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全国 169家国家高新区中唯一以“稀

土”资源命名的高新区，这里先后获得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稀土新材料基地等 27个国家级

荣誉，这里连续举办了十二届享誉世界的中国包

头·稀土产业论坛，这里以稀土及其应用、机电一

体化、电子信息、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有色金属

深加工六大产业集群夯实了千亿级产业园区的

发展根基……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在半城楼房半城树、

碧波荡漾人水相依的灵动风姿映衬下，这座以

“发展高科技、实现现代化”为使命的工业之城内

力迸发、活力喷涌。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多维度落子，不断

积聚科技创新力量，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兴

蒙”战略行动和包头市“四基地两中心一高地一

体系”建设目标，着眼重点产业领域，全力推进核

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

城”，各类人才累计组织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和重

点成果转化项目 500多项，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 73.2 件，每万人专利授权量 256.56 件，

连续 5年位列包头市第一，科技创新已成为该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积聚“硬科技”
突破“卡脖子”困境

在一条工业生产线上，要实现精准找到托

盘，再把它放在绕线工作区里，这些工作一般需

要几个人协同才能完成。而在包头稀土高新区，

一台机器人几秒钟就完成了这一流程。这全靠

一款由包头中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添加了

稀土元素、质量和体积均非常小巧的稀土永磁伺服

电机，它能精准控制机器人的速度、位置和方向。

工业机器人关节越多，柔性和精准度越高，

对伺服电机的要求也就越高。以前，这类高端伺

服电机在国内基本依赖进口，中科智能经过 3年

技术攻关，掌握了关键技术，实现了高端机器人

伺服电机国产化。

“正是有了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的决心，以及

包头市和包头稀土高新区配套政策和经费的扶

持，企业才在产品转型升级上实现新突破。”中科

智能副总经理董俊杰说。

近几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充分发挥包头稀

土研究院、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等科研院所

职能，成立了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中欧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积极开展技

术攻关，面向园区企业征集技术 48项，经专家评

审评出稀土、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

域关键技术18项，并引导专家逐一帮助企业攻克

解决技术难题。

与此同时，包头稀土高新区组织23个院所的

40余名专家、教授与 180余家企业进行技术对接

累计42次，促成技术难题联合攻关40项；围绕金

属熔体净化、医学影像等技术领域，邀请上海交

大、燕山大学专家举办科技互动驿站，推动震雄

铜业等75家企业与中科院、上海交大、北理工、哈

工大等高校、科研院所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科

技成果转化、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开展产

学研合作 84项，加快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创新生

态。

截至目前，包头稀土高新区已培育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小巨人”

企业、研发平台分别达到 116家、41家、23家、97
家，数量连年实现跨越式增长。

瞄准产业需求
构建完善创新生态体系

近日，在包头稀土高新区有关职能部门的积

极推动下，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

断建立健全企业科技创新制度，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该企业研制的 60孔清洁高效稀土基烟气脱

硝催化剂，在0.02平方米的横截面上分布有3600
孔，烟气催化有效接触面积增加了8倍，脱硝能力

大幅提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实现稀土产业链

的延伸和绿色转型。

希捷环保总经理王志民说：“今年，我们在做

好成熟技术转移转化的基础上，将不断加大更高

科技含量、更广应用领域的新产品研发。”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高度重视关键技

术创新能力提升，不断完善服务链条、优化政

策环境，逐步建立起服务新型研发机构的“双

向征集反馈、院企双向对接、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跟踪服务、基地承接项目”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新型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优势，着力推

动稀土、铝铜深加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转

型发展，大幅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建成稀土新

材料工业互联网平台，成立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

服务共同体，加快形成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技

术创新体系。

为全力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基石，包头稀

土高新区立足产业实际，制定出台“八项人才新

政”，重点在企业引进和培育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高端专业技术人才、高技

能人才等方面，量身打造一系列含金量高、吸

引力强、辐射面广的激励政策，筑牢招才引智

“凤凰巢”。

据了解，截至目前，包头稀土高新区在稀土、

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已

入库人才1606人，累计吸引以海归创业为主的各

类高层次人才423名。

“今年，包头稀土高新区将加大与国内外知

名科研院所合作力度，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科技成果转化、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

