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钢用在刀刃上
□及庆玲

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近日，自治区科
技厅面向全国发布“揭榜挂帅”科技项目榜单，诚邀有
志之士一决高下。

什么是“揭榜挂帅”？通俗地说，“揭榜挂帅”就是
能者上、智者上、谁有本事谁上，从实质上看是以重大
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用市场竞
争来激发创新活力的一种科研课题分派机制和激励
机制。“揭榜挂帅”改变了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
理方式，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为企
业需求导向的技术转移创造了机会，解决了成果技术
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更能为区域间合作扩大
科技“朋友圈”，让有限的科研经费起到“四两拔千斤”
的作用，可以说是真正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唯才是用”的主张，社
会普遍认同。但“揭榜挂帅”从理念层面到具体落实，
并不会水到渠成，必然要积极推动。内蒙古“揭榜挂
帅”工作起步较晚，如何充分发挥这一体制机制的作
用，打开我区科技创新发展新局面？首先是要善于学
习借鉴先进经验，在每一批项目筛选上围绕关键核心
技术广泛调研，择优选择市场热度高、技术需求大、应
用前景广、有众多创新主体参与的行业领域，充分激
发“鲶鱼效应”，才能吸引更多揭榜者，进而形成你追
我赶的局面。事实证明，在更大范围寻找“英雄”，百
舸争流、千帆竞发，更有利于用足资源、优中选优。

和者能久，竞者有力。“挂帅”不是单打独斗，而是
产学研用全面合作，吸纳全社会有能力的机构和人才
参与攻关。确保在竞合中寻求行业整体突破的良性
循环，一方面需要多方参与评估遴选，在文字材料初
评环节和企业现场答辩环节，不仅要有技术领域专
家，还可囊括如投融资等机构的专家参与，不同领域
的专家通过不同维度把关，以进一步考察揭榜单位的
综合实力。另一方面，对顺利实现既定目标的项目、
市场反响好的项目，要给予奖励；对不能按时实现主
要目标但有望实现的，可适当延期；延期后仍不能实
现的，则予以取消，并设立适当的惩戒机制。多管齐
下建立起配套的长效机制，才能让这一制度持久释放
红利，实现创新价值的最大化。

“揭榜挂帅”长效机制的内核，正是要为能者担
当，让他们心无旁骛攻坚克难，向全社会传递“实干
为要”最强音。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悬榜”与

“揭榜”的良性互动，会有更多“挂帅”与“掌印”的精
彩故事，为创新型内蒙古建设注入无限动能。

思享

本报 10 月 11 日讯 （记者 及庆玲）高
调“示爱”，借智创新。聚焦内蒙古“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日前，
自治区面向全国发布首批 15 个“揭榜挂帅”
项目榜单。英雄不问出处，谁有本事谁揭
榜，着力攻克一批“卡脖子”和关键核心技
术，经费总预算额达 2.7 亿元。

“揭榜挂帅”是一种以科研成果来兑现的
科研经费投入机制，也称为“科技悬赏制”。此
次“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重点攻克我区实现

“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资源、现代农牧业及生态
环境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共包含高新技术
领域7项、农牧业领域6项、社会发展领域2项。

我区对“揭榜挂帅”项目管理机制进行改
革：以开放的用人机制，贴榜“布局”。突破现
有科研项目只能由自治区单位承担的机制，面
向全国遴选最优科研团队。以公平的竞争环
境，揭榜“落子”。强调不设门槛，科技管理部
门对揭榜单位无注册时间要求，对揭榜团队负
责人无学历和职称等限制。以完善的保障激

励，挂帅“出征”。实行信用承诺制，揭榜项目
以自我管理为主，对资金使用不设限制，强调
发榜用户的最终评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为支持企业创新，技术攻关类项目发榜方
获得研发投入总额 30%财政补助、最高 1000
万元资助，成果转化类项目揭榜方获得研发投
入总额 30%财政补助、最高 500万元资助，特
别重大的揭榜挂帅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
式确定支持额度。

