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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笔，包头书写着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绿色答卷。2015
年，包头被确定为全国首批
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试
点城市之一，全市 41 户企
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园区（企
业）达到 11 个，数量和发展
规模列自治区首位。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包头日报记者 郭健 张海芳

70 年春华秋实，“草原钢城”在共和国工业发展史
上书写出辉煌的篇章。步入新时代，老工业基地深植
创新发展理念，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双轮驱动，产业链
往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正由量大走向质
强。

“大国重器”层出不穷

这里曾诞生了新中国第一辆坦克战车、第一门火
炮、第一枚原子弹和氢弹的核燃料，这里有“草原钢城”

“稀土之都”的美名。
70 年春华秋实，伴随科技创新的步伐，一批批重点

项目落地，“包头制造”厚积薄发。
1989 年末，在中国兵器集团最大的军转民项目北

方奔驰重型汽车改造工程，首台国产奔驰重卡下线，填
补了我国现代化重型载重汽车空白。

2009 年 7 月 13 日，北重集团 3.6 万吨黑色金属垂
直挤压机挤压出第一根厚壁无缝钢管，打破了国外在
这一领域的长期垄断，预示着我国高端材料成型技术
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16 年 12 月 8 日，包钢集团稀土钢板材冷轧生产
线全面投产，结束了包头乃至西北地区不能生产高附
加值高端汽车用板和家电用板的历史。作为全球最大
的钢轨生产企业，从 2007 年生产出第一根高铁钢轨到
2018 年底，包钢共生产百米高铁钢轨 260 多万吨，折合
铁路里程 1 万余公里，满足了国内约 1/3 的高铁钢轨需
求。

2017 年 6 月 16 日，国内首条 AP1000 核电燃料元
件生产线在中核北方正式生产，成为三代核电技术实
现国产化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标志事件。之后，全球
首条具有四代核电技术特征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燃料元
件生产线也在该公司投入使用。

大国重器层出，见证着包头市脚踏实地走科技创
新之路的信念和执着，包头连续 8 次荣获“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市”称号。

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引擎，包头制定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全力打造创新包头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设立了
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和引导奖励资金、应用研发资金，培
育了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大数据云计
算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内首台 110 吨无人驾驶
电动轮矿车成功下线，使我国成为第三个涉足矿用车
无人驾驶技术的国家；大功率 AT 变速箱打破了国外技
术封锁，新型反恐防爆车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在该装
备领域的空白；永磁电机、环保着色剂、磁制冷、轴承钢
等稀土领域的一大批科研攻关取得重大进展，达到了
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如今，包头市聚集了自治区 40%的专业技术人才、
60%的工程技术人员，拥有市级以上各类研发机构 266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59 家、创新型企业 124 家、国
家和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33 个、院士工作站 46 家，万
人发明专利 4.6 件。卢仁峰、宋殿琛、张学海、郑贵有、
戎鹏强等大国工匠成为技术工人的中流砥柱。

“企地融合”一盘好棋

目前，包头市有中央、自治区驻包企业 34 户，如何
让这些拥有雄厚基础的企业与地方经济有效融合，协
同发展，走上高端、智能和绿色发展道路？

包头市始终坚持把体制创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动力，立足驻市国有企业集聚的优势，树立全市

“一盘棋”的理念，探索建立了“企地融合”发展新机制，
实施了重点产业链招商“链长制”、重点产业“群长制”
两个机制，搭建了产业协作、产品购销、信息通信、军民
融合、科技创新、银企对接六大平台，制定了促进传统
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稀土产业、智能制造
四个三年行动计划，出台了“稀土十条”“科技十条”“园
区十条”“人才十条”等政策措施，协同推进产业链往下
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2018 年，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比近 2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30%，优质钢、
特种钢比重达到 90%，电解铝就地转化率达到 80%，稀
土功能材料及应用产业占比由 32.7%提高到 51.1%，经
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向加速迈进。

在北方股份，国内首台 110 吨 NTE120AT 无人驾
驶电动轮矿车成功下线，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后第
三个涉足矿用车无人驾驶技术的国家。建成全国首个
投入运行的网络协同制造平台——内蒙古网络协同制
造云平台。2018 年，全市 604 台（套）数控设备实现局

域网联网，云平台完成实际业务额 3.3 亿元。“北奔车联
网平台”正在形成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制造业转型服
务新业态。

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笔，包头书写着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绿色答卷。2015 年，包头被确定为全国首批
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试点城市之一，全市 41 户企业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园区（企
业）达到 11 个，数量和发展规模列自治区首位。加快建
设工业能耗智慧监管平台，2019 年底前将 100 家重点
用能企业全部纳入平台管理。2018 年，包头装备园区
成为“国家级绿色园区”；4 家企业成为国家级绿色工
厂，数量占自治区的一半。

