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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方股份重卡。
②现代化北奔重卡生产线。
③3 月 1 日，内蒙古氢燃料车首台

套在北奔重汽总装公司下线。
④包头市装备制造产业园的阿特

斯阳光能源技术人员对光伏发
电材料进行检测。

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10 万吨锂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

⑥青山区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
公司单晶硅项目三期正在加紧
建设中。

⑦包钢（集团）公司稀土钢板材厂
一角。

□包头日报记者 张燕青

从春到夏，包头市一大批重点项
目密集开工。遍布各地的新建、续建
项目拉开了产业发展的框架，为城市
的明天积蓄着源源不断的内生力。

今年元旦刚过，包头市委、市政
府安排专班专门到新疆，与新特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接洽。仅仅用了一
个月时间，就把双方合作的产业发展方
向、项目建设内容等确定下来。目前特变
电工包头 10 万吨多晶硅项目已落地土右
旗新型工业园区，已于 5 月开工建设。该
项目成为特变电工境内外投资最大的项
目，也是投资决策最为高效的项目。

而在包头装备制造产
业 园 区 里 ，晶 源 新 材 料
1000 吨碳复合材料生产基
地项目实现开工建设，栢特
高性能碳纤维设备已经进场
安装，晶澳二期、双马数控加
工设备、铁建重工新能源装
备等项目正在进行扩能，杉
杉科技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项目二期的 2条生
产线已经投产⋯⋯到处是热
火朝天的生产场面。

重大项目引进储备一批、前期推
进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
批。这一系列的“早”，体现了包头市
抢抓机遇奋进赶超的决心和信心。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
包头市正围绕打造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包头的总定位，建设“四个城
市”。即：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建设让
包头人自豪、让外地人向往的创新创业城市，美丽宜
居城市，幸福平安城市。

其中，建成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
的核心和关键是，建设“四基地两中心一高地一体
系”。“四基地”就是建设全国重要的新型材料产业基
地和现代能源产业基地，建设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
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农畜食品产业基地；“两中
心”就是建设区域性服务业中心和区域性创新中心；

“一高地”就是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一体系”
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这些都需要全市各级干部争分夺秒、真抓实
干，以早一步的行动自觉，赢得快
一步的工作先机。

为提前谋划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包头市顶格推进招商引资
工作，定目标、找资源，放眼全国、
全球，搭平台、谈合作。瞄准行业
头部企业、新锐企业、领军人物，
聚焦产业链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建立全链条招商引资意向清单。

为 推 动 各 类 重 大 项 目 早 落
地、早开工，包头市建立重大项目
包联机制和固定资产投资预警机制，投资 5 亿元以
上的企业投资项目由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包联推
动，市人大、政协分别负责 5 个地区的招商引资、重
大项目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落实情况的监督，定期
召开联席会议，加快工作落实和问题解决，确保项
目建设和投资工作进度快于时间进度。各级各部门
盯紧抓实每一个重大项目，简化手续办理，强化要素
供给，精准有效保障，确保项目按计划扎实推进。

坚持扬长避短、培优增效，2021 年，全市实施
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以上、企业投资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 714 个，同比增长 13.7%，总投资 4554 亿元，
当年计划投资 1038 亿元，总投资增长 30%。

其中，新建项目数量达到433个，增加112个，当
年计划投资609亿元，增长26%；社会投资类项目达
到511个，当年计划投资885亿元，占比达到86%。

重点项目建设做到“早”，必将撑起全年经济的“稳”。
截至 6 月 9 日，包头市 714 个重大项目已开复

工 709 个，开复工率 99.3%，高于去年同期 19.3 个
百分点。累计完成投资 373 亿元，完成率 35%。

春潮涌动处，发展奋进时。坚持凡事及早，“牵
一发动全身”的效果已经显现。

全国重要的新型材料产业基地建设正在加速
推进——

目前，《包头市“十四五”建设全国重要的新型
材料产业基地发展规划》《包头市稀土产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已编制完成，为包头市新型材料产业
发展作出顶层设计。

今年围绕新型材料产业基地建设，计划实施投
资 20 亿元的光威碳纤维、投资 21 亿元的中远防务
超高分子聚乙烯膜、投资 5.8 亿元的金力永磁材料
等 214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1615.4 亿元，推动稀土
新材料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尽快落地，推进钕铁
硼磁粉表面改性等一批技术成果加快转化，力争到
2025 年形成 4000 亿元的新型材料产业集群。

作为新材料产业“皇冠”上的“明珠”，碳纤维是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明星”产品。位于九原工
业园区里的山东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的万吨级碳纤维产业化项目一期工程正按时间节
点建设。项目主要建设 5 条原丝及碳化生产线，最
终实现年产 1 万吨 24K 及以上大丝束碳纤维产
能。这一项目不仅填补了内蒙古大丝束碳纤维产
业领域的空白，而且带动了丹麦维斯塔斯，吉林昕

煜碳纤维，青岛瀚海碳化硅项目、高泰碳碳复合材
料项目在九原工业园区落地，延伸了产业链条。

全国重要的现代能源产业基地建设正在加速
布局——

4 月 8 日，包头市召开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动员部署大会，全方位安排
部署相关工作。

包头市委、市政府制定《关于深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实施方案》，相关
部门围绕重点领域初步形成了 10 个《三年行动计
划》，努力把包头市打造成为能源生产变革的领军
者、能源消费变革的先行者、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
活方式的积极践行者。