回顾自治区“揭榜挂帅”项目应运而生的

初心，自治区科技厅战略规划处处长池波深有
感触地说：“长期以来，内蒙古创新投入水平较
低、创新人才短缺、创新成果产出不足，一些急
需和重大的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问题难以依靠
自身力量解决。‘揭榜挂帅’为我区构建高效的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系提供了一剂良方。”池
波介绍，自治区技术攻关类“揭榜挂帅”项目实
行“企业出题、能者解题”攻关模式。政府部门
由“出题方”转为“服务方”，主要在搭建平台、
提供服务、促进合作等方面发挥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技术难题成为行业转型
升级和地方经济发展必须迈过去的坎。大型
矿用车电驱动系统及整车轻量化关键技术攻
关，有利于打破进口产品技术和价格的双重垄
断。”此次“出题方”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科技带头人董志明的话语里充满期
待。

据悉，对于战略意义重大且时限要求紧
迫的重大攻关任务，我区还将实行“赛马”
制，支持多支研发团队平行攻关。

“揭榜挂帅”激活创新“一池春水”

““悬赏悬赏””22..77 亿借智亿借智““最强大脑最强大脑””
内蒙古内蒙古1515项项““卡脖子卡脖子””难题等你来揭榜难题等你来揭榜

自治区首批公开发布“揭榜挂帅”榜单任务共计 15
项，总经费预算 27440 万元。重点聚焦我区实现“双碳”
目标下的能源资源、现代农牧业及生态环境领域“卡脖
子”技术难题，其中，高新技术领域 7 项、农牧业领域 6
项、社会发展领域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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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及庆玲

“项目实施期限是几年？”
“项目实施能获得多少财政资助？”
连日来，自治区科技厅高新技术处、农

村科技处、社会发展科技处、战略规划处办
公室内，咨询“揭榜挂帅”项目榜单相关事宜
的电话此起彼伏。

“通过公布‘骨肽乳酸菌口服液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揭榜挂帅’榜单，我们想在全
国范围内寻找科研院所与创新平台，制得具
有增强骨密度功能的口服液，填补市场空
白，以此推动骨类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资源
充分循环利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带动农
村牧区经济发展。”内蒙古蒙肽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负责人温宇旗说。

长期以来，内蒙古创新投入水平较低、
创新人才短缺、创新成果产出不足，一些急
需和重大的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问题难以依
靠自身力量解决。“揭榜挂帅”无疑为我区构
建高效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系提供了一
剂良方。

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于光军认
为，“揭榜挂帅”将自治区科技研发放在更大
的视野下，通过实践来锻造科创团队，有利
于将科技发展目标调整为科技为社会发展
服务、为社会经济服务，也对提高政府科技
部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提高政府科技
资金使用效率大有裨益。

定榜：让创新“因子”活起来

榜单是创新攻关的靶子，也是引领科技
创新的风向标。

5 月 7 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揭
榜挂帅”实施办法（试行）》发布，为我区实施

“揭榜挂帅”制度提供了基本规范。自治区
科技厅战略规划处处长池波介绍说，经过前
期调研，自治区借鉴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省
等先行地区的探索经验，结合我区实际，制
定了实施办法，确定了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2 类揭榜模式，充分利用科技兴蒙“4+8+N”
长效合作机制，加快推进实施“揭榜挂帅”制
度。

与以往科研人员获得科研项目的课题
申报制相比，榜单申报“不设门槛”，项目牵
头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地域要求，项目

（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
多年来，不少企业养成向政府伸手要钱

的习惯，普遍存在先给钱、后攻关的依赖思
维。“揭榜挂帅”制度有力地解决了这一问
题。

在启动“揭榜挂帅”榜单凝练过程中，自
治区围绕项目管理方式进行了改革，实行企
业主导出题的项目形成机制，榜单项目从征
集的上百项需求中筛选产生，由自治区科技
厅组织专家论证、现场考察、服务指导，消除

大量不精准的技术需求和一般性需求后最
终凝练形成。

制度的创新，打开了科技创新的新路
径。

记者走进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一探究竟。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我国矿用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研究
中心。产品遍布于冶金、煤炭、有色、化工、
建材、水电等领域的大型矿山和重点水利水
电工地，特别是在长江三峡水电工程、国家
能源、华能、中铁建、中广核、中水电、鞍钢、
海螺、华润、西藏巨龙等集团旗下各大矿山
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公司成功
进入澳洲市场，是我国高端工程机械首次批
量出口澳洲市场的公司。

