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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西部，是烏海市三區
之一，區域面積1005平方公里。海南區地理位置優
越，東依鄂爾多斯高原，西傍黃河，南與寧夏接
壤，北與河套平原毗鄰，交通便捷，輻射寧、蒙、
陝、甘四省區。

方興未艾的潛力海南
海南區境內資源富集，已探明儲量的礦產資源

有30多種，其中煤炭儲量25億噸，佔烏海市儲量的
60%；石灰岩200多億噸，佔烏海市儲量的70%；高
嶺土18億噸，約佔全國儲量的五分之一；資源儲量
大、品位高、易開採、配置條件好，工業綜合利用
價值高；黃河流經境內73公里，地下水儲量充足豐
沛。

海南經濟開發區是內蒙古自治區20個重點工
業園區之一，按照 「一園多區規劃、分區

產業集聚」的思路，已形成 「煤
焦化工園、氯鹼化工

園 、 物 流

中心園」三個區域，科學集聚產業，合理擺布項
目，提高了工業園區集聚和承載能力。正在規劃的
烏海市經濟開發區南區位於海南區巴音陶亥鎮，與
寧東國家能源基地、上海廟工業園區呈鼎足之勢。

蓬勃發展的活力海南
作為烏海市唯一的工業布局區，海南區依托資

源和產業基礎優勢，圍繞打造全國重要的煤焦化、
氯鹼化工生產基地，對工業經濟結構進行大範圍、
寬領域的調整，建成一批投資規模大、科技含量
高、帶動能力強的重點項目，煤焦化、氯鹼化工生
產基地具有相當規模。

目前已形成 1300 萬噸原煤、2000 萬噸洗煤、
800萬噸焦炭、30萬噸PVC、300萬噸水泥的年生產
能力；到2015年，將形成1500萬噸原煤、4000萬噸
洗煤、1000萬噸焦炭、200萬噸PVC、600萬噸水泥
的年生產能力。大力發展煤氣、煤焦油深加工和
PVC、PVC 深加工及氯鹼下游產品，天然氣、塑
膠、製藥等一批產業鏈延伸項目，建立起 「煤—煤
焦—煤焦化工產品」、 「煤—電—電石—氯鹼化工

產品」、 「煤—電—特色冶金產品」三

條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產業鏈，能源、化工、建
材等支柱產業迅速發展壯大。西部區域生產性服務
業物流中心已具規模，全區形成2000萬噸的年貨運
能力，物流項目全部建成後，年貨運能力將達到
6000萬噸。

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海南區將進一步調整產
業結構、轉型升級，大力發展精細化工、新能源等
繼續替代產業，工業經濟向多元發展、多極支撐轉
變。

心馳神往的魅力海南
海南區境內有着人傑地靈、悠久深遠的歷史遺

跡，這裡有僅次於西藏布達拉宮的藏傳佛教第二大
寺廟滿巴拉僧廟，記錄遠古文明的桌子山巖畫，流
傳千載的烽火台，自然天成的一線天、奇峽谷，歷
經風霜的植物界珍稀植物四合木，講述着海南區這
塊神奇土地不同尋常的成長足跡。

坐落在海南區的國家AAA景區滿巴拉僧廟，始
建於清乾隆 43 年距今有 234 年的歷史，是從事蒙醫
藥研究的藏傳佛教聖地，滿巴拉僧廟原係藏語，意
為 「醫方明經院」，漢語譯為 「神聖之廟」，是內
蒙古西部地區最早的蒙醫學府，曾培養出許多有學

識的、精通醫宗教義的醫僧。海南區境內還遍布着
中國特有孑遺單種屬植物——四合木，是最具代表
性的古老殘遺瀕危珍稀植物，被譽為植物的 「活化
石」和植物中的 「大熊貓」。途徑海南區時，在懸
崖峭壁和溝畔石灰岩磬石上，殘存着無數古代巖畫
的遺跡，稱為 「桌子山巖畫」，是距今5000年以上
新石器時代北方遊牧民族的文化遺跡，神態各異、
精美絕倫，是中國巖畫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所有的歷史印記，都表明着海南區從古至
今就是一個人們創業的風水寶地。作為一座移民城
市，海南區包容吸納着來自五湖四海投資創業的人
們，這裡的人們把辛勤的汗水和收穫的喜悅奉獻給
了這片熱土，相互交融、政通人和、和諧興盛，造
就了海南人海納百川、熱情直爽的豪邁性格。

而北方海南豐富的旅遊資源更是吸引着各地遊
客紛至沓來，桌子山上聆聽蒙古民族的遠古傳說，
拉僧廟前感受藏蒙文化的博大精深，黃河濕地陶醉
大自然的神奇魅力，草牧場上豪飲暢談人間真
情……

北方海南，一定會成為你
實現夢想的第二故鄉。

北方海南，內蒙古自治區煤化工、氯鹼化工基地；
北方海南，中國西部區域生產性物流業服務中心；
北方海南，厚積薄發，烏海市主要工業布局區；
北方海南，地域廣闊，面積佔烏海市三分之二；
北方海南，資源稟賦富庶之地，聯通八方便捷之所；
北方海南，海納百川包容之風，藏蒙文化融匯之處；