目前，包头市正在顺应新一轮能源革命带来的
巨大变革，牢牢把握碳达峰、碳中和这一千载难逢
的重大历史性机遇，热情拥抱、积极尝试“风光核
氢”等所有与减碳零碳相关的新生事物，先后引进
维斯塔斯集团、金风科技、特变电工、南高齿等一批

行业头部企业、新锐企业，确保到 2025 年全市非化
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18%以上，努力
在新一轮能源革命进程中展现更大作为。

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建设正在加速形成——

包头市以建设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装
备制造业基地为目标，加速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改
造、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推动
优势领域产品竞争力进入全国领先行列。今年，围
绕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建设，计划实施投资 3 亿
元的北方矿用车电驱动系统、投资 1 亿元的北奔新
能源电动卡车等 43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76.8 亿
元，大力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计划，推动均和云谷产
业园等项目建设，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加快产业数
字化、数字产业化。

“十四五”时期，包头市将充分发挥制造优势、
军工优势，加速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数字化
转型，加快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扩大应急产业

规模，推动优势领域产品竞争力进入全国领先行
列，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领航型企业和
知名品牌，力争实现产值 1000 亿元。

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农畜食品产业基地建
设正在加速发展——

积极引进正大、中粮等行业领军企业，围绕农
畜食品产业基地建设，今年计划做大做强 5 个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和 3 个食品加工园区，培育发展中央
厨房、线上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打造 10 个产值超
亿元的农畜产品品牌。实施投资 10 亿元的现代农
业产业园、投资 3 亿元的一号牧场牛肉深加工、投
资 5 亿元的天牧人土默特羊生态产业等 49 个重点
项目，总投资 147.5 亿元。

今年，包头市还将建设 20 万亩高标准农田，新
增现代设施农业 1 万亩，加大盐碱地改造利用，力
争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470 万亩。推进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建设，引进推广新品种 50 个、新技术 30
项。建设 3 个万头高标准奶牛牧场，加快提升生猪
产能，牲畜存栏达到 500 万头（只）。

区域性服务业中心建设正在加速完善——
今年，包头市将围绕区域性服务业中心建设，实

施万科印象城商业综合体项目、传化交投公路港、城
市共同配送物流园区等 314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1815.7 亿元。同时支持达茂旗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推动内蒙古金融租赁公司落地、平安银行和浙

商银行设立分支机构。
在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的同时，包头市不断释放发
展潜力，推进全国商贸物流节
点城市建设，积极发展冷链物
流、智慧物流、应急物流，支持
蒙商银行发展壮大，推动天和
磁材、朝聚医疗等企业挂牌上
市。实施国家文化公园新改
扩建工程，打造一批精品旅游
线路，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中
心，构建优质高效、充满活力、
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和多业并举、多态融合的服务
型经济，向区域性服务业中心
城市冲刺。

区域性创新中心建设正
在加速打造——

作为全国首批20个创新
型试点城市之一，包头市不断
强化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突出创新在构
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牵引
作用，大力实施“科技兴蒙”行
动，全力塑造发展新优势。

先后制定出台了《包头市
促进科技创新工作十条措施》

《包头市加强重点领域人才工
作十项措施》《关于鼓励科技
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等
一系列关于推进科技创新的
办法措施，为科技创新提供有
力政策支撑和保障。目前，已
与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建了4家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上海交大包头新材料产业园和
包头稀土院稀土材料中试基地2个科技成果转化中试
示范基地。

3 月，国家批复建设的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
中心在包头市建立，中心由江西赣州市和内蒙古包
头市共建，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中试项目正在实施。

今年，包头市还将围绕区域性创新中心建设，
突出抓主体、抓平台、抓载体、抓项目、抓人才、抓产
学研政金服结合，支持北方重工、包铝申报建设国
家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深入推进“科创
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年内将培育各类创新平台 20
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50 家，实施高端硅钢等 57
个产学研融合项目和 60 个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项
目，并在政策保障、平台机制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和服务，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

对外开放新高地正在加速建设——
对外开放大潮涌。截至 3 月 31 日，满都拉口

岸 进 出 口 实 际 过 货 达 到 40.93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558.04%，是去年同期货运量的 6.6 倍。一季度过
货量占去年全年过货量 72.55 万吨的 56.84%，创常
年开放以来同期过货量历史新高。

今年包头市围绕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突出抓好
对外开放平台、通道、载体、主体4个重点，计划实施铁
路、公路及口岸等重大项目21个、总投资204.6亿元；
引进美国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
开展合作，目前美国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拟投资2.3亿美元在包头市注册公司，合作协议正
在履行公司审查程序；积极参与自治区自贸试验区建
设，探索保税物流中心（B型）与满都拉口岸联动发展
模式，推动外贸、外资、外经、外事取得实质性进步，力
争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65亿元。

“十四五”时期，包头市将全面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着力构建集公路、铁路、航
空、无水港等陆海空铁多式联运为支撑，物流、贸易、
加工、商贸服务等多种业态相互支持的开放型经济体
系，力争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一个个大项目、好项目宛若一粒粒种子，“栽”
下新动能，带来新希望，更加快了包头市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

前行的号角已经吹响，跑起来、抢时间、争一
流！包头市正在以奔跑者的姿态迎接历史机遇，朝
着打造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包头全速前进。

【包头·经济】

夯基垒石
确保重大项目建设加速设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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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包头日报记者吴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