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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看看中中国国西西北北角角 55

新华社银川 9 月 12 日电(记者曹健、张亮)
大漠孤烟，黄沙漫道。千百年来，苍茫萧瑟的
意象在边塞诗人的作品中代代相传。时至今
日，再看中国西北角，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科技进步，那里正
不断发生可喜的变化。

西北腹地？开放前沿！

长期在青岛生活、以港口贸易为主要工作的
焦建民，却来到了离海千里之遥的乌鲁木齐，担
任青岛港国际货运物流有限公司驻新疆办事处主
任。

今年 6 月，乌鲁木齐-青岛港-孟加拉海铁
联运班列首次开行。“青岛港西移，可以说是把
4000 多公里外的‘码头’搬到了新疆。”焦建
民说，乌鲁木齐至青岛再到孟加拉国，实行联运
后比原来节约近半个月时间。

焦建民千里觅商机只是近年来西北加大开放
力度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抢抓“一带一路”建
设机遇，西北各省区纷纷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

通过开通国际货运班列、加快空中通道建设、口
岸开放等多种手段加大开放步伐。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宁夏依托中国—阿
拉伯国家博览会平台，大力发展与阿拉伯国家
的经贸关系，与沙特、阿曼、毛里塔尼亚等合
作建设的境外产业园助力国内企业走出去。随
着银川-迪拜、银川-曼谷等航线的开通，银川
航空口岸国际旅客吞吐量跨越式增长， 2016 年
同比增长 72% 。

陕西省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一列
列国际班列从古城西安起步，再续丝路辉煌。
“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 2013 年开行以来运行
车数突破万车，将大量“中国制造”运往中亚 5
国。

资源匮乏？风光无限！

风沙大、烈日晒，这是西北给人的固有印
象。这一环境特征虽未改变，然而换一种资源观
来看，“无限的风光”是宝贵的清洁能源，是值
得西北各省区大力挖掘的“宝藏”。

灵州—绍兴±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灵州换流站在完成这一千里输送中，其作用相当
于人的大脑。记者在灵州换流站看到，这个工程
相当复杂，占地 400 多亩的换流站内密密麻麻、
高低错落地布满了各种输变电装置，给人一种
“大国工程”的震撼感，而不远处风电场的一片
片硕大的风机叶片随风转动。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科信部部长丁茂生解释
说，电以光的速度传输，有了特高直流输电工
程，西北的风转变为电能直至输送到上千公里外
的千家万户，只需毫秒就能实现。

和宁夏一样，西北各省区都是绿色能源富集
区，昔日抛之不去的劣势，如今却成了得天独厚
的优势。今年 6 月，青海省创造了一个全国“第
一”——— 连续 7 天全省所有用电均来自水、太阳
能及风力发电产生的绿色能源，在全国首次实现
一省范围内供电“零排放”。

不仅仅自己享用，±800 千伏、±1000 千
伏、±1100 千伏，一条条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横跨祖国东西，将西北大量清洁电源源不断输往
全国各地，为当地发展贡献着“西北力量”。
“炎炎夏日，东南沿海的群众虽吹不上西北的凉
风，凉风产生的电能却能给他们带去清凉。”国
网宁夏电力公司调控中心总工程师项丽说。

荒漠戈壁？塞北江南！

北风折草，八月飞雪。边塞诗人笔下的西北
总是不可名状的荒凉。然而观念和技术之变却能
“释放魔力”，让昔日的不毛之地焕发令人难以
想象的生机。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十年九旱，“春种一
粒麦，秋收一棵草”。从 2006 年开始，通渭县
根据当地秋季降水相对较多的实际，率先探索出
“全膜双垄沟播”旱作农业技术。

甘肃省农牧厅种植业处副处长潘新解释说，
通过在农田里起陇、覆膜，一方面限制土壤水分
蒸发，另一方面提高垄沟雨水收集，据测算，当
土壤湿度达 20% 时，每亩地相当于蓄水 300 立
方米。

每年推广超过 1000 万亩，年增产粮食超过
100 万吨，这两个靓丽的数据量化了甘肃省近年
来旱作农业推广的丰硕成果。

而这项新技术不仅惠及甘肃，也造福着陕
西、宁夏、新疆、青海等省区旱作区群众，土豆
产量大幅提升、玉米种植区域扩大……农业科技
成为旱作区守望在田野的“及时雨”。

戈壁也能种瓜？这是不少人听说宁夏硒砂瓜
后条件反射式的疑问。宁夏中卫市香山地区群
众，通过在土地上覆盖一层 10 至 15 厘米厚的砂
石颗粒，在砂石下土层上种植西瓜，既合理利用
了光热资源，又能有效节水。

这一看似微小的技术变革，却催生出了年
产值 14 亿元的富民惠民产业。并且由于瓜大味
甜、富含硒锌等微量元素，硒砂瓜获得市场广
泛的认可，全国各地客商每年夏季云集抢购。

实际上，西北荒地变沃土的奇迹，正是尊
重、巧用自然规律的结果。今日之西北，仍有
不少期待改变的标签，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将
来，或许这种改观会超乎想象，而新面貌、新
发展的西北正是大家共同的愿景。
(参与记者:潘莹、王博、郑昕、吴刚、王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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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新兴产业链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果”
新华社西宁 9 月 12 日电(记者骆晓飞)光伏

新能源产业项目“领跑”全国，光电产业、3D 打
印、镁合金等产业项目从无到有，一批新材料技
术填补国内外技术空白……近年来，尤其党的十
八大以来，基于资源优势和既有产业优势，青海
持续推进工业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日渐走出
产业经济“洼地”，甚至在一些领域成为行业“领
头羊”。

