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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区

预测煤炭储量3900亿吨，约占全自
治区煤炭储量的 17.8%，全国储量的
7%。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坐拥全
国规模最大的整装煤田，在戈壁煤海建
起“工业绿洲”。记者最近在此采访，有
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在用煤企业，
却看不见一块煤；二是没想到在这个传
统能源富集区，新能源产业却迅速崛起；
三是没想到在戈壁滩上，旅游经济开始
破题。

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产业发展逻
辑？准东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绍海说，
面对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课
题，经开区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努力对
资源进行最充分、最洁净的开发和利
用。今年前9个月，工业经济月均增速在
33%以上，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这片
浩瀚的戈壁煤海，正经历产业提档升级
的“七十二变”。

煤炭运输：平面变立体

在新疆天池能源有限公司南露天煤
矿，几十台大型电铲车同时作业，将开采
的煤炭运送到传送带上，再经输煤廊道运
送到电厂等用煤企业。“这种运输方式减
少了灰尘，也不会洒落煤渣，而且运输效
率极高。”南露天煤矿负责人王平亮为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条输煤廊道每天可运输
2万吨煤，如果用载重40吨的车辆运送，
需要500辆次车。

“用煤企业不见煤，产渣企业不见
灰”。按照这样的原则，准东经开区对煤
炭实施封闭运输，建设了百余公里连接
开采企业和用煤企业的输煤廊道。对于
外运煤炭，则从汽车运输为主转向铁路
运输为主。过去，煤炭外运主要靠公路，
高峰期每天往来5000多辆运煤车，不仅
造成煤灰扬尘污染，还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

从2016年起，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
集团公司对乌鲁木齐至准东的乌准铁路
进行扩能，准东煤炭运输逐步转向铁路。
今年，准东站又实施了站场改造，具备了
万吨列车的停靠条件。“列车运量提高了，
开行频次也增加了。”乌鲁木齐车务段准
东站站长刘飞介绍。

如果说空中输煤廊道、万吨铁路列车
分别是煤炭短途和中途运输方式，那么煤
转电后，经“疆电外送”工程输送到内地，
就是长途运输方式。这几种运输方式，让
煤炭外运实现了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

去年9月，位于准东经开区的±1100千伏
昌吉换流站投入运营，每年可外送电量
660 亿千瓦时，相当于运输煤炭 3000
万吨。

昌吉换流站是“新疆准东—安徽古
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输送
端，这条“疆电外送”线路全长3300多公
里，途经六省区。“这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
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送电距离最远、技
术水平先进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
吉换流站负责人王鸿说。

作为“疆电外送”配套电源项目，国神
集团五彩湾电厂二期工程于今年7月投
产。电厂副总经理汪淑军介绍，目前电厂
总装机容量达到202万千瓦，年消纳煤炭
约500万吨。经过煤转电，实现了“煤从
空中走、电送全中国”。

资源利用：原料变材料

“利用煤制甲醇，再转换成甲醛，再到
生产基本有机化工和精细化工原料，实现
了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深加工利用。”新
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公司立足准东煤炭
资源，开发煤炭下游产品。公司有机化工
事业部总经理何寿峰说，许多医药、纺织、
汽车和日用品的原料，都可以追溯到煤
炭。通过发展煤基精细化工产业，打开了
准东煤炭资源增值空间。

从资源型产品到精细加工产品，从低
附加值原料输出到高附加值产品输出，准
东经开区优势资源转换近年来迈出新步
伐。准东经开区管委会主任任建品说：

“我们对煤炭进行‘精细解剖’，让黑色资
源实现了绿色开发。”

准东经开区明确了环境承载能力，实

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和顶格处罚措施，
对“三高”项目零审批、零引进。记者了解
到，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公司建设了污
水处理装置、中水回用装置和浓水处理装
置三套系统，实现了废水零排放。

通过精细利用，部分煤炭由原料变
为材料。同时，以往的“废料”也在变为
材料。在五彩湾沙源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粉煤灰等经过“变身”，成为新型建筑
材料。“我们就地取材，生产线专‘吃’粉
煤灰和石灰。”公司总经理赵欣刚说，

“企业落户准东，既解决了产品原料供
应的问题，又解决了上游企业处理废料的
难题。”

未开发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
地就是一片广袤的戈壁滩，大规模开发建
设以来，以往寸草难生的面貌得以改变。
开发区实施了万亩生态林、万亩道路防护
林、万亩湿地和万亩企业绿色“四个万亩”
建设。

“在戈壁滩上既‘种’工业也种草木。
开发资源、铺展绿色，已经成为企业的自
觉行动。”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友仁说。

产业布局：单链变多链

地下是煤海，地上是戈壁。准东经开
区不仅煤炭资源丰富，土地资源也是其一
大优势，加之日照时间长，这为发展光伏
发电项目创造了条件。一个30万千瓦光
伏发电项目即将于年内投运，年发电量在
4.5亿千瓦时以上。开发区大力发展光伏
新能源产业，积极引进新能源装备制造、
光伏发电系统及应用等项目，加快建设新
能源基地。

