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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副主席赵青来昌
调研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特变电工：

打造中国装备制造业响亮名片
本报记者 刘茜
9 月 11 日，在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超高压生产
中心绕线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出口到安哥拉、埃塞
俄比亚的变压器。自治区“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
技术员张国云头戴蓝色安全帽，
身着白大褂，一手打着
手电，一手捏着卷尺，围着绕线桩仔细地巡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年来，作为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先行者之一，特变电工抢抓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机遇，以全球视野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开拓
发展新空间，
打造中国名片，
深度融入世界。

业务遍及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特变电工承建的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热电厂
装机总容量达到 400 兆瓦，年总发电量达 22 亿千瓦时，
供暖 430 万平方米，可保障杜尚别地区 70 多万居民冬
季大部分电力供应和取暖需求。
塔吉克斯坦有“山国”之称，国土面积的 93%为山
地，电力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在这种环境下架设电网，全世界都无先例。特变
电工仅用 18 个月，就向塔吉克斯坦人民交付了一座该
国目前建设规模最大、建设效率最高、技术标准国际先
进、环保水平世界领先的现代化热电厂，解决了塔吉克
斯坦首都 20 年来冬季限电和供暖等问题，使首都供暖
热量增加了 2.3 倍。
由特变电工承建的吉尔吉斯斯坦“达特卡—克明”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全线竣工，打
通了该国南北电力大动脉，
为此，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授
予特变电工该国最高荣誉奖章——丹克奖章。
这只是特变电工“走出去”的缩影。
在国际化进程中，特变电工积极践行“一带一路”
倡议，依托在输变电领域自主研制世界领先产品的技
术优势，让“新疆制造”从“装备中国”
走向“装备世界”，
目前公司业务已遍布全球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

参与 20 多个国家的电力规划
由特变电工参与制订的中国特高压交流输电标
准，已经被确定为国际标准，这是特变电工过去 30 年
练就苦练内功的结晶。
特变电工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4%投入科技创新。
目前，特变电工累计拥有国内外专利等千余项，
参与制

（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近 200 项。搭建了国家特
高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3 个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
49 件新产品被认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特变电工先后参与了 20 多个国家的电力规
划和电源、电网建设，
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从勘测、设计、
施工、安装、调试，
到培训、运营、维护一体化的“交钥匙
工程”
及系统解决方案。这些成套项目建设，
带动了近
50 亿美元的中国先进机电产品出口、上万人的智力劳
务输出，
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特变电工实现了由
“中国制造”
向
“中国创造”
的新跨越。

步伐稳健深耕“一带一路”
特变电工大力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示范
工程——
在肯尼亚，今年 5 月 30 日，由特变电工承建的“220
千伏气体绝缘变电站”
项目在首都内罗毕落成，
将助力
内罗毕城区电网升级；
在巴基斯坦，建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体太阳能
光伏电站——巴基斯坦 100 兆瓦太阳能光伏电站 EPC
和运营维护项目；
在印度，
建成中印能源高端装备工业园，
与孟加拉
国签订了首都达卡地区超过 111 亿元人民币的智能电
网和升级项目合同；
在蒙古国，承担该国首条最高电压等级的输变电
重点民生工程——乌兰巴托—曼德勒戈壁 330 千伏输
变电项目；
在非洲，特变电工在安哥拉承建了投资 11.8 亿美
元的电网项目，坦桑尼亚 6.9 亿美元电力总包项目实现
融资落地，推动乍得、喀麦隆、刚果（金）、赞比亚、布隆
迪等数十国项目的签约……
特变电工在全球推广自主品牌、输出高新技术产
品和中国技术标准，在国际电力能源行业打造出一张
响亮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名片。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国际市场部总
监赵儆表示，今年是特变电工创业 30 年，公司秉持“不
忘初心三十载、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今后将加快
海外市场布局和发展，力争到 2020 年实现海外业务占
比达到 50%，将“特变蓝”播撒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
家和地区，加大中国先进电力标准输出，为推动“一带
一路”
建设持续贡献新疆企业力量。

