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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新时代下的包头风范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俊在 冯雪玉 吕学先 孟和朝鲁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包头是一座工业老
城。建国后国家第一个五
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项目
中，有6个项目摆在包头。
历经几十年变迁，这里不
仅拥有了内蒙古最大的钢
铁、铝业、装备制造和稀土
加工企业，而且成为国家
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稀
土、新型煤化工和装备制
造基地。

包头是一座现代新
城。在高质量发展的春风
吹拂下，以人工智能、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智
能制造和新材料为代表的
新兴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老工业基地所有行业正被
重新定义，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城市风范逐步显现，
包头正换了模样。

草原钢城的转型风范

在过去的几年里，制
造业面临着互联网经济的
猛烈冲击，而制造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直接体现
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作为国家重要的装备
制造业基地，包头在探索
着转型升级的路子。

站在内蒙古通威高纯
晶硅有限公司外，最吸睛
的是一字排开、高低错落
的精馏塔。

内蒙古通威是中国
500强企业通威集团永祥
股份在包头设立的子公
司，从立项到投产，这家企
业创造了“内蒙古通威速
度”。

集团总经理助理杜春
云说：“项目于2017年10月
启动，2018年11月25日，首
炉正品出炉。远远短于同
类规模企业18个月左右的
建设周期，为全球单体规
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

时不我待是因为新一
轮的能源革命已经开启，
太阳能光伏发电是未来新
能源领域的主要选择。通
威选择了包头作为产业布
局中的重要节点是看中了
这里的资源禀赋和城市转
型的决心。

把硅提纯能有效提高
光电转化率，纯度越高下
游产品光电转化率就会越
高。在通威涉足高纯晶硅
之前，中国的高纯晶硅都
是依赖进口，一吨300万！

为了解决“卡脖子”问
题，通威展开技术攻关，几
十项技术的成功攻关，晶
硅 的 纯 度 目 前 达 到

99.999999999%。
有了这项提纯技术，

一举打破了国内高纯晶硅
大部分依赖进口的状况。
目前一吨晶硅市场价格在
7万元左右。

从300万到7万。内蒙
古通威这轮降本提质后，
光伏行业开始重新洗牌，
技术、产能落后的企业被
剔除，中国的光伏产业在
世界市场变得更具竞争
力。

杜春云说：“内蒙古通
威的远景规划是打造从硅
棒到铸锭、切片、电池片、

组件、光伏电站全产业链
的光伏产业集群，利用呼
包鄂、京津冀的地缘优势
形成新能源联动优势，为
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做出贡
献。”

同样在转型的还有磐
迅科技公司。这家公司以
前做的是PVC材料，随着
国家对新材料的重视，开
始转做PPS，中文化学名称
聚苯硫醚。

企业运营总监刘建军
说：“PPS是一种新型高分
子聚合材料，具有耐高温、
耐腐蚀、阻燃、热稳定性
好、电性能优良等优点，可
用于航空航天领域，也可
用在汽车、机械及化工领
域，可以替代金属零部件，
我们的产品填补了国家空
白。”

这家企业还引进了智
能制造系统，鼠标一点，所
有环节自动运转。温度、压
力、液位中控室全部呈现。
同时，生产过程中没有固
废，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

通威和磐迅的落地，
折射出包头努力寻求突
破、转型升级的决心，摒弃

“大而全”，聚焦“高精尖”。
据包头市发改委提供

的材料显示，近年包头实
施了93个补齐产业短板、
打通关键节点的传统产业
改造项目，实施了201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以通
威高纯晶硅、美科单晶硅
棒、阿特斯和晶澳太阳能
光伏组件、杉杉锂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等项目为支撑
的光伏装备产业链初步形
成。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163户，产值达到700亿
元、同比增长30.5%，占全
市工业产值的33%；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3%，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19%，对

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
20%。

从数据可以看出，包
头的转型是最硬核的转
型。

创新之城的智能风范

若说现在最热门的科
技，无人驾驶一定榜上有
名。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正
在致力于无人驾驶的开发
和研制，最新消息是，今年
6~7月份，首批无人驾驶矿
车将交付客户。

无人驾驶是北奔集团
着力打造的竞争“利器”。
副总工程师庞建中告诉记
者，目前在国际上，重型汽
车的无人驾驶技术还不多
见，北奔看中这一点，研发
出了用于矿区、港口等特
定场景的无人驾驶重型运
输车，填补了空白、抢占了
市场。

除了无人驾驶，北奔
还开发了智能网联即车联
网系统，这一成果获得了
2018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二
等奖。

登上一台高3.5米的大
型牵引车，方向盘上方载
有一个黑色的“智能盒
子”，这个盒子与总部系统

连接，打开系统，这辆车此
时所在地点、是否运行、有
无超速、是否需要保养等
等信息一目了然。

虽然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但是北奔没有停下创
新的脚步，不断加大科研
投入。庞建中说：“我们的
新能源车也在研发中，预
计很快拿到国家资质，此
外轻量化、共享化也都在
开发中。”