开展产学研合作，在提升创新平台、加强创新

活跃度、培育创新主体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助

推企业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发展。”包头稀土

高新区工信安监局局长吴铁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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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通讯员 贾婷婷

近日，内蒙古一机集团宏远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的某型坦克乘员训练模拟器被成功认定为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级首台套、关键零部件。

“模拟器通过虚拟现实仿真技术营造一个虚

拟的驾驶训练环境，人们通过模拟器的操作部件

与虚拟的环境进行交互，从而进行驾驶、设计、通

信指挥等针对性训练。”一机宏远相关负责人介

绍，模拟器可以保证整个车组乘员同时训练，3名

乘员之间的协作是否默契也能影响到作战的效

能，有助于提高整个车组乘员的协作能力。开展

模拟训练，既减少了新装备器材的磨损，又有效

提高了训练效果，为包头稀土高新区高端装备制

造园区发展增添新动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包头稀土高新区高端装

备制造园区里，一个个制造业新亮点令人目不暇

接，一条增长曲线更为抢眼：今年1-5月，高端装

备制造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总

额38.9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94亿元，同比增长

4.76%。数据表明，包头稀土高新区的装备制造

产业势头强劲。

“企业利润飘红的数据，源于包头稀土高新

区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落实包头市委、市

政府工作部署，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

向，加快推进包头稀土高新区城市建设。”包头稀

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张翼说。

标杆管理
高端制造不断涌现

2021年 6月，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布了2021年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零部件认定

名单，包头稀土高新区 7项产品被认定为内蒙古

自治区级首台套、关键零部件，占包头市新认定

产品总数的50％。

5G+远程指挥，无人驾驶“矿用车”颠覆人们

的印象；

反向平衡法兰技术属于世界首创技术，再加

上预应力锚栓组合件技术，可以让风电机组的寿

命延长至20年，风电装备更“硬朗”；

70t级电加热型沥青罐车采用智能电加热方

式替代燃油火焰加热方式，提升了车辆装备技术

水平，满足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发展要求；

“互联网+移动医疗+装备制造”系统，实现

大型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移动、远程、互联互通等

应用，对医疗产业作用不小……

标杆管理，让首台套技术如雨后春笋般在高

新大地涌现，形成“追高逐新”的良好发展局面，

促成了包头稀土高新区在载重汽车、非公路矿用

车、矿山机械、风电设备等几大类产品形成一定

规模和特色，一些优势特色产品目前处于行业先

进水平，成为名牌产品。

据包头稀土高新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区管理

部工作人员周羽洁介绍，6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

首台套认定工作实施取得一定成果。截至目前，

首台套、关键零部件已认定 30项产品，占包头市

已认定首台套、关键零部件总数的57％。

发挥优势
装备制造不断提质

包头稀土高新区的装备制造业铿锵前行，

“我们依托自然资源，面向市场，危中寻机，不断

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以适应经济发展状

况。”张翼说。

自然条件是产业发展先导。内蒙古具有丰

富的风能资源，风能分布广泛、年有效风速连续

性好，全区风能可利用面积占总面积80%，开发潜

力巨大。依托丰富的风能资源，临近大电网及包

钢的区位优势，风电建设条件好，开发成本低，借

助包头拥有的包钢、一机集团、北方重工等原材

料、机加配套企业，依托泰胜风能、天顺风电、中

车电机等公司拥有行业先进的技术、工艺装备等

优势，包头稀土高新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风电机

组部件制造产业链，拥有风电塔筒、永磁电机、电

控系统、变电设备等集群配套企业，对降低风电

装备总造价具有巨大优势。

作为包头稀土高新区的制造名片，北方股份

昂首探路。

2021年 4月 28日 ，由全球工程机械 50强峰

会组委会和《中国工程机械》杂志主办的 2021 全

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榜单新闻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北方股份作为 11 家中国企业入榜，位