地广物博、矿产资源富集，青海在发展资源
型工业经济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关资料显
示，青海已探明有储量的矿产资源 107 种，其中
11 种矿产的储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资源
大省。然而，过度依赖资源型工业造成的资源浪
费严重、产业链偏“粗”偏“短”、工业结构严重失
衡、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弱小等问题也长

期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优先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

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资源的
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深度调整工业经济结
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青海省寻求绿色发展
之路的战略选择。

按照“延伸产业链条、发展优势产业、打造核
心企业、培育产业集群、建设重大产业基地”的思
路，2011 年至 2016 年间，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
验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近 2000 亿元，基本建
立以盐湖化工、油气化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七大
产业为主的主导产业体系。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循环经济中硫的平衡
为核心，逐步形成了氯碱、有色金属冶炼、甲醇与
氟化工相结合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同时，基于丰

富的盐湖锂资源而发展锂电系列产品，形成一条
完整的低碳锂电产业链。

“青海工业结构偏重，产业结构性矛盾比较突
出，结构调整近年来始终是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
主线。”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乔弘志
说，投资结构的调整，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快速崛
起，拉动青海经济保持了相对稳定增长。

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数据显示，
“十二五”以来，青海循环经济、新兴产业投资占一
般性工业投资的比重达到 70% ，尤其在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投资呈现“翻跟头”式的
增长。与此相对应，循环经济和新兴产业对青海经
济的贡献率亦持续保持高增长。

青海省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青海工业投资中采矿业投资同比下降了

24 . 8% ，而新材料、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投资却
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其中，装备制造
投资增长了 1 . 5 倍。

以新能源产业发展为例，2010 年以来，青
海省把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
转型的突破口，先后出台一系列新能源产业规
划以及相关扶持政策，推动新能源发电装机实
现了“每年 100 万千瓦”的增长。

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上半年，青海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874 . 35 万千瓦，占全省电源总装机的 35 . 42%。
同时，光伏发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光伏制造
业的快速成长，青海省已建成投产光伏制造企
业 12 户，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150 亿元，实现产
值超过 100 亿元，带动 1 万余人就业。

在新材料产业领域，青海先后制定《青海省
“十三五”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和《青海省盐湖
锂资源开发利用暂行办法》等规划和扶持政策，
多渠道加大锂资源产业链投资力度，实现了从

“锂资源大省”向“锂产业强省”的转变。
目前，青海省已建成碳酸锂产能 3 . 8 万

吨，在建产能达 9 万吨，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碳
酸锂生产基地。

“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已成为青海
的支柱产业。”青海省统计局副局长康玲介
绍，目前，青海新能源产业在工业中的占比约
为 15%，基本形成了光伏和锂电两大完整产
业链条；而新材料产业则形成了新型轻金属
合金材料、新兴化工材料、新兴电子材料等产
业体系。

▲装载着 2000 吨哈萨克斯坦油脂的中亚班列“长安号”首趟回程班列，缓缓驶入西安铁路局新筑车站货场（2016 年 3 月 26 日摄）。新华社发（唐振江摄)

“听水响、看水流、用水贵
如油。”多年来，陕西农民真真
切切地感受着用水的艰辛与
不易。如今，随着以灌溉渠道、
人饮工程等为代表的农村水
利等基础设施短板的逐步补
齐，让农村日益充满水的灵
气，正在陕西全省逐步实现。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莲
花寺镇庄头村是当地出了名
的“良田”，每年灌溉时节，整
齐的支渠、深入田间的毛渠，
让数千亩麦田时时涌动着水
的灵气。庄头村村主任王天
恩说，华州地处关中平原东
端，灌溉条件便利，光照较
强，是陕西小麦成熟最早的
地方之一。完善的水利工程、

配套的灌溉渠道，让这里的
小麦普遍颗粒饱满，亩产量
年年稳定在 900 斤以上。

白水县位于渭北旱塬，
苹果种植面积超过 50 万亩，
被称为“中国苹果之乡”。林
皋镇可仙村农民曹谢虎曾作
为中国农民的代表于 2010
年 10 月登上美国哈佛大学
讲堂，传授中国现代农业发
展“秘笈”。在他的果园里，每一棵苹果树下都
安装了水肥入田的滴灌管，只要在操控室一按
按钮，哗哗的水肥就会流进每一棵待哺的果
树。“通过水肥一体化，铺设滴灌管，果园就能
保证应浇尽浇，不误农时，让我看到了依靠苹
果发家致富的希望。”曹谢虎说。

陕西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十年九
旱的气候特点和陕北、关中、陕南的地理特
征，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田水利的
有力支撑。近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以“柔性
治水”破解水资源短缺瓶颈，明确要求把发展
节水灌溉特别是高效节水灌溉作为扎实推进
陕西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五年来，陕西
全省建设节水灌溉面积 395 . 92 万亩，其中
管灌 、喷灌 、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38 . 77 万亩，为陕西加快推进“粮食为基础、

果畜为支柱、菜茶为特色”的产业布局，提供
了支撑保障作用。

陕西省水利厅厅长王拴虎说，农田水利
为陕西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做出了
巨大贡献。当前，陕西农村水利仍处在制约经
济发展短板和既还历史旧账又支撑现代农业
发展、助力群众脱贫致富的关键时期。“我们
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努力聚焦改善
城乡居民生活有干净安全的水、促进生产发
展有可持续的水、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江
河水系日夜流有望得见的水，在未来五年使
陕西农村水利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记者刘彤)新华社西安 9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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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天业节水示范园区的“无水”水稻田（8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志浩摄

▲这是青海省光伏园区一景(6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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