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高质量再发展     
加速新旧动能转化，“补前端”提升就地配套率，“延后端”整合打通全链条，
“强高端”全面融入高价值链，全力夯实创新创业、要素供给、营商服务、产业
链条和基础设施环境。

 本刊记者  苗俊杰／文

因 煤而兴，因“煤”拖慢了转型步

伐——在2012年煤炭价格下滑

中，鄂尔多斯经历了发展最为艰难的时

期。

在新理念指引下，当地改变发展思

路，2017年非煤产业增加值占到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三产比

重升至44%，多点支撑、多元互补的现

代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鄂尔多斯如何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如何顺

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就这些问题，鄂

尔多斯代市长斯琴毕力格接受了采访。 

《金融世界》：2017年，鄂尔多

斯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580亿元，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达到356.8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达到3066亿元，分别是2000年

的24倍、36倍和61倍；城乡居民收入

分别达到43519元和16703元，分别较

2000年翻三番。取得成绩的原因是什

么？

斯琴毕力格：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要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效

率，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的重

要指示，为我们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

在推进资源型经济优化转型升级

的进程中，鄂尔多斯积极探索现代能源

经济发展模式，着力改造提升传统资源

型经济，让黑金“绿”起来，延长产业

链、提升附加值。

近年来，依托能源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和现代煤化工产业，初步

构建了集资源开发、就地转化、综合利

用的能源经济体系。第一，煤炭去产能

从总量控制向结构优化转变，提升煤炭

产业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资源整合和

兼并重组，煤矿数量由新世纪初的552

个减少到330个。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注册“鄂尔多斯煤”原产地证

明商标，建立“鄂尔多斯煤”质量体系

标准，煤炭供给体系质量明显改善。第

二，坚持以清洁化为导向，推动煤电产

业改造升级。加快推进煤电组合、煤电

一体化，“让煤从空中走”。2017年，

全市煤电装机容量达2031万千瓦，年发

电量869亿千瓦时，其中外输240亿千瓦

时以上。第三，坚持以精细化为路径，

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示范。围绕煤炭的

清洁高效利用，引进实施了一大批煤炭

精深加工、转化增值项目，构筑了煤制

油、煤制气、煤制甲醇烯烃、煤基新材

料4条产业链。第四，坚持以低碳化为

目标，构建多元发展、多能综合利用的

清洁能源供给体系。加快天然气资源开

发。2017年，天然气产量达235亿立方

米，占全国产量的近20%，其中输往京

津冀等地区178.5亿立方米，占总产量

的76%，是国家“西气东输”主要气源

地之一。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新能源

装机达到189万千瓦，其中光伏发电79

万千瓦、风电30万千瓦、水电75万千

瓦、生物质发电5万千瓦，年发电量25

亿千瓦时。

《金融世界》：鄂尔多斯求解高质

量发展，要靠实力也要用“巧”劲。速

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都要依靠

创新驱动。如何为发展注入创新源头活

水？

斯 琴 毕 力 格 ：煤产业经历重塑脱

胎换骨，非煤产业日渐茁壮枝繁叶茂，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日益凸

显，再有创新驱动点火成其画龙点睛之

妙，新旧动能实现转换。

抓创新就必须抓人才，鄂尔多斯市

着力实施“人才鄂尔多斯”战略，充分

发挥驻北京、上海、深圳人才工作站作

用，推进自治区人才改革试验区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不断引才聚才。

鄂尔多斯市与北京大学共建鄂尔多

斯应用技术创新研究院，与北京理工大

学共建北斗应用产业园；探索“一院两

地”模式，在现有13家院士工作站的基

础上2018年争取再引进2家，在能源综

合利用、污染控制、新材料等方面推动

专项研发和技术突破。

在新技术和人才的双轮驱动下，

鄂尔多斯发展捷报频传，勇攀高地，步

履矫健。传统产业变革升级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壮大，也当然是其中的受益

点。

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和传统企业，鄂尔多斯传统

产业焕发新生机。推进鄂尔多斯集团科

研创新产业基地建设，增强羊绒产业核

心竞争力。加快亚洲最大、内蒙古首条

多规格硅酸钙板生产线和“绿色纳米保

温板”项目建设，提升陶瓷产业发展水

平。推动德晟金属优化升级项目建设，

转产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特钢和合金

钢。

大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鄂

尔多斯正加快尚德药缘抗癌新药研发生

产项目建设，加快华泽20万吨高端精密

铸造等项目建设，推动洛阳双瑞风电叶

片、神传现代矿用设备生产基地等项目

投产。推进京东方第5.5代显示器项目投

产，促进杭州暾澜区块链云计算园区示

范项目、泛城科技通用计算产业园等项

目开工。加快思伊纳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生产基地项目落地和锂佳能源年产3

万吨锂电池、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

等项目建设。推动久科环保产业园启动

运行。加快推进联博20万吨二氧化碳回

收、勇创300万吨细粒煤炭加工回收等

环保项目投产，着力构建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格局。

《金融世界》：鄂尔多斯如何打造

多点产业支撑、多元优势互补、多极市

场承载的现代产业体系？