近年来，准东经开区一直在延伸优

势、拓展优势，将煤炭优势延伸到煤电，又
将煤电进一步延伸，在严守生态红线基础
上，催生产业裂变，从单链条变多链条，发
展“煤—电—铝—材一体化”“煤—电—
硅—材一体化”等产业链。

准东经开区还引导企业大力发展工
业旅游，将大型露天煤矿、“疆电东送”工
程设施等作为主打旅游资源，吸引游客参
观游览，感受工业生产的魅力。去年7月
建成开放的准东能源馆，以煤炭为主题，
展示了准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及其开发利
用现状和前景，成为准东经开区工业旅游
地标。

目前，开发区结合邻近旅游资源已规
划了两条工业旅游线路：一条是准东能源
馆、神华五彩湾矿区三号露天煤矿、国神
集团五彩湾电厂、东方希望六谷丰登展览
馆、±1100千伏昌吉换流站、古海温泉；
另一条是准东大数据产业园、红沙泉煤
矿、协鑫产业园、将军庙、恐龙沟、魔鬼城、
古海温泉。

此外，准东经开区立足企业集聚的优
势，开始从工业经济高地迈向工业技能人
才高地。围绕现代煤电煤化工创新产业
开发区建设目标，计划组建一个跨地区、
跨行业、多层次的产教融合联盟。今年，
开发区建设了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与疆内
外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开展供用电技术、
煤化工、电气自动化安装与维修等专业
培训。

“准东经开区目前入驻企业千余家，
随着更多企业入驻，技能人才需求更大。”
准东教育投资公司总经理秦允刚说，他们
将探索成立股份制培训学校，为开发区产
业转型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
撑和智力保障，努力将开发区建设成为煤
炭、煤电、煤化工等行业的人才高地。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高

质量发展步伐，通过煤炭资源综合利

用，努力拓展资源优势，将煤炭优势延

伸到煤电，又将煤电进一步延伸，在严

守生态红线基础上，立足优势资源催

生产业裂变，从单链条变多链条，浩瀚

的戈壁煤海，演绎着产业提档升级的

“七十二变”。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势资源转换催生产业裂变——

戈壁煤海优势产业升级“七十二变”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王前喜

今年前9个月，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经济月均增速达到33%以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图为经开区内企业新疆东方希望
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王前喜摄（中经视觉）

近年来，我国各类园区一直在经济建
设中充当着排头兵角色。在不少地方，各
类园区用占比很低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占
比百分之六七十的产值效益。在园区高
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片
面追求经济规模和经济速度而忽视了绿
色发展。

园区建设必须绷紧绿色发展这根
弦。相关管理部门要真正把绿色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放在心头，尤其在园区建设的
规划设计、标准设置、后期保障上，必须下
足功夫，使得生产和生态和谐发展的措施
同时推进。

重规划设计，打牢绿色根基。实施
园区带动，其根本目的是打造高质量发
展引擎。而要高质量发展，防止园区绿
色发展基础先天不足、杜绝先污染后治
理现象出现至关重要。因此，在园区建
设之初就必须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导向切实树立起来，尤其要在规划设计
上先行一步，在环境容量、生态发展的
环节上不留死角。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园区的发展道路不跑偏。比如，河北最
早建立的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在建
区之初，把打造绿色开发区作为发展方
向，从生态环境建设、园区产业选项、企
业污染治理等方面进行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设计，并严格按照规划进行落实，
从而很好地实现了生态文明与工业生产
的共生互荣，最终建设成为园林式、生
态型、现代化工业新城，先后被评为国
家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园区、国家级环保
模范城区、中国绿色发展开发区。

重标准落实，铸就绿色屏障。有了好
的规划设计，还要保证贯彻落实。实践
中，有的园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战略
定力，对发展速度的要求冲动大于对环境
保护的要求，因此放松了产业门槛，放松

了过程控制，使得规划设计流于形式，生
态红线形同虚设，从而留下了遗憾，有的
甚至造成损失。所以，必须既要把生态红
线当成园区发展的生命线，严格选择项目
入园；又要对入园项目实施全方位、全流
程的过程控制，使得绿色发展得到最为完
善和彻底的落实。例如，河北怀来县经济
开发区为了在保证园区建设质量的同时
保护相邻官厅湖的生态环境，严格按照生
态红线选择项目，宁可发展速度受损也不
滥竽充数上项目，先后拒绝了上百亿元的
冶金和化工项目，瞄准大数据、智能制造、
特色食品项目等招商引资，不仅使得园区
绿色发展得到切实保障，且高端产业集聚
效益逐渐显现。

重产业精深，形成绿色链条。人们都
说，所谓的污染物质，都是放错了位置的
资源。从这个意义来说，园区实施以产业
精深为路径的循环经济不可或缺。这就

是要通过资源化、减量化、再利用的措施，
将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污染物质通过
先进适用的技术手段进行回收和循环利
用，生产出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从而有
效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
少资源浪费。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大
约有 80%的排污企业在工业园区。由此
可见，在工业园区实施以产业精深为目的
的循环经济尤其重要。这当中，以重化工
为主体的曹妃甸工业区就在产业精深上
颇有建树，该园区把港口、钢铁、电力、化
工、建材等建成了互为基础、互相关联的
产业链条，让余压、余气、粉煤灰、钢渣、轮
船压舱水、海水淡化浓盐水等废弃物都成
为全新的工业资源，形成了企业内部微循
环、企业之间中循环、整个新区大循环的
产业链条，不仅有效保证了生态环境，同
时全区因实施循环经济带来的产业收益
达到10亿元以上。

