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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国进入了新时代的必然要求。鄂尔多
斯作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和发展潜力,并且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
阶段,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但是也存在着工业化和生态难以调和的矛
盾。探讨鄂尔多斯工业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深层次原因,为鄂尔多斯早
日实现工业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 鄂尔多斯市；工业化；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有一座煤炭资源富集的城
市,它就是鄂尔多斯,因为地下深埋着数

1.1鄂 尔 多 斯 工 业 化 发 展 取 得 的
成就

集团的数量不断增多、中央大型企业的
引进、世界级发电厂的建设,这些进步都
对社会经济贡献度显著增强。

千亿吨煤炭,煤炭储蓄量占全国煤炭资

2012-2018年间,鄂尔多斯的生产总

源的六分之一,多年以来煤炭产量在全

值增长一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其中,

国稳居第一,素有“煤都”之称。煤炭是

第一产业(各类职业农牧民和各类林业、

鄂尔多斯市的支柱产业,为当地人民带

渔业、牧业等农业原始产品)整体较低,

鄂尔多斯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大

来大量财富,是鄂尔多斯“发家致富”的

且增长较慢。然而,鄂尔多斯的第二产业

力发展绿色生态新兴产业。红色教育基

主要来源,这座城市也由此成为中国发

(各类专业工人和各类工业或产品)和第

地和旅游亮点项目投入运营,云计算和

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然而,产业单调、环

三产业(各类服务或商品)高速增长且有

大数据产业基础不断夯实,非资源型产

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相继出现,“挖

所波动,这与鄂尔多斯从2016年以来全

业项目进展顺利,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煤卖煤”的传统发展方式己经不能适应

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去除高污染高耗能

如今,鄂尔多斯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逐

未来社会的发展。深入贯彻以“绿水青

过剩产能,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步形成,经济发展多点支撑、多元互补,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和“五化协同发

的理念密不可分。

新旧动能完美转化,更显活力和韧性。

1.2鄂尔多斯生态保护方面取得的
成就

展”理论及其实践范式,正确把握新时代

近年来,鄂尔多斯积极响应国家号

在防治荒漠化中,鄂尔多斯充分运

高质量发展要义,鄂尔多斯市作为我国

召,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质

用产业化的理念治沙,以发展沙漠生态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城市,产业转型

量第一、效益优先,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

产业和沙漠旅游为抓手,形成了沙漠治

势在必行,而转型崛起则是机遇与挑战

路上昂首迈进。转变传统发展方式,积极

理和产业兴旺的双赢。闻名中外的库布

并存。

推动对传统产业体质增效,鄂尔多斯坚

其沙漠沙漠,经过几代鄂尔多斯人的艰

1 鄂尔多斯工业化与生态保护
发展取得的成就

持从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入手,积极推动

苦治沙,沙漠的三分之一已被绿化,鄂尔

煤炭产业优化升级,通过资源开采清洁

多斯凭借荒漠化治理所取得的成就被评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和西部大开发逐

化、能源转化高端化、能源利用多元化,

为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步推进,鄂尔多斯市凭借着自己得天独

实现直接液化污水近零排放,提升煤炭

同时向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智慧和

厚的丰富资源,开拓了一条具有地区特

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打造全国

模式。

色的工业化发展之路,同时生态保护发

煤炭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和现代煤化工生

展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果,鄂尔多斯大

产示范基地。如今,鄂尔多斯工业规模和

2 鄂尔多斯工业高质量发展面
临的挑战

跨步的发展节奏震惊世界,被人们成为

行业体系壮大完善,结构调整和产业布

“鄂尔多斯奇迹”。

局日趋优化、民营企业乃至世界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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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建立

助能源优势不仅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3 鄂尔多斯工业化与生态保护
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考

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温室气体

鄂尔多斯工业发展的优势是能源

和生态环境恢复制度。此外,强化制度

和固体废弃物,这些工业垃圾不仅给当

资 源富 集 ,要想开启现代工业化新格

执行的落实情况,建立督促检查的长效

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也当地政府

局,就 要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机制,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对只

带来了巨大的治理成本。虽然近几年鄂

讲的关系。

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鄂尔多斯借

生态环境使用有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

尔多斯市推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1正确理解高质量发展

行为持零容忍的态度,助力防止污染攻

通过加快去除高能耗高污染的过剩落后

进 入 新 时 代 ,推 动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坚战。

产能,提升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与此同时,淘汰过剩落后产能带来失业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