斯琴毕力格：一产与三产的加速跟

进，质效提升，让鄂尔多斯产业布局这

块大蛋糕“营养更足”。

服务业日益成长为推动经济增长、

优化升级、带动就业的一大引擎，随之

而来的是巨大的商机。鄂尔多斯市多措

并举推动服务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现代服务业高效发展如火如荼。

2018年，全市计划实施亿元以上

现代服务业项目82项，完成投资133亿

元。加快黄河大峡谷、鄂尔多斯动物园

海洋馆、草原丝路康镇二期等28个文化

旅游项目建设，打造鄂尔多斯婚礼文化

园“牡丹园”等一批主题公园，建设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支持企业以资产证

券化方式融资，组建市金融控股集团公

司，争取内蒙古银行、渤海银行入驻我

市。同时，积极推进圣圆煤炭集疏运等7

个现代物流业项目建设，加快易肥网化

肥全产业链等5个电商项目建设，推进万

达广场新型商业综合体等商贸流通项目

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而产业兴旺是乡

村振兴的重点，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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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缓，夯实乡村产业基础必须要深

化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年，

全市计划实施亿元以上现代农牧业项目

16项，完成投资22亿元。大力发展定制

农牧业、体验农牧业、休闲农牧业等新

业态，加快推进聚力田园综合体项目、

王窑湾休闲旅游农业产业园，推动伊泰

北牧田园农牧业示范基地、亿利5万亩

沙地节水高效种植示范园等项目建成投

产。年内新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20家、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300家。

《金融世界》：鄂尔多斯市如何全

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打造“鄂尔多斯

温暖全世界”品牌，使旅游业从“城市

边缘产业”成为“牵动城市转型的战略

性支柱产业”?

斯琴毕力格：自2016年被列为第二

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以来，

鄂尔多斯市抢抓机遇，高起点规划，打

造“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旅游品牌，

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为此，2017

年，市委市政府制定关于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实施意见，首先从政策导

向和创新管理体制入手，进一步突出旅

游业作为综合性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引领带动作用，形成加快文化旅游业发

展的强大合力。

项目建设是全域旅游发展的核心载

体。市里设立了5亿元文化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基金，调动各类企业、组织、

人群参与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据了解，2017年鄂尔多斯

共调度推进旅游重点项目111个，累计

完成投资40.99亿元。全市大力实施“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工程，发挥旅游业

带动、融合、集聚效应，推动旅游业与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一业

带百业”的产业发展环境。

鄂尔多斯充分发挥“旅游 + ”优

势，升级城市建设。康巴什新区成为国

内首个以城市景观为载体的国家4A级旅

游景区。推动“旅游+工业”，借助驰

名中外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品牌影响力，

推出了集产品展示与销售、休闲旅游与

活动体验于一体的大型现代羊绒工业旅

游区，伊金霍洛旗依托现代化煤矿和大

型煤化工企业，正在打造矿下探秘等特

色煤炭工业旅游产品；推动“旅游+新

农村新牧区建设”，美丽乡村旅游节推

出欣赏民间文艺表演、娱乐竞技、商品

展览等系列体验活动，让游客沉醉在草

原风景和田园风光中；推动“旅游+健

康养生”，积极实施“健康鄂尔多斯”

工程，加大健康旅游新产品培育和开发

力度；推动“旅游+文化体育”，设计

推出舞台剧、国际马拉松、冰上龙舟等

文化体育项目。

2017年，鄂尔多斯生产总值3580

亿元，其中旅游业总收入378.25亿元，

占GDP的10.6%，逐步成为战略性支柱

产业。2018年1-8月，全市共接待游客

1113.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2%，实现

旅游收入312.29亿元，同比增长19.3%。

鄂尔多斯旅游业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成为牵动城市转型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金融世界》：万物生息要有良好

的自然生态，产业发展也要有良好的产

业生态相匹配。鄂尔多斯如何致力于为

各类发展主体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斯 琴 毕 力 格 ：第一，政策环境不

断改善。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深化“一站办好、全市通办、最多跑一

趟”改革，让优质政务服务成为新的核

心竞争力。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

企业各项政策措施，全面规范清理各类

涉企收费，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第二，交通环境四通八达。加快蒙

华铁路、省道S215线通史至靖边段、

鄂托克前旗通用机场等42个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

撑。

第三，生态环境宜业宜居。牢固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产业为生态

让路，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十大孔兑

生态减沙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快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切实筑牢祖

