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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区高位推动
“科技兴蒙”行动启动实施

自2019年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与科技
部建立新一轮会商机制，将“科技兴蒙”行动
纳入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布局以来，“科技
兴蒙”行动得到了科技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部区双方共同成立由双
方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通过实施

“4+8+N”的科技合作机制，统筹推进和支持
内蒙古科技创新工作。自治区党委政府将

“科技兴蒙”行动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核心举措，在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一次、十二
次、十三次全会上和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进行重点安排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石
泰峰主持召开科技创新座谈会，自治区主席
布小林召开全区科技创新电视电话会议，科
技创新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兴蒙”
步入发展快车道。

全方位推进
“4+8+N”合作主体紧密对接

自部区会商以来，自治区按照“开放合作
搞创新、抓住关键搞创新、突出特色搞创新”
的总体思路，梳理自治区各类创新主体与国
内发达省份及机构的创新合作需求，加强与
北京市、广东省、中国工程院等11家合作主
体的主动对接。

2020年 12月 11日,科技部和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市共同召开科技兴
蒙合作推进会，石泰峰书记、王志刚部长发表
重要讲话，布小林主席致辞。在科技部的大
力支持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前期与
中科院、上海交通大学等合作主体签署战略
科技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又与北京市、广东
省、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中国钢研科
技集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合作主体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4+8+N”的合作长效机
制全面建立，将在战略决策咨询、科技资源共
享、深化产学研协同、搭建高层次创新平台、
实施重大项目研发与产业化、一流学科和高
水平大学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
开展务实合作。同时，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
8个盟市与相关合作主体单位签署创新合作
协议，区内创新主体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签署合作协议300余项。合作共建的上
海交大内蒙古研究院、内蒙古草业与草原研
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成功落地，将在共性技
术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强化政策保障
“科技兴蒙”30条重磅出炉

2020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科技
兴蒙”行动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简
称科技兴蒙30条）。政策结合内蒙古自治区
实际，在科技创新供给、企业创新能力、平台
载体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开放合作、创
新人才、科研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30条 96
项创新措施，是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领域迄今
为止出台的系统性、针对性最强，支持力度最
大的政策性文件，为实施“科技兴蒙”行动提
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财政资金引导
“科技兴蒙”专项启动实施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启动实施“科技
兴蒙”行动重点专项。专项围绕“科技兴蒙”
行动提出的“建设区域高水平重大创新平台
载体、培育引进科技型企业、建设科技服务机
构、引进高水平科研团队和急需人才、联合组
织实施科研攻关、促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
六方面重大任务，采取自治区与盟市联合主
导的方式，集中区内外优势科研力量，重点支
持区域创新载体、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和重点
项目攻关等。9月28日，首批4.7亿元“科技
兴蒙”行动重点专项资金下达到位，支持“三
区两中心”建设、自治区高新区升级、种业技
术创新中心建设、定向委托等重点专项 16
项，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优化资源配置
创新项目资金管理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优化科技
项目资金管理的体制机制。优化项目形成机
制，与生态环境厅、卫健委、能源局等部门建
立“1+1”协同工作机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精准布局产业
重点攻关任务，探索科研项目定向委托、稳定
支持、共同投入等管理机制。

修订出台《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和改进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程序，下放项目管理权限，赋予项目承担
单位和负责人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和调整
权，将项目容错机制和诚信建设纳入科技项
目管理范畴，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聚焦“五大领域”
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发力

2020 年，内蒙古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发
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大规
模储能、石墨烯、稀土、氢能、碳捕集封存等五
大领域，梳理形成攻关方向10个，开展前沿
技术攻关，支持科技重大专项 12 项、经费
1.61亿元，带动企业投入4.18亿元；聚焦牛疫
病防控、草食家畜智慧养殖、水稻提质增效、
旱作区水资源合理利用等农牧业领域，组织
实施科技重大专项 8 项，支持经费 1.08 亿
元。此外，围绕能源、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
态环境、农牧业等领域创新需求，2020年，内
蒙古共组织实施关键技术攻关计划项目309
项，支持经费2.41亿元。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2020年，内蒙古成果转化步伐进一步加
快。深化科技成果权益管理改革，自治区科
技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赋予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方
案》，以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农牧业科学
院为试点，为科研人员转化职务科技成果赋
权，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工作的积极性。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
制，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成果评价工作方
案（试行）》。着力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出
台《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管理办
法（试行）》《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绩
效评价办法（试行）》《内蒙古自治区众创空间
管理办法（试行）》，鼓励建设专业化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孵化器、众创空间，2020年认定自
治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19家，新增国家级众
创空间15家，新认定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3家、自治区众创空间22家，获批国家技
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1家。推进技术转移对
接，组织召开推进“科技兴蒙”行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对接会，现场签订成果转移转化合
作协议23项。

推进平台载体建设
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2020年，内蒙古进一步加大对创新平台
载体的支持力度。支持呼和浩特金山高新
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鄂尔多斯高新区3家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自主创新示范
区，每家给予5000万元的资金支持，鄂尔多