文：王昕睿

烏海市烏達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西部，居 「蒙寧經濟區」 中心地帶，地理位置優越，礦產資源豐富。近年
來，地區奏響科學發展之強音，扣緊轉型發展之脈搏，在 「艱苦奮鬥、無私奉獻、鍥而不捨、勇往直前」 的烏達
精神指引下，13萬烏達人民砥礪奮進、續寫輝煌，一幅富裕、文明、和諧、魅力的新畫卷躍動在這方春潮激蕩的
大地上。 文：康艷紅 王秋華

烏達區 砥礪奮進鑄輝煌

在世人的眼中，廣袤的中國大西北，遼闊的內
蒙古高原西部，是草原、戈壁、沙漠、礦產，是偏
僻、閉塞、貧窮、落後。過去的確如此，可如今您
還這樣看，那就錯了！

歷經十餘年的西部大開發，這片土地已經煥發
出勃勃生機。作為其中的代表之一，近年來，海勃
灣區全面推進經濟和城市轉型、打造內蒙古西部區
域中心城市，經濟社會實現了跨越式發展。2011
年，地區生產總值完成182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達到 22820 元。烏海機場航班直達北京、上
海、天津、廣州、西安等城市，包蘭、東烏、臨策
鐵路，109、110 國道，京藏、榮烏高速公路等交通

幹線匯聚於此，形成了立體交通網絡。

依託資源優勢，推進經濟轉型，經濟
結構由資源型產業單極帶動向優勢傳統產
業和非資源型產業雙輪驅動轉變

海勃灣區已探明可開採的礦產有煉焦煤、石灰
石、石英砂、煤系高嶺土等37種，儲量和品位在內
蒙古自治區乃至全國都位於前列。黃河穿越50餘公
里。鄰近200公里範圍還有鹽、碱、芒硝、石膏、無
煙煤等礦產，為工業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豐富的礦產資源是海勃灣區發展依託的基點，卻不
是發展依賴的終點。

海勃灣區堅持工業轉型升級，堅定地發展循環
經濟、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改造化工、建材、
冶金、能源等傳統主導產業，全力發展非資源產
業，工業經濟從資源型產業單極帶動轉向優勢傳統
產業和非資源型產業雙輪驅動。

烏海經濟開發區千里山園區是海勃灣區推進經
濟轉型的主戰場，也是內蒙古自治區20個重點開發
區之一。目前已形成 「一園三區四大產業集群」的
產業發展格局，園區重點打造北部煤化工、冶金建
材區，中部機械裝備製造區、PVC 深加工、電器加

工製造區，南部新材料和環保節能技術區四大產業
集群。園區水、電、路、通訊、排污等基礎設施已
實現高標準配套，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平台。
吸引了陝汽烏海新能源專用車、華油煤氣製天然
氣、隆興佰鴻LED節能燈具等投資220 億元的90 個
項目進駐園區。初步形成了煤—焦─冶金─機械加
工—裝備製造—汽車製造—汽車改裝、煤─焦─煤
氣─天然氣─天然氣綜合利用—新能源汽車製造等
多條相互聯繫、相互交織的產業鏈，構築起了以循
環經濟為特徵的產業框架體系。

依託區位優勢，推進城市轉型，城市
建設由服務本地工礦區的中心城區向輻射
服務周邊地區的區域中心城市轉變

海勃灣區是以烏海市為中心的近萬平方公里範
圍內唯一的城市功能完善、服務業較發達的區域中
心城區。

近年來，海勃灣區通過明確功能區劃，以重點
項目為支撐、以服務業集聚區建設為載體，突出商
貿、物流、餐飲、住宿、文化旅遊、金融等重點領
域，提高服務業市場化、專業化水平，積極引進星
級酒店、大型零售、高檔娛樂、特色餐飲等項目，

通用時代廣場、維多利財富廣場等大型綜合商業設
施的建設，形成了城市中心商業圈。同時，在城郊
建設三大專業化市場、兩大物流園區，發展生產性
和生活性服務業，服務中心城市，輻射鄰近地區六
大工業園區、近80萬人口，構建多元發展、多極增
長的現代產業體系。

海勃灣區曾經是沙漠邊緣的煤城，而今正在向
生態綠洲型山水園林宜居城區轉變。在穩步推進舊
城區拆遷改造，完善城市基礎設施的同時，依託即
將建成的黃河海勃灣水利樞紐工程形成118平方公里
的 「烏海湖」的歷史契機，高起點、高標準規劃、
建設了濱河新區和海北新城，將黃河納入城市景
觀，並規劃了繞城水系， 「城在水上，水在城
中」，真正臨水而居、親水而憩，給城市平添了幾
分靈氣、幾分大氣。

甘德爾生態文明景區、北郊生態林等築起了城
市綠色屏障。城區內 6 大主題公園、30 多個小公
園，帶來了清新的空氣、怡人的綠色，成為市民休
閒的好去處，盡顯着城市的生態品質和勃勃生機。
同時，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長
足發展，海勃灣正在由服務本地工礦區的中心城區
向輻射服務周邊地區的區域中心城市轉變。