“挖土卖土”一去不返

这是一个“稀土之光”点亮的城市——
从 84 年前何作霖向世界宣告白云鄂博矿物中存在

稀土矿物开始，这里便头顶“宝山”的光环，名扬海内
外。

新中国的成立，让沉睡已久的稀土矿物有了“明珠
出土”的机会。一个产业、三代人的努力；上百项稀土
产业工程、千余项次的稀土技术研发，数万个时日的砥
砺前行，包头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稀土之都”。

新的历史方位下，包头又面临新的挑战。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考察，2018、2019

年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以及今年 7 月在内蒙古考察时，均对稀土产业发
展提出要求、寄予期望。

临大势，勇担当。包头市将习近平总书记要转变
‘挖土卖土’依靠资源发展传统模式的嘱托转化为生动
实践，稀土产业革故鼎新，灿若朝阳。

2018 年，包头稀土原材料就地转化率提高到 75%，
包头从单纯的稀土原料基地成为全国三大稀土新材料
基地之一，“挖土卖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成过去。

从并跑到领跑，全国惟一以稀土冠名的国家级稀
土高新区在转型升级的路上，主衔领舞，正全力锻造稀
土产业发展“金链条”，逐步缩小稀土原材料企业比例，
精心培育壮大一批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新材
料企业和终端应用企业，使稀土产业的价值链由“低
杠”翻上“高杠”，实现了原料从卖出白菜价到如今以

“稀”为贵的转变。
困境破局，全面起势。如今，稀土高新区 100 多家

稀土企业中，稀土新材料企业占比达到 63.2%，稀土终
端应用企业占比达到 29.5%。稀土环保脱硝催化剂、着
色剂、镍氢动力电池、移动磁共振诊疗车等多个产品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

新时代下，包头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破题开局，形
成了从采选矿、冶炼、深加工、稀土功能材料到稀土应
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成为我国最大的稀土原材料
供应、功能材料生产加工和研发应用基地，已具备年产
21 万吨稀土精矿、5.6 万吨永磁、2.3 万吨抛光、1.1 万吨
储氢、4 万吨催化助剂和 180 万吨稀土合金的产能。

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2018 年包头稀土产业逆势
而升实现产值 176.3 亿元，同比增长 16.8%；实现利税
23.7 亿元，同比增长 26.7%。

创新引路，科技先行。包头依托中科院包头稀土
研发中心、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等 10 多家稀土应
用研究机构，利用稀土资源综合利用、稀土永磁材料等
4 家院士工作站，提高稀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使稀土
资源料成材、材成器、器高端，逐步掌握稀土市场话语
权、技术控制权、创新引领权。

稀土企业有了“高新范儿”。包头拥有稀土高新技
术企业 40 余户，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 1/4。组织实
施近百项稀土产业关键技术开发、中试及产业化项目，
取得发明专利 110 多项；

稀土产业有了话语权。包头稀土研究院等科研单
位、企业参与起草国家、行业标准 160 项，占国家、行业
标准总数的 60%以上；

稀土产品更具竞争力。稀土精密伺服电机、稀土
环保着色剂、稀土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稀土改性高纯氧
化铝等 20 多项科技成果实现了产业化。

机遇再次垂青奋斗者，新时代下的包头稀土产业
又迎来新利好。2018 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初步勘探结果表明，白云鄂博稀土矿中、重稀土
总储量预计 300 万吨，与我国南方七省稀土储量相当。

从过去轻稀土储量居全球第一，再到如今中、重稀
土的重大发现，包头“世界稀土之都”的地位更加坚固。

工道风行智能假肢的工程师正在测试产品工道风行智能假肢的工程师正在测试产品。。

包头晶澳包头晶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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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瓦晶硅项目部分投产吉瓦晶硅项目部分投产

。。

晋西车轴精加工生产中晋西车轴精加工生产中。。

包头市装备制造产业园的包头市装备制造产业园的
阿特斯阳光能源技术人员正在阿特斯阳光能源技术人员正在
对光伏发电材料进行检测对光伏发电材料进行检测。。

内 蒙 古 通 威 高内 蒙 古 通 威 高
纯晶硅项目纯晶硅项目。。

华锐风电科技风电机生产中华锐风电科技风电机生产中。。

北方股份无人驾驶矿用车样车北方股份无人驾驶矿用车样车。。

包钢百米重轨包钢百米重轨。。 ((包钢提供包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