绷紧绿色发展这根弦
□ 宋美倩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全面投入运营、中关村（房山）高
端制造前沿技术创新中心启用、中关村智能应急装备产业园揭牌……
10月30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传来一连串好
消息，以此为起点，这个北京唯一以“制造业”为名的园区，正式按下高
端制造业发展的“加速键”。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是由房山区政府与中关村发展集团合作打造
的专注于高端制造领域的中关村特色产业园。这一特色产业园诞生于
2015年，旨在将房山区丰富的空间资源优势和中关村发展集团强大的
产业资源优势有机整合，助力房山区中关村南部创新城建设。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研究院二期项目的顺
利开园，标志着研究院一期、二期共计22万平方米的“科学家社区”已
全部具备入驻条件，将持续为高精尖项目的落地做好高品质的空间支
撑。中关村（房山）高端制造前沿技术创新中心则是中关村范围第一个
以“高端制造”命名的创新中心，将中关村的产业政策聚焦高端制造产
业发展，对助力北京制造业发展意义深远。

近年来，房山区以高端制造业基地为核心，以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
技术研究院为基础，积极规划建设中关村智能应急装备产业园。当日揭
牌的中关村智能应急装备产业园是中关村范围内第一次将“智能+应
急+装备”的概念有机融合在一起，进一步丰富了智能装备的应用场景。

中关村发展集团董事长赵长山表示，5年来，通过不断构筑创新生
态，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建立起一个以双创主体为中心，为双创主
体提供全周期创新生态集成服务的高端化、特色化的中关村社区，在智
能驾驶、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领域聚集了一批前沿科技项目，园区的创
新创业生机盎然。

“房山向南80公里就是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京保石发展
轴上的重要节点。做优做强高端制造业，是房山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房山区区长郭延红表示，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是中关村房山
园的核心园区，配置了机器人、无人机、新能源电池等智能装备产业，
是房山高端产业的重要载体。房山区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智能
应急装备产业的集聚带动效应，引领区内高端制造业升级发展。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

支撑高精尖项目快速落地
本报记者 杨学聪

11月5日，在河南省项城市产业集聚区内河南莲花健康项目建设
现场，大型机器来回穿梭，施工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半年以前，
莲花健康集团成功完成司法重整，项城市政府和安徽国厚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等整合资金14.6亿元，对莲花健康集团联合施救，使其成
为近年来河南省内实施重整成功的上市公司之一。

作为周口市食品工业龙头企业，莲花健康集团受冗员问题、市场环
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一度濒临破产、面临退市。在周口、项城两级政
府的帮助下，今年3月，莲花健康集团顺利完成司法重整，化解了历史
债务，妥善安置了职工。

“莲花健康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达5.5万平方米，预计投资1.8亿
元，将建设工艺国内领先、配置先进的自动化装备，全面提升生产管理
水平和产品质量。”莲花健康集团建设项目总指挥朱捷告诉记者。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工程主要建设10万吨氯基酸生产线、5万吨
复合调味料及仓储配套设施，今年有望实现营业收入20亿元。

“培育壮大‘领头雁’，发展好龙头企业，多条产业链都会活起来。”
项城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弛说，“龙头企业倒逼落后产能转型
升级，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在庄吉服装有限公司车间门口，停靠着一辆装载医疗防护产品的
货车。在货代员魏筠的引导下，经过核实申报信息、领取出货牌号，再
经疫情防控点体检，一小时后，满载货物的厢车抵达项城北高速路口，
发往北京等地。

几个月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生产
缓慢，物流受阻。项城市产业集聚区积极应对，加大龙头企业产业链培
育力度，提振工业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信心。

作为周口市医药行业龙头企业，乐普药业公司今年新上了药品仓
储物流园、年产4000万支粉针剂车间等5个项目。在医药食品产业加
速发展的同时，集聚区内纺织服装产业也在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全力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作为纺织行业领军企业的周口庄吉服
装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形成日产医用口罩40万只、医用防护服1万套
的生产规模。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项城产业集聚区积极
打造智慧物流供应链，提升物流行业效率，沙颍河项城港智慧物流产业
园凸显综合性、平台型、智慧型特色，构建“园区+互联网+金融”三位一
体的物流园区生态体系，成为豫东南内河航运的综合性平台。

河南项城产业集聚区：

培育领头雁 赋能双循环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吴建成

构建完备体系 完善配套服务

近年来，江苏连云港市以中华药港为核心，以创新驱动产业稳增
长、快增长，加快构建完备的医药产业体系和全产业链配套服务体系。
图为连云港市新浦工业园康缘智能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在配送药品。

耿玉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