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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
“加速度”内蒙古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
◇晨报融媒记者 张鹰
随着地铁、高铁的陆续运营，内
蒙古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融入京津
冀经济圈、京津 1小时经济圈……
高铁时代，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底能
给内蒙古带来什么，但作为后入者，
内蒙古对高铁同样满怀期待。

北京向西：
你们准备好了吗？
20世纪 50年代，从呼和浩特
前 往 北 京 的 慢 火 车 需 20多 个 小
时。如今，呼和浩特至北京，
“ 复兴
号”高铁列车最快 2小时 9分即可
抵达。数据显示：张呼高铁开行以
来，日均发送旅客达到 1.
1万人次以
上，上座率达到 90%。从北京北至
呼和浩特东，跨越 450座桥梁（含框
架），穿越 39座双线隧道……2小时
9分，刷新的不仅是速度，更是沿线
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的
出行体验。
“北京往西一步，就是乌兰察
布。”曾经人们口中笑谈的“北京八
环 ”如 今 距 离 北 京 仅 仅 一 个 多 小
时。乌兰察布市市长费东斌曾表
示，乌兰察布市是距北京最近的没
有雾霾的城市，因此，乌兰察布市的
旅游业也将搭乘高铁的快车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期。
当然，这个发展期还将有 5-6
个月的缓冲阶段，内蒙古的冰雪旅
游还在起步阶段，还不足以吸引更
多的京津冀旅游消费，但拥有 11个
4A级景区，境内遍布森林湖泊、温
泉火山、远古遗迹，特别是拥有“神
舟飞船回归的杜尔伯特草原”
“辉腾
锡勒高山草甸草原”
“乌兰哈达火山
草原”三大全类型草原的乌兰察布，
历来是全国游客在夏季的休闲度
假、避暑胜地。
丰镇市海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魏华告诉记者：
“高铁的开通
肯定会加大旅游业的发展，这对我
们食品企业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
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如何把内蒙古
文化和中式糕饼相结合，让更多的
的游客能够接受是急需解决的问

委员谈高铁
◇晨报融媒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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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呼高铁刷新的不仅是速度
题。
”
民企的思考其实也是市场的需
要，云南的伴手礼鲜花饼，只有一个
单品就卖到了几十亿，北京的老字
号稻香村，产值达到 130多亿，黄山
烧饼一年也能卖几十个亿，而这一
切都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机会给有准备的人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乌兰
察布市在编制全市旅游业发展《总
体规划》的基础上，先后出台了全域
旅游、红色旅游、自驾旅游、县域旅
游等一系列规划，确立了“生态草
原 避暑之都 冰雪乐园”的发展定
位，以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
而与之相比，再向西一步是呼
包鄂榆城市群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
呼和浩特市，随着京呼高铁的开通，
这座城市将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人
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2018年 2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
复》，将呼和浩特定位为呼包鄂榆城
市群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呼包鄂榆
城市群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
战略格局包昆通道纵轴的北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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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完善沿边开发开放布
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政府了解
到，高铁开通后，呼和浩特市将深度
融入京津冀经济圈，全方位打开现
代工业、农业、旅游、会展、科技、文
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各行业的
升级发展空间。围绕服务京津冀，
全面布局文化旅游、健康养老、文博
会展、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切实
把呼和浩特市自然景观独特、生态
气候宜人、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等优
势发挥出来，把京津冀的人气吸引
过来，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努力在全
区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

专家建议：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在自治区“两会”上，新一步的
高铁动向就已列在了政府工作报告
上，抓好鄂尔多斯至榆林高铁、通辽
至齐齐哈尔高铁建设前期工作。加
上陆续启动的包头至银川高速铁
路；集宁至大同至原平高速铁路建
设，届时，我区将全面融入国家高速
铁路网，沿着不断织密的高速铁路
网，高铁速度带来的发展红利将进
一步延伸。