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鄂尔多斯防线。

第四，对外开放持续升级。推进更

高层次对外开放，推动内陆港建设，加

快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及保税加工项目

建设，积极申报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不断提升对外贸易水平。全面

落实《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大

力推动《2018年呼包鄂协同发展市长联

席会议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合作事项》

落地，为呼包鄂协同发展贡献鄂尔多斯

力量。

《金融世界》：鄂尔多斯未来将构

建怎样的产业布局?

斯琴毕力格：下一步，鄂尔多斯市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

加速新旧动能转化，走出一条资源型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到“十三五”末，重点在以下几个

方面取得新突破：一是着力推进煤炭就

地转化和清洁利用，力争现代煤化工产

能达到2000万吨，煤炭就地转化率达到

30%以上。二是着力提升煤化工精深和

终端加工比重，提高产品附加值，力争

精细化学品产能占煤化工产能达到50%

以上。三是着力构建多元发展、多能综

合利用的清洁能源供给体系，力争新能

源占电力总装机容量比重达到30%。四

是着力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力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规模集群

效应，服务业占比达到50%。 

“补前端”提升就地配套率、“延

后端”整合打通全链条、“强高端”全

面融入高价值链，打造充满活力的创新

创业环境、配置合理的要素供给环境、

高效便捷的营商服务环境、衔接配套的

产业链条环境和支撑有力的基础设施环

境。

新形势下保险资金运用
更应坚守价值投资理念
——专访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

 本刊记者  王虎云／文

20 18年，保险资金运用迎来不

少新变化，比如资产管理业

务新规下发，保险资金运用再添新渠

道，市场环境变化使保险资金收益承

压……这些变数给保险资金运用带来哪

些影响？未来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向是否

会发生变化？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

采访了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

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

《金融世界》：资管新规下发后，

保险资产管理受到了哪些影响？

曹德云：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

行等部委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

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7月下发《关于

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

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随后，银

保监会和证监会也先后下发了一系列相

关实施细则。这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市

场制度规则体系框架的基本确立，将重

塑资产管理市场的新生态和新格局。同

时，新规明确了保险资产管理业的市场

地位，为行业未来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

重要基础和空间。

在新规下，保险资产管理业必须

坚持从保险主业出发，明确发展方向

和发展边界。一是要认清自身特点，保

险业在产品上以提供风险保障为目标，

在模式上以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为基础，

在理念上以注重安全稳健责任为核心。

二是要发挥专业特长，保险资产配置注

重分散化、多元化、多样化，注重长期

配置、大类配置和战略配置，保险资产

管理业要发挥这一专业特长，在保险资

产、养老金资产等长期资产管理中发挥

重要作用。三是坚守投资理念，做好长

期投资、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和责任投

资，当好社会经济金融建设的稳定器和

推进器。四是始终坚持安全、稳健、有

效的原则，要有真实需求、适合载体、

良好机制、简约架构、风险可控，给市

场、给投资者、给投保人带来价值。五

是注重协同合作，保险资产配置需要与

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协作协同完

成，各类资管机构之间取长补短，互通

有无，才能共赢发展。六是服务实体经

济，保险资金运用要始终把国家需要、

社会需要和公众需要与行业自身发展需

要有机融合，充分发挥资金融通、优化

配置、提高效能的积极作用。

《金融世界》：近期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开始设立专项产品，为优质上市公

司和民营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能否

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曹德云：A股市场上市公司股权质

押流动性风险已对民营企业、上市公司

和资本市场发展带来潜在影响。银保监

会2018年10月24日发布《关于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有关事项的

通知》以来，截至目前，国寿资产、太

平资产、人保资产、阳光资产、新华资

产、泰康资产等相继设立了合计规模超

过千亿元的系列专项产品。国寿资产凤

凰专项产品购买通威股份累计超过5%，

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这标志着保

险资金以专项产品形式参与化解上市公

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进入实质性操作

阶段。

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设立专项产

品过程中，要高度关注规范操作和风险

控制问题：一是要严格按照银保监会下

发通知要求，在资格条件、投资范围、

退出安排、风控措施、运行机制等环节

的操作上符合文件精神；二是要始终把

防范风险放在首位，保持稳健审慎的

态度，注意防范市场风险、关联交易风

险、集中度风险和道德风险，严控内幕

新 规 为 行 业 未 来
长 期 健 康 发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基 础 和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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