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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和 包满达

把赤峰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有

色金属、清洁能源、新型化工、绿色

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草原文化

旅游基地，突出赤峰的资源优势和

产业基础。

赤峰市位于我国重要的有色金

属成矿带，金银等贵金属和铅锌铜

锡钼等有色金属种类多、储量大。

2012 年，有色金属产业成为赤峰第
一个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产业。加

强探矿找矿和产学研结合是有色金

属产业发展的重点。另外，要推进探

采选冶加一体化建设，延伸产业链

条。加强与中国有色、中国铝业、铜

陵有色、山东黄金等行业领军企业

的合作，把优势资源、紧缺资源配置

给有实力、有技术的大企业大集团，

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最大限度发挥

资源效益。力争到 2015年，有色金属
日采选能力突破 20万吨，年冶炼能
力达到 130万吨，年深加工能力达到
50 万吨，销售收入 1500亿元以上。

赤峰背靠煤炭资源腹地，是全国

最好的陆地风场之一，面向东北、华

北能源市场，能源生产和输出条件

优越，具有建成国家重要的清洁能

源基地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我们要

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努力打

造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围绕

“清洁”搞好资源转化。既要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也要大力推进煤的清

洁生产和高效利用，提高煤炭向清

洁能源的转化比例。进一步扩大清

洁能源生产规模。重点推动项目建

设。积极推动赤峰向北京地区点对

点供电和向华北地区供电，拓宽清

洁能源输出通道。

赤峰市是自治区距出海口岸最

近的地区，是锡盟煤炭外运的必经

之地，赤锡之间已经建成和正在规

划建设的运煤铁路 5 条，近期运能 1
亿吨，远期运能 2.7亿吨。目前，赤峰
市已经建成了一批新型化工项目，

大唐国际克旗 4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

气项目一期 13.3 亿立方米今年投产
并实现向北京供气，明年全部建成，

成为北京的第二气源地；国电 52万
吨化肥、京都 60 万吨玉米深加工等
项目投产；投资 100 亿元的宁夏伊品
氨基酸等项目正在建设。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

重视，绿色、有机、无污染农畜产品

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赤峰市耕地

2100多万亩、草原 8600多万亩，位于
世界公认的优质农作物产区。年产粮

食 100亿斤、蔬菜 93 亿斤、肉类 9亿
斤，农畜产品品种多、产量大、质量

好、绿色无污染。生猪、肉牛、肉羊、肉

鸭、蔬菜、甜菜、马铃薯生产加工产业

链基本形成，获全国驰名商标 4个、
自治区著名商标 32 个，88 种产品获
得有机、绿色认证，谷子、荞麦、绿豆

等杂粮杂豆和有机大米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同时，赤峰市距离京津、辽沈

等高端消费市场近，农畜产品进入高

端市场的通道正在逐步打通。

文化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也是

赤峰市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产业之

一。近几年，赤峰市文化旅游产业蓬

勃发展，2012 年接待旅游人数达到
720 万人次，已经成为京津、辽沈地
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按照自治区

把内蒙古建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

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

地的发展定位，赤峰市作为内蒙古

的“缩影”和“名片”，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大有文章可作。要继续加强旅

游基础设施和景区景点建设，培育、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同时，还要促进

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加快红山文

化展示中心、上京契丹辽文化产业

园、赤峰南部百公里文化旅游产业

带、乌兰布统生态文化旅游区、中国

印城等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增

加旅游文化内涵，提升旅游文化品

位。2015年，旅游业将成为赤峰支柱
产业，赤峰成为我国重要的草原文

化旅游基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 2020年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 2010年翻一番、建成全面小康
社会的目标。与全国全区同步建成全

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十二五”、“十三

五”时期的首要任务。近些年，赤峰市

经济社会实现了长足发展，但欠发达

的基本市情尚未根本改变，经济总量

小、人均水平低的问题仍然突出。

2010年人均生产总值 24892元，
人均财政收入 2316元，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4108元，农牧民人均
纯收入 5010元，均低于全国全区平
均水平。我们必须确保到 2015年地
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总收入、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纯

收入均比“十一五”期末翻一番以上，

才能基本赶上全国全区平均水平，才

能在“十三五”期间与全国全区同步

发展，进而到 2020年与全国全区同
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虽然任务艰巨，但我们仍面临着

诸多机遇。近些年，赤峰市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有色

冶金、能源、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不断

壮大，新型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快速

成长，城镇化加快推进，交通、电力、水

利、生态环境等基础条件明显改善；中

央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和扩大内

需、增强消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城镇

化、深化改革、释放“红利”等一系列政

策措施，对我们这样以投资拉动为主

的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十分有利。赤

峰市作为自治区人口最多的地区，作

为资源富集、区位优越、产业基础较好

的地区，必将在新一轮加快发展的热

潮中有更大的作为。

发挥优势
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中国北方高效节水灌

溉示范区，是推动赤峰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建设京津、

辽沈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首都北京的安全稳定屏障，

是赤峰实现长久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赤峰是欠发达地区，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产业层次较

低，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引进先进生产要素、优化产业结构、提

升产业层次、促进产业多元、扩大就业规模，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支持内蒙古建设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赤峰地处东北、华北两大经济区结合部，具有西部大开发、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京蒙对口帮扶等政策叠加优势。融入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主动参与京津唐、东北老工业基地和环渤海