那么，内蒙古与世界的互联互
通是否也将发生新的改变？北宸智
库首席专家文风认为，高铁属于新
动能，它是由新基建带来的，应该是
朝新产业的方向发展，随着高铁时
代的到来，内蒙古应该建设京呼高
铁新经济走廊。
内蒙古经济学会的徐刚说出了
同样的观点：
高铁进一步扩大了地区
的辐射范围，改变了区域的空间，特
别是将呼包鄂一小时经济圈的半径
一下提高了 200-350公里，这是内
蒙古融入国内区域发展的加速器。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高铁也
在缩小城市间的消费距离，内蒙古
经济学会会长张太平认为，高铁开
通后会快速地使其他的资源要素注
入，但也会带来另一种态势，就是内
蒙古的消费会快速的出去。就像北
京的产品，价格低，种类丰富，这对
内蒙古的消费者是具有吸引力的，
所以高铁时代的来临，是机遇和挑
战并存的，内蒙古应抓住机遇迎接
新的经济发展形式。
事实上，高铁在缩短城市距离
时所产生的跨区域消费已是一种新
的常态，而内蒙古要做的就是如何
让更多的资源汇集在草原。
来自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
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内蒙古的
餐饮总收入已跃入了全国的千亿俱
乐部，2018年餐饮业和住宿业一共
是 1770多亿，2019年餐饮和住宿
预计能超出 2000亿。
高铁带来的改变首当其冲就是
餐饮与旅游业，因此打造呼包鄂、乌
兰察布市、京津冀走廊等新的呼声
越来越高。徐刚认为：内蒙古应推
动高铁旅游休闲带，特别是联合打
造京津冀蒙、黑吉辽蒙、蒙甘宁、蒙
晋陕跨区域旅游，要优先推进乌兰
察布区域性的交通枢纽建设，提升
高铁沿线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这样
才能逐步适应高铁带来的新机遇。
无论如何，随着张呼高铁开通，
又一次拉开了草原高铁的建设大
幕，马背民族的生产生活悄然改变，
高铁的开通到底能为内蒙古带来哪
些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郑俊：2020年全年新开工建设 4个项目、
5条铁路

温晔峰

本报讯 “2020年，是内蒙古
高铁建设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全
年新开工建设 4个项目、5条铁路。”
13日 14时，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委员通
道”上，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郑俊说。
郑俊介绍，截至目前，投资建设
的 5条 铁 路 项 目 已 有 4条 开 通 运
营。呼张高铁于 2019年 12月 30日
与京张高铁同步开通运营，圆了草
原人民进京的高铁梦。通辽至京沈

高铁连接线项目已于 2018年 12月
29日开通运营。呼准鄂快速铁路项
目已于 2017年底开通动车组。乌
兰浩特至白城至长春快速铁路项目
已于 2017年 7月 22日开通动车组。
据郑俊介绍，第一个项目是新
建集宁至大同至原平高铁，总投资
339亿元，线路全长 270公里。第
二个项目是新建包头至银川高铁，
该项目包含两段铁路，一段是包头
至惠农段高铁，线路全长 419公里，
自治区境内为 402公里；另一段是
阿拉善盟巴彦浩特至银川支线快速
铁路，线路全长 110公里，自治区境
内为 75公里，两段铁路总投资 546

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我区中西
部各盟市间的高铁联通并融入国家
高铁网。
第三个项目是锡林浩特至太子
城快速铁路项目，线路全长 393公
里，总投资 125亿元，项目建成后开
行动车组，实现锡盟与北京、张家口
的快速通达。
第四个项目是集宁至通辽电气
化改造项目，这是在原集通铁路基
础上增建复线并进行电气化改造，
线路全长 923公里，总投资 132亿
元，项目建成后开行动车组，形成内
蒙古东中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正在建设的高铁，赤峰至京沈

高铁连接线项目计划于 2020年 7
月底开通运营。
郑俊表示，
“十四五”期间，内蒙
古交通投资集团将按照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总体部署，陆续参与推进
建设包头至榆林、齐齐哈尔至海拉
尔至满洲里、齐齐哈尔至乌兰浩特
至通辽等高铁项目和集宁至二连浩
特、乌兰浩特至阿尔山、阿尔山至海
拉尔等多条既有铁路的电气化改造
项目，着力构建内蒙古的高速快速
铁路网，以满足全区人民群众便捷
出行的需求。同时，还将大力发展
高铁经济，为推动自治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