成绩面前，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关键技术亟待
解决：针对大型矿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等
关键部件及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实现国内矿
用车的自主研发和生产。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科
技带头人董志明解释说，非公路矿用自卸车
是在露天矿山为完成岩石土方剥离与矿石
运输任务而使用的一种重型自卸车，其工作
特点为运程短、承载重。目前这类车的载重
在 100-363 吨之间，而且还在向大型化方向
发展。由于载重吨位大，道路多坡，要求电
动轮电驱动系统必须具有高功率和大扭矩，
保证满载上坡时动力强劲。提出大型矿用
车电驱动系统及整车轻量化关键技术攻关，
用于解决电动轮矿用车动力传动系统的“卡
脖子”问题，满足主机厂和矿山用户的定制
化需求，有利于打破进口产品技术和价格的
双重垄断，进一步推进我国在矿用车基础零
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
术基础的创新能力。

“企业既要做‘主体’又要当‘主力’。”内
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军
表示，企业只有踏踏实实、心甘情愿地加大
研发投入，才能为企业发展积累后劲，提升
国家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

记者注意到，此次“揭榜挂帅”项目选择
了有众多创新主体参与的行业领域，而且题
目非常具体，市场热度高、技术需求大、应用
前景广、潜在揭榜者数量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揭榜挂帅”项目榜
单中，包头市 5 项科技项目入选榜单，数量占
总榜单三分之一，居自治区各盟市首位。

当下，在《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揭榜
挂帅”实施办法（试行）》引导下，部分盟市、
企业也在作积极探索，形成联动态势。

无疑，“揭榜挂帅”成为深入实施“科技
兴蒙”行动，围绕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
链，提升自治区重点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的有力抓手。

揭榜：让最强大脑“赛”起来

揭榜项目池形成后，就是遴选出适合参
与项目攻关的创新主体。

目前，区内外很多科研院所都在积极的
咨询，对有揭榜意向的单位，自治区科技厅
及时组织双方对接，帮助协调解决对接中的
具体问题。如果同一项目有多家揭榜，还将
组织专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与发榜企业共
同遴选出最佳解决方案和最优团队。此外，
依托科技兴蒙“4+8+N”合作机制，自治区已
启动大规模储能、石墨烯、稀土、氢能、碳捕
集封存五大领域科技成果征集工作，着手制
作成果转化类榜单，成熟后将组织自治区企
业积极揭榜转化，自治区科技厅将为技术供
需双方建好对接平台，做好支持服务，加快
推动适宜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应用。

今年以来，福建省、辽宁省等陆续面向
全国推出“揭榜挂帅”项目。福建发布的技
术需求均来自民营企业，研发总预算达 7300
万元。辽宁对外公布的 100 个技术榜单，则
聚焦于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
创新发展和骨干企业的技术“瓶颈”。

我区“揭榜挂帅”项目重点聚焦实现“双
碳”目标下的能源资源、现代农牧业、生态环
境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需求，经费总额预
算达 2.7 亿元。

于光军认为：“与其他省区市相比，我区
的项目总量、投入规模有待进一步提高。”他
建议，积极引导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紧
密结合内蒙古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扩大张
榜规模数量。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副研究员辛倬语建议，建立宽容失败的容错
机制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为“揭榜
帅才”潜心钻研、敢于试错提供良好的保障。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探索实施“揭
榜挂帅”新机制体现了科技管理理念的转变。自
治区科技厅将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为核心，加快
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改进科技项目组织
管理方式。具体来说，建立“揭榜挂帅”常态化工
作机制，常年征集榜单需求，利用科技兴蒙“4+
8+N”合作主体建立成果对接、榜单推送等机制，
吸引更多的科研机构参与揭榜，加快促进技术供
需双方的有效对接；做好科技指导服务，通过企业
特派员和组织专家指导，对重点企业关键技术需
求进行系统梳理，提供定制化服务，提升榜单精准
度；优化管理机制，揭榜项目实行信用承诺制，以
自我管理为主，让揭榜团队放开手脚搞科研。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源泉充分涌
流，内蒙古“揭榜挂帅”激活科技创新“一池
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