积增加到 14.9 平方公

里，生态系统开始改善。

2021 年，作为自治区唯一一个林草碳汇试验区，包头

市先行先试，探索森林、草原、湿地增汇措施和途径，为北方

干旱半干旱地区林草碳汇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

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

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内蒙古迎难而上，积极融入这场影响深远的改革。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内蒙古讲大局、担使命，

必须肩负起、履行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新

征程上，内蒙古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守护好全区各族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寄以深情

和挚爱的美好家园。 霍晓庆

新年迎冬奥

兴和县冯字号村中药材种植
开出别样“致富花”

天朗气清好颜色
绿水青山带笑颜

郎立兴冰雪摄影展———
以冰雪的情怀和语言 致敬北京冬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