海勃灣區位於內蒙古與寧夏交界處，是華北通往西北的門戶，是寧蒙陝經濟區和沿
黃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內蒙古西部重化工業基地核心區，是烏海市的政治、經濟、
文化、教育中心，輻射服務大烏海區域六大工業園區、近80萬人口。 文：王明磊

投資沃土 宜居寶地

海勃灣 建設中的內蒙古西部區域中心城區

自治區及市領導蒞臨烏達區愛民佳苑社區服
務中心參觀指導該區文化建設

海勃灣全景

陝汽烏海新能源專用汽車項目

「十 一 五 」 期 間 ， 烏 達 區 GDP 年 均 遞 增
29.1%，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16.1%，農區
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速 14.7%。2011 年全區 GDP
完成148.63億元，同比增長18.4%，均高於自治區、
烏海市平均水平，地區經濟在調整轉型中平穩健康
發展。跨入 「十二五」以來，烏達區以科學發展觀
為統領，圍繞 「加快兩個轉型，打造一個中心」的
總目標，全區上下凝心聚力抓建設、與時俱進謀發
展。

工業轉型 循環經濟鳳舞九天
烏達區把工業經濟結構調整轉型作為推動科學

發展的關鍵。以打造西部重化工循環經濟產業基地
為目標，按照 「產業多元、產業延伸、產業升級」
的要求，在突出培育能源、化工、特色冶金三大支
柱產業，做大電石、PVC 等主導產業的基礎上，大
力發展延鏈、補鏈和精細化工項目，使地區工業不
斷向多元化、精細化、高新技術方向發展。隨着自
治區循環經濟試點示範園區的命名、湖北宜化等全
國500強企業的進駐、內蒙古首家 「中國產學研合作

創新示範基地」掛牌成立、君正科技等一批國家級
高新技術企業的命名，烏達區工業轉型之路脈絡清
晰、步伐堅實。

城市轉型 生態綠洲以水興城
「北移東靠」戰略是烏達區調整城區布局結

構、推進城市轉型發展的重大舉措。人民公園、市
民廣場、特色主題公園、巴音賽河生態景觀工程、
西山生態治理工程、烏蘭淖爾生態休閒體育園等一
批生態項目為烏達區增靚不少。規劃建設濱河西區
將 「以山為魂，以綠為脈，以水為韻」，屆時，一
座集 「黃河明珠」、 「書法之城」、 「葡萄之
鄉」、 「沙漠綠洲」多種元素為一體的生態綠洲山
水園林宜居城區將在內蒙古西部展示殆盡。

關注民生 和諧畫卷抒寫幸福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烏達區始終把關注

民生作為想問題、做決策的出發點，把百姓得實惠
作為檢驗經濟發展成果的落腳點，一系列涉及住
房、教育、醫療、就業的惠民工程奏響着發展為民

的新樂章，民生效益在富民優先中逐步顯現。保障
性安居工程穩步推進，棚戶區、沉陷區、庫區七成
以上的居民得到安置；教育事業快速推進，綜合實
力顯著提升；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部實行基本
藥物零差率銷售；全面消除 「零就業」家庭；最低
生活保障、醫療救助、貧困助學、特困幫扶工作扎
實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不斷提升。

投資勝地 全心服務成就夢想
烏達這片土地從來就是放飛夢想，創造業績的

地方。2012 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在科學發展、跨
越發展、和諧發展的征程中，烏達區以只爭朝夕的
精神，以打造自治區西部重化工基地為目標，不斷
完善基礎設施等項目配套設施建設，為企業入駐創
造條件。

烏達區創新思路，提高招商引資吸引力，將優
惠政策由僅局限於稅收的優惠，轉化為服務優惠、
投資環境優惠、後續服務優惠等全方位優惠。進一
步深化 「親商、幫商、富商」的理念，確保項目
「招得進」、 「留得住」，充分發揮 「以企引企、

以商招商」的連鎖效應，找準切入點，積極承接發
達地區產業轉移，延伸和補全產業鏈。

在項目選擇上，烏達區嚴把招商選商關，不斷
更新完善招商引資項目冊，以四大支柱產業為基
礎，編制現有產業延鏈、補鏈項目，增加戰略新興
材料、新能源、裝備製造業、節能環保等國家鼓勵
類項目，使招商引資項目冊更加精細化和實用化。

游龍巨筆書遠志，扶搖直上弄潮頭。走進新城
烏達，看到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波瀾，觸到的是澎
湃奔湧的激情，嗅到的是拚搏向上的氣息，聽到的
是文明成長的聲音！烏達區在經濟轉型、城市轉型
的道路上厚積薄發、銳意進取，用科學、轉型穩控
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用生態、濱水勾勒出城市
的新興面貌，用富足、和諧譜寫着百姓的幸福生
活，地區經濟社會正朝着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大踏
步前進。

北方海南 成就夢想的地方

藏傳佛教第二大
寺廟——滿巴拉僧廟

廣袤的土地 挺拔的群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