斯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巴彦淖
尔农高区创建请示已报请国务院批复；聚焦
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推动创建国家乳业、
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通过“科技兴蒙”
行动重点专项和科技部“百城百园”行动，支
持经费1.1亿元，着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投
入2000万元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跟
进指导乳品生物技术、蒙医药重点实验室建
设，布局开展一系列基础研究，提升实验室基
础研究水平。

强化创新主体地位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2020年，内蒙古进一步巩固企业的创新
主体地位，着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
快企业孵化与人才引进培养，在北京中关村
京蒙高科企业孵化器建设内蒙古科创中心，
为内蒙古科创企业搭建“研发在北京、转化在
内蒙古”的异地孵化平台，探索“一心多点”柔
性引才新模式；加快创新型企业培育，对
2019年新认定的336家高新技术企业支持
资金3360万元，全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1069家，全区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560
家；提升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全年备案自治区
企业研发中心88家，自治区企业研发中心总
数增长到536家。

以人民为中心
科技创新助推民生改善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内蒙古紧急启动应急科技攻关，采取

“定向委托+绿色通道”的方式，组织区内医
疗卫生领域科研力量，实施“蒙医药治疗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等 5 个应急攻
关项目。

2020 年，内蒙古科技创新持续助力脱
贫攻坚，全区新备案 31家科技特派员工作
站有17家直接布局在贫困旗县，全区4000
多名科技特派员累计推广新技术 1000 余
项，服务贫困村达3000多个。

2020 年，内蒙古生态环境领域共安排
黄河流域水资源调控、呼包鄂大气污染防治
等科技重大专项 4项，投入科技经费 6112
万元；“一湖两海”水资源综合保障、油沙豆
防风固沙、白云鄂博稀土固废资源综合利用
等项目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争取国
拨经费 5499万元，将为内蒙古守护绿水青
山、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科技解决方案。

（本版文/图由自治区科技厅提供）

20202020科技兴蒙大盘点科技兴蒙大盘点

【编者按】

2020年，是内蒙古实施“科技兴蒙”行动元年。全区上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技兴蒙”行动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开放合作搞创新、突出
特色搞创新、抓住关键搞创新”的总体思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扎实推进各项科技创新工作，在提升创新治理能力、优
化创新资源配置、推动创新要素集聚等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内蒙古探索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提供了有力的战略支撑。

为此，自治区科技厅对2020年内蒙古科技创新大事进行了梳理与盘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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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2020年
内蒙古科技创新工作

★科技投入
关键词：财政科技专项资金
全年列入自治区科技厅部门预算的自治

区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总投入13.7亿元。
首次启动实施科技兴蒙行动重点专项，

投入4.7亿元；
关键词：科技成果质押融资
2020年，自治区科技成果质押融资工

作共完成52笔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贷款，支
持企业44家，共计质押企业专利301项，滚
动使用科技成果质押风险补偿准备金9505
万元，累计撬动银行贷款金额总计8.4亿元。

★科技产出
关键词：发明专利
2020年全区有效发明专利6943项，较

上年度同比增长17.78%；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2.73项，较上年度同比增长17.17%。

关键词：技术市场
2020年全区共认定登记技术合同1506

项，合同成交额48.2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23.75%和85.38%。

关键词：科技奖励
2020年，自治区共授予2019年度科学

技术特别贡献奖2人；授予中青年科学技术
创新奖9人；授予自然科学奖成果17项；授
予科学技术进步奖成果104项。

★创新资源
关键词：创新型企业
截至2020年，全区累计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1069家，较上年增长了162家，较“十
二五”末的237家，翻了两番。

截至2020年，全区累计入库科技型中
小企业560家，上年为289家。

关键词：创新平台载体
截至2020年，全区共有重点实验室151

家。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共3个。
截至2020年，全区共有自治区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200家，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2家。

截至2020年，全区共建设国家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内蒙古分中心9家，自治区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8家。

截至2020年，全区共组建各类新型研
发机构44家。

截至2020年，全区共建成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3家，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9家。

截至2020年，全区共建成国家级农业
科技园区 9家，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 38
家。

截至2020年，全区共建成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7家，自治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23家。

2020年，全区新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1家，新认定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3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达到57家。

2020年，全区新增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15家，新认定自治区级众创空间22家，众创
空间总数达到221家。

截至2020年，全区共备案国家级星创
天地55家，备案自治区级星创天地193家。

关键词：创新人才
“十三五”期间，共培育国家级高层次人

才 38人，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5
人、科技创新创业人才12人、重点领域创新
团队 4 个、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1 个。
2016年—2019年，共推荐入选自治区“草原
英才”工程个人163人、创新创业团队77个、
创新创业基地7个。

截至2020年，自治区共建成院士专家
工作站42家，柔性引进院士48人次，其中两
院院士29人、海外及其他院士19人次。

2020年，内蒙古获批国家技术转移人
才培养基地1家。

2020 年，全区共选派科技特派员达
4435人，选派“三区”科技人员873名，“十三
五”期间，我区累计选派“三区”科技人员
4434人次。

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利用染色体组设计分子育种
技术在土左旗的盐碱滩上培育水稻。

我区部分盟市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上海交通大学自主开发的国内唯一超高纯铝
（5N5、6N）提纯工艺技术在包头市落地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