经济区的产业发展和分工协作，积极承接这些地区的产业转

移。努力建设北京市产业转移承接基地、能源保障基地、农副

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商贸辐射带动基地。完善招商引资政策，

提高行政服务效率，以软环境的改善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提

高承接产业转移成功率。

建设中国北方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把发展集约高效节

水农牧业作为推进农牧业现代化的主攻方向，加快中国北方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建设，走出一条干旱半干旱、农牧交错地

区实现农牧业现代化的道路。

建设京津、辽沈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赤峰地处科尔

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交汇处，生态环境脆弱，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与建设关系可持续发展、关系子孙后代。同时，赤峰地处

燕山北麓、辽河上游，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还关系到京

津、辽沈地区的生态安全。长期以来，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

族人民坚持实施“生态立市”战略，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不足 5%提高到了 35.1%，赤峰被评为全国林业生态建
设先进市、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单位，敖汉旗被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授予“全球 500 佳”环境奖，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也已通
过专家组验收。但赤峰的生态环境还十分脆弱，目前尚有沙化

土地 2300多万亩，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 1200多万亩，占全
市国土面积的 1/4，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实现可持续的
任务依然艰巨。要继续实施好京津风沙源、三北防护林等重点

生态建设工程。“十二五”期间完成营造林面积 1720万亩，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 36.8%。积极探索从生态建设中获得经济效
益的新路子，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实现良性

循环。坚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实

现集约发展、绿色发展。

落实发展思路和工作部署，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

群众福祉，归根结底是全市各族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个人努

力、社会协力、发展给力，才能离目标、梦想更近一点。

（作者王中和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赤峰市委书记，

包满达系赤峰市委副书记、市长）

建百万人口区域性中心城市、蒙

东冀北辽西地区商贸物流枢纽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突出了赤峰的区位、人口和历史文化

优势，是增强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

力、提高赤峰知名度、扩大赤峰影响

力的重要途径。

赤峰有 460万人口，占自治区的
1/5，周边 400公里范围内没有特大型
城市，具备建成百万人口区域性中心

城市的条件和可能。近年来，以新城

区建设为标志，桥北新区、松北新城

开发建设逐步展开，老城区人居环境

不断改善，中心城区“西移北扩东进

南拓”战略顺利实施，新老城区协调

发展。目前，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已

达到 89平方公里、人口 91万，距离建
成百万人口区域性中心城市只有一

步之遥。《赤峰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2—2030）》已经自治区审议通过，
中心城区规划面积扩大到 120 平方
公里，规划控制区面积扩大到 3500
平方公里。这是中心城区建设和发展

的规范性文件，必须严格执行，确保

城市建设科学有序进行。保持近些年

中心城区快速发展的态势，继续增加

投入，不断拉大城市框架。完善城市

功能。加快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努力使基础设施建设与城

市规模、市民需求相适应。加强城市

管理。按照“三分建、七分管”的原则，

大力加强道路交通、环境卫生、市政

设施、公共场所、便民市场等秩序管

理，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文明水

平。要通过多方努力，把中心城区建

设成为经济繁荣、功能完善、环境优

美、宜居宜业的百万人口区域性中心

城市。

商贸物流业是发展潜力巨大的

产业，也是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优先支持的产业。赤峰自古

就有北方“旱码头”之称，随着与 11个
城市航线开通，赤峰的区位优势更加

明显，商贸物流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

遇。下一步，一是要继续加快出口通

道建设。积极推动在建铁路尽早投入

运营，推进京通铁路电气化改造和叶

赤铁路扩能。二是要加强商贸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扩大商贸物流业规模，

提高商贸物流业的规模化、专业化、

现代化水平。三是要积极引进更多的

知名商业品牌，提高赤峰商贸物流业

层次，增强吸引力和辐射力。

2011 年赤峰被中央文明委评为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我们的目标

是 2014 年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今明两年，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城市建

设管理水平。加强城市软硬件建设，

集中开展交通秩序、私搭乱建、环境

卫生等综合整治，实行全方位精细管

理和长效管理，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带来的变化。二是要

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公民思

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文明行业、文

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家

庭等文明创建工程，广泛调动广大群

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全面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三是

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既要抓好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的各项“规定动

以资源为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

以区位为优势 扩大城市影响力

以区域合作 推动一体化进程

风电

作”，更要结合实际创造“自选动作”，发挥生态建设、文化旅游

等品牌优势，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分添彩。四是要做好迎接

测评的各项准备工作。抓好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涉及的

各项日常工作和日常管理，以优异成绩迎接测评，真实反映赤

峰文明水平，确保 2014年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赤峰有 8000 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红山文化、草原青铜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以及清末

民初的移民文化一脉相承，“华夏第一村”、“中华第一龙”、“中

华祖神像”、“世界旱作农业发源地”等声名远播。为推进历史

文化名城创建工作，要继续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

展示、利用工作。做好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发掘、整理、保护、传承工作，更好地展示多姿多彩、具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继续办好红山文化节、中国印城文

化节、王府文化节、兴隆洼文化节、巴林石文化节等文化节庆

活动，不断提高文化节的层次和品位。加强文化馆、图书馆、博

物馆、草原书屋、广播电视“户户通”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到“十二

五”末文化产业实现产值超过 100亿元，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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