我州召开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动员暨现场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张璇报道：10 月 10 日，自治州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动员暨现场推进会在木垒县召
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木垒
县、阜康市、玛纳斯县、州旅游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
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作了交流发言。现场观摩了木垒
县哈扎纳特国际赛马场、草原坎儿井景区、和好街“新
疆礼物--木垒标准体验店”、菜籽沟艺术家村里、月亮
地传统村落、双湾村游客服务中心。
近年来，昌吉州旅游业得到长足发展，
旅游产业规
模和经济总量不断壮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不断增强。今年 1-9 月，全州接待游客 2340 万人次、
同 比 增 长 42% ，实 现 旅 游 消 费 3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5%。其中，7 家 4A、5A 级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70%
以上。
会议指出，全州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旅

游发展大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3+3+改革开放”
工作部署，
全面部署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明确全域旅游示范州创
建的目标，对照创建标准，完善顶层设计，全域规划
旅游产业，完善旅游综合管理体制，全面提升旅游设
施，丰富旅游业态，全方位开展旅游营销推介，全州
联动治理旅游市场，破解发展瓶颈，全面延伸产业
链，坚持全民共享，不断完善资源环境保护机制，加
快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打造“新疆休闲度
假首选地”
“ 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产业聚集区”，推动
我州由旅游资源大州向旅游经济强州转变，让旅游
业真正成为美丽经济、幸福产业。
会上，
向入选自治区“旅游纪念品研发中心和旅游
纪念品销售特色街区”单位，以及新创建的 3A 级景区、
3 星级饭店颁发了牌匾。
州党委常委、副州长刘革生，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海拉提，
州政协副主席巴哈提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杨海军报道：10 月 10 日下午，自治区
副主席赵青一行来到昌吉召开座谈会，与县市、园区主
要领导和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就昌吉州聚焦总目
标，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改造升级，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州党委书记王国和出
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赵青认真听取了昌吉州工业经济运行情
况介绍，重点了解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准东经济技术开
发区、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领导汇报了园区发
展情况，
新疆宜化、东方希望、蓝山屯河、宝明矿业等企业
负责人分别就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自治
区经信委、发改委、环保厅、安监局、林业厅、煤管局、国网
新疆电力公司、中石油西部销售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分别
就有关问题给予了专业解答。
赵青指出，
昌吉州是新疆新型工业化主战场之一，
工
业经济发展基础扎实，后劲大、前景广阔。全州各级党
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企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总目标，贯彻落实陈全国书记“1+3+3+改革开放”部署
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挂图作战，加
快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为自治区稳定发
展作贡献。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
务、重于泰山的政治责任，
把落实稳定的各项举措抓在手
上、落实在行动上，
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确保稳
定的基础上抓牢发展不放松，把稳定持续释放的红利体
现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上，
构建起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具有新疆特色的
现代产业体系。
王国和表示，
昌吉州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
各项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好紧紧围绕总目标抓发展的职
责，
按照“目标不变、任务不减、标准不降”
的工作要求，
统
一思想、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
确保稳定发展双丰收。
州领导要建军、孙继洲、李玉金等出席座谈会。参加
会议的还有自治州发改委、经信委、环保局、林业局、安监
局、煤炭局、国网昌吉供电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

我州召开第七轮巡察工作动
员会暨巡察干部培训会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罗玉刚报道：10 月 10
日，自治州召开第七轮巡察工作动员会暨巡察干部培
训会，传达学习九届自治区党委第五轮巡视工作动员
部署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区、州党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
的新要求，对十一届自治州党委第七轮巡察工作进行
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我州巡察工作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察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严格向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对标看齐，认清
“一个形势”、学好“两个讲话”、吃透“六个围绕，一个加
强”
、补齐“四个短板”
、强化“一个保障”，
进一步提升政治
站位，突出巡察重点，精准发现问题，发挥巡察的震慑治
本作用。
会议要求，始终聚焦中央治疆方略和新疆工作总目
标，认真贯彻落实九届自治区党委第五轮巡视动员会议
提出的“六个围绕，一个加强”工作重点、巡察干部“八要
八看”
工作要求，
坚持党性原则，
敢于动真碰硬，
深挖严查
反分裂斗争中的“两面人”
“两面派”，继续保持惩治腐败
高压态势，
坚决向腐败分子开刀亮剑，
继续深化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深入查找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努力实现“四个新提升”，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纪律保障。
州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丁邦文，州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孟汉江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