次较 2020年前移 2位，位列第 48位，成为整个榜

单上唯一一家依靠单一矿用车产品连续9年入选

的企业。

目前北方股份矿用车占据国内80%以上市场

份额，国外市场拓展至全球 65 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首次实现了中国高端矿山装备批量出口

澳大利亚和欧洲两大矿业高端市场。

此外，包头北方创业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

的KW9、KW10外贸铁路粮食漏斗车货车远销突

尼斯、澳大利亚；外贸铁路粮食漏斗车的研制填

补了北创公司符合UIC和ROA、AS标准的自主

开发的外贸铁路货车产品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

整车及配件产品结构。

目前，装备制造产业逐步形成了以重型汽车、

专用汽车、风电装备、铁路车辆、工程机械、电力设

备、环保设备、大型医疗设备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

科技创新
创新链效能不断提升

步入包头市稀宝运维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传

感器、拆解的CT机、集成电路……一件件产品，

标注了这家企业的辉煌。

稀宝运维全力打造“一个平台、两个系统”，

特别是O2O全流程维修管理平台云医管家更是

全国首创，独创的AI智能监控系统，配合快速的

专家上门服务，为医院提供全流程、大数据、智能

化的综合解决方案。

2020年，稀宝运维实现销售额 2000多万元，

比刚成立时增长了4倍多。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包头稀土高新区优

势独特。

作为包头稀土高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聚焦科技创新，充分发挥 3家国

家级、54家自治区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作用，着

力打造一批技术创新平台，支持装备制造产业技

术研发、检测试验、标准信息、技术转移等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对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发

展的服务支撑。

据周羽洁介绍，包头稀土高新区将引导企业

与研发机构合作共建创新载体，以技术创新提升

产业链发展水平，有效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形成集群
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包头稀土高新区不沿边，不靠海，而今，对外

通道持续拓宽，对外招商持续发力，跨境电商平

台陆续建成，吸引力倍增。

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团队最新研

发的微型闭环音圈马达制造技术通过进一步优

化，产品各项功能指标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得以大

幅提升，已通过华为、三星、OPPO等国际知名公

司的认证。

高水平“引进来”，着力促成矿用机械产业集

群、汽车整装生产及配套零部件产业集群、风电

装备制造基地、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集群。

“依托北方股份、久益环球等企业，建设全国

最大的非公路矿用车辆制造产业集群。推动金

海新能源自动化锚栓项目建设投产，积极引进中

车定子、机舱、叶轮等风电项目，不断壮大风电设

备产业集群。以中车电机等骨干企业为核心，积

极引进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光热装备制造等新

能源装备制造企业，打造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聚

集地。”张翼说。

2021年以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已签约装备制

造产业项目9个，总投资20.37亿元。其中，6个项

目已落地，总投资4.36亿元，分别是包头蓝光齿轮

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套工程机械齿轮项目，苏州阿

诺精密切削技术公司精密刀具制造、修磨项目，内

蒙古北工重型机电设备制造公司纯电动装载机、

挖掘机装配线建设项目，内蒙古悦般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一二类医疗器械的生产项目，内蒙古极热

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节能设备的销售维修项目。

已签约未落地项目 3个，总投资 16.01亿元，

预计上半年可全部落地，包括氢蓝时代年产5000
套氢燃料电池系统产业基地项目、稀宝博为医疗

消杀设备组装线项目、深圳市和云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医疗消杀设备组装线项目。

从吸引更多中高端项目落地，到推动优质装

备制造走向世界大舞台、国际大市场，把品牌和

技术打出去，包头稀土高新区正用改革开放这一

引擎，推动制造业势能跃升。

本版图片来源：包头稀土高新区

包头稀土高新区：集聚向“新”力 打造产业科创新高地

高端装备制造业势头正劲
▶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宝乐

内蒙古希捷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稀

土基烟气脱硝蜂窝状催化剂

稀土元素雕塑

包头中车电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北方股份公司非公路矿用车360A

江馨微电机生产线

稀土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