人员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失业救助、

必然要求。鄂尔多斯虽经凭借得天独

资金补偿和人员安置等方面的支出负担

厚的资源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

该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也会增加。

应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

因此鄂尔多斯政府要明确定位政府在

2.2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任务艰巨

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强、

城市工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鄂尔多斯资源禀赋,长期依靠能源

环境污染、新兴产业培育滞后、人才

关系中的角色,并制定合理正确的处理

资源发展经济的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改

基础薄弱等问题并不符合高质量发展

此关系的相关政策,政府作为生态文明

变。转变发展方式是资源型城市经济发

的目标和要求。高质量发展则要求摒

建设的主体,要做好公共服务的兜底职

展的大势所趋,很多地区己经在这方面

弃 不 充 分不全面的发展,转变发展方

能,面对市场失灵的现象化解各类经济

取得了一定成果。当然,其中也包括鄂尔

式 和 增 长动力,激发市场创新主体活

风险的能力,提供人力、资金、政策的

多斯市,但是鄂尔多斯市在发展的过程

力 ,把 人 才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

支持,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推进生

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产业链不完备、

心,创造一流的绿色发展环境,形成开

态文明工程的落地,建立生态评估监督

工业附加值不高、尤其是产业结构方面

放经济发展新优势。

体系,成为高效服务的政府。同时,政府

较为单一,产业布局欠合理。在技术研
发、工艺流程、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缺乏

3.2正确处理好工业化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

3.2.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协调社会
各方关系
国家领导人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

要协调好自身与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
关系,转变原来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

核心竞争力和创造力,产业转型升级任

工业化进程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

方式,打造政府、市场、企业各司其职

重道远。服务业在所有产业中的比例太

关系,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生态环

协调合作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地区国民

低。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如何提升新兴

境保护做得好,自然资源再生能力强,工

经济指标考核过程中,不能单单以GDP

产业的发展速度是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

业化发展的空间才会更加广阔、后劲才

论英雄,改变以往重经济指标、忽视环

问题。

会更足。同时工业化发展又能为生态环

境效益的方法,要把资源消耗和生态效

境修复与建设等提供坚实物质保障。鄂

益纳入政绩的考察范围,促进绿色发展

尔多斯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应该从以

制度体系建设。

2.3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仍面临
很大压力
曾今,鄂尔多斯当地人民为了追求
经济利益,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造成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尽管近年来

下几方面着手：
3.2.1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生态
制度保障。

3.2.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践行绿色
消费方式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循环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部分污染物排

国家领导人指出：“只有实行最严

放有所遏制,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但是有

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

业都要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首先,

不容乐观的方面：首先是由于自然条件

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鄂尔多斯在

加大对第一产业供给能力和水平的支

的限制形成了农业和工业争水的恶性循

响应国家号召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的

持力度,放大绿色农业特色,努力加快

环局面；其次是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

过程中,不断强化监管制度,增强监管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搭建农、林、牧、

进行矿产开发造成的地面塌陷、破坏土

能力,形成生态监管体系现代化。在推

渔等多产业的循环农业生产模式,转变

地、生产固体废弃物等,且治理速度跟不

进鄂尔多斯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健全自

靠天吃饭的传统农牧业老路,助力乡村

上破坏的速度；再次是植被破坏导致土

然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管理、资源环境

振兴战略。其次,要用循环经济模式来

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的问题严重。

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等一系列制度。同时,

指导工业化进程,转变传统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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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丢弃”工业化发展模式,通过发

展和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加强

鄂尔多斯调查队.鄂尔多斯市 2018 年国

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技术创新驱动,落实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鄂尔多

延长产业价值链,减少对原生材料的初

力度,推进使用节能且环保的设备、低碳

斯日报,2019-03-19(004).

始需要,避免对于资源的过度浪费,努

的技术和工艺,全方位实施绿色制造体

力构建产业规模化集约化高值化的全

系。创建绿色体系的供应链,强化绿色企

国煤化工循环增长专业基地。最后,加

业的发展,加强绿色监管,加快建设清

强对第三产业的引导作用,通过发展非

洁、有效、低碳、可持续的制造体系,

资源型新兴科技创新产业、文化旅游业

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企业是产业创

现代物流业等再造绿色服务业新动能,

新主体,因此要产业发展要与时俱进,不

从而提高第三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在

断升级和更新现有企业创新平台,支持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注意重组优势资

和扶持重点企业建立高端研发和创新平

源,三大产业相互协调、相互供给,充分

台。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可以促使政府管

发挥各自的优势。提升整个社会范围内

理形式创新,构建低成本、便捷、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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