4月2日，一场洽谈会
正在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
万佳信息工程公司会议室
进行，客人来自武汉，是中

国电子旗下的中电光谷公
司，他们看中的是万佳公
司正在打造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

2019年内蒙古要实现
“万企登云”，这个平台恰
好对标这一计划。

万佳公司总经理韩刚
介绍，工业互联网平台有
两个生态圈，一是智能制
造，一是协同制造。智能制
造包括经济运行大数据，
工业APP的大数据分析，可
实现设备互联为政府数字
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
辅助决策平台；协同制造
是在云平台的牵引下，以
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
为配套的产业链供需、产
能协同服务，具有资源共
享、智能制造引领和示范
能力。

韩刚说：“需求方发布
需求到平台，平台按需求
选择合格供方，平台聚贤
汇智提供设计研发，平台
超级工厂按需加工。”

“私人订制”，满足客
户个性化需求是万佳工业
互联网的一大优势。

包头为了激活创新这

个新动能，相继成立了国
家级高新区1家，国家级科
技孵化器2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特色产业化基地3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15
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国
家级创新平台8家。与国内
30多所院校建立了长效合
作机制。

拥有了强大智库的包
头，目前专利授权量居内
蒙古第一。成功研发出可
以替代进口产品的大功率
D6500型号混合镍氢动力
电池；汇豪镁合金棒材纯
净度提升至99.92%，去年
首次打入美国市场；东宝
生物绿色明胶新工艺颠覆
了100多年传统碱法制备
工艺，列入中科院“十三
五”重大突破项目，打破了
国外长期垄断；大口径厚
壁无缝钢管成为“中国制
造2025”强基工程的中标
产品……

作为国家首批20个创
新型试点城市之一，包头
在智能制造上崭露头角。

兵工之城的融合风范

汽车在呼包高速公路
上行驶，当行到包头段时，
路旁的山坡上，一辆巨型
坦克映入眼帘，提醒着人
们，这里是一座兵工之城。

2018年 8月 1日建军
节，包头市举行了首届“军
民融合成果展”。这是内蒙
古第一个冠以“军民融合”
称号的展会，透过这次展
会，人们可以清晰看到包
头军民融合的发展过程，
感受到军民融合、鱼水情
深的精神火炬在包头市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

“一五”时期，国家为
满足国防需要，在包头布
局了202厂（现中核北方核
燃料元件有限公司）、447
厂（现中国兵器内蒙古北
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17厂（现中国兵器内蒙古
第一机械集团公司）三大
军工企业，以及五二研究
所、二○八勘探大队等国
防及兵器科研单位。

新中国第一门100毫米
高射炮在二机厂诞生，自此
从这里研发、制造的大量武
器装备先后列装陆、海、空
三军部队；共和国第一辆坦
克在一机集团试制成功，结

束了共和国不能制造主战
坦克的历史。

包头军工底蕴深厚，
拥有一批优秀的军工科研
制造专家、技艺精湛的大
国工匠。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
家明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决
策，具有军工基因的包头
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北方嘉瑞高强度聚乙
烯材料项目位于包头市装
备制造园区———内蒙古唯
一以装备制造命名的园区，
已经建成的3座厂房，分别
被穿上了“海陆空三军迷彩
服”，显得格外抢眼。

项目是北方嘉瑞公司
与一机集团合作，生产军
用防护设备高分子材料的
基地。多年来，北方嘉瑞公
司一直潜心于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材料的研究，该产
品最主要的特性就是重量
轻，可以浮在水面上，但如
果制成和钢同等粗细的绳
子，其强度却是钢的15倍。
基于这种新材料，企业已
成功研制出用于单兵、车
辆、舰船和直升机等领域
的防护产品，以及战场防
护与排爆等系列产品，填
补了国内防护领域的多项
技术空白。

目前，包头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累计入驻项目达
到188个，总投资745亿元。
其中军民融合企业达到43
家，总投资达到近300亿
元。初步形成了以军工企
业为骨干、地方企业为配
套的军民融合产业体系。

建设全国最大的军事
文化旅游产业园是包头市正
在倾力实施的一个大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37.5亿元，
计划于2019年全部建成。北
方兵器城是华北地区第一家
以军事为特色的旅游景区，
以此为基础，包头市又开始
延伸建设军事文化主题、军
事工业文明主题、军事装备
制造主题等三个主题片区、
多个景观节点，带动包头市
旅游业发展。

背靠青山，面向黄河，
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
包头这座见证新中国工业
成长的城市，每一座厂房
都有故事，每一条街巷都
是风情，50万产业工人还
将续写老工业基地更加华
美的篇章。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牵引车生产线

摄影/《内蒙古日报》记者 孟和朝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