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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视界

一名儿童在中国商飞展台观看飞机模型。近日，北京展览馆迎来一场重磅
展览：中国空间站模型、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模型……数千项“十三五”期间重大科技成果集结于此，彰显科技让生活更美
好的无穷魅力，尽展创新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强劲脉动。 新华社发

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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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动态

●近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与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研究院的研究人
员合作，发现了一种新的兽脚类恐龙化石，发
现地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满都呼
恐龙化石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距今约8300万
年到7000万年前的地层中，该化石被认定为
伤齿龙科恐龙中的新属种——内蒙古蝶猎
龙。

●近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通过对采自内蒙古、青
海、江苏等地的两个似草鱼的绝灭属种和两个
草鱼绝灭种的咽齿化石，以及现代草鱼咽齿化
石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草鱼类可能起源于
3300万年前的渐新世早期中国西部的一种肉
食性鱼类。现代草鱼则可能在530万年前的
上新世就已形成。

●美国南加州大学科学家借助基因编辑
干细胞，帮助鳞趾壁虎再生出了更完美的尾
巴。这项研究是人类发展再生疗法的一大进
步，有望帮助人类治疗难以愈合的伤口。研究
人员调整了胚胎干细胞，将其植入鳞趾壁虎的
尾巴残端，使其长出来的尾巴比以往更像原来
的尾巴。新长出来的尾巴呈现出经典的“背腹
模式”，即骨骼和神经组织在背侧，软骨组织在
腹侧。

●新加坡科学家借助单细胞测序等尖端
技术，绘制出迄今世界上最大、分辨率最高的
胃癌图谱，该图谱在单细胞水平上提供了胃癌
恶化及不同患者肿瘤之间差异的新信息，还确
定了促使胃癌恶化并扩散到其他器官的分子
途径，为如何更好地治疗该疾病提供了重要信
息。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本报 11 月 8 日讯 （见习记者
张劲）近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区3家单位1名个人
参与完成的3项科技成果获奖。分别为：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

“400万吨/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
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2020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由内蒙古农业大
学张家新教授作为第二完成人参与完成
的“良种牛羊卵子高效利用快繁关键技
术”获得202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
完成的“奶及奶制品安全控制与质量提
升关键技术”项目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本报11月 8日讯 （记者 高瑞
锋）近日，科技部发布通知，批准建设69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蒙古阴
山北麓草原生态水文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建立观测
研究站、生态研究站、生态定位站、试验
研究站、综合试验基地、定位研究站等用
于野外观测、试验、研究的台站中，有国
家级的5个、自治区级的44个。

●本报11月 8日讯 （记者 高瑞
锋）近日，自治区政府印发了《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年，全区高新区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路
径基本形成，其中国家级高新区达到5家
以上，自治区级高新区实现盟市全覆盖；
到2035年，高新区经济发展实力和产业
竞争力大幅增强，成为自治区转变发展
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示范样板。

●本报11月 8日讯 （记者 高瑞
锋）近日，主题为“创新驱动发展 迈向
科技强国”的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
就展在北京举行。经自治区科技厅推
荐，包头市科技局筛选组织的“烧结钕
铁硼辐射磁环”“高纯稀土金属靶材”

“稀土特种钢的研发与应用”“一体化水
下电机”四项稀土领域重大科技成果代
表我区参展。

来自巴基斯坦的哈比在位于上海绿地贸易港的商铺内展示商品。近日，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各国展现了中国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越来越多的国外
客商乘着进博会的“东风”来投资创业，希望将他们的商品带进中国并得到市场的
认可。 新华社发

我乘进博“东风”来

招强引优育新招强引优育新 鄂尔多斯高新区为科技发展蓄势聚能鄂尔多斯高新区为科技发展蓄势聚能

中国长城内蒙古信创基地首台产品
下线仪式。

鄂尔多斯高新区科技兴蒙成
果转化示范基地。

□见习记者 张劲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云计算大数
据企业总部基地、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标准化中试基地……初冬时节，走进鄂尔
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
新区”），这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科技新
城正释放着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力谋
创新的磅礴之气。

在这里，大批科技企业持续释放创新
活力，创新创业载体备受瞩目。高新区通
过整合嫁接、政策引导、体系助推等措施，
着力构建具有地区特色的创新体系，同时
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确定了引育结合的产
业发展路径和“传统提升”“新兴植入”的
产业发展方向。

资源富集
众多优势企业落地生根

栽好梧桐树，还需引凤来。今年，高
新区新增企业91家，长城网信产品生产
线正式建成投产，尚德艾康抗癌药物研发
生产项目及云计算产业园1B数据机房等
多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是什么让
这些行业龙头纷纷看好并入驻高新区？
招强引优育新，高新区全心投入全力打
磨，一项项惠及企业发展的政策清单相继
出炉。

鄂尔多斯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白霞表
示，针对地区产业结构“四多四少”的现实
问题，高新区精准施策，瞄准新兴产业、高
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资本科技型产
业，出台了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等一揽子
政策，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构建人才
链，建设完善产业孵化培育基地、中试基
地等创新载体，大力引进行业领军企业和
龙头企业，立足产业发展需要，吸纳、集
聚、培养创新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千方
百计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助推
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鄂尔多斯能源资源富集，是我区能源
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围绕这一优势，高
新区大力培育与引进这方面的高新技术
企业。为最大化激发产业优势效能，让更
多企业享受优惠待遇、更多有潜质的创新
企业落户，高新区先后出台《招商引资十
条政策》《高新区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的
若干扶持政策》及实施细则、《高新区扶持
在孵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系列政策，
结合入园企业发展实际给予税收、资金奖
励扶持等优惠政策，在追高逐新的路上引
得一批“高、新、特”企业纷至沓来。

短短几年内，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在
高新区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由中国长城
科技集团投资建设的国内首条网信产品
自主安全生产线投产；以开展煤基精细化
学品和新材料为主要方向的伊泰煤基新
材料研究院正在创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打破国外高灵敏度气体检测设备垄断局

面的光能科技即将实现量产；工程院院士
领衔、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处理领
域高新技术企业安信泰环保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取得欧美“孤儿药”地位的抗癌原
创新药ACT001研发中试的尚德艾康抗
癌新药项目即将投产……此外，2个国家
级创新创业载体、3个自治区级创新载
体、8个自治区级企业研发中心、1个自治
区级企业重点实验室、1个自治区级企业
技术中心、3个自治区级成果转移转化中
心等创新平台载体形成完整的创业孵化
链条，高新区内源发展动力逐步增强。

8月13日，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教授杨福源一行到高新区考察调研时表
示，高新区区位优势明显、高新产业特色
鲜明，发展势头强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
施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希望双方能够进一
步加强合作，加强在创新载体建设、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的
交流，助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革故鼎新
新技术新产业趁势而上

在转型中谋发展，效益才会越来越
好。针对以往产业档次和技术装备水平
低、企业创新发展后劲不足、政策支持跟
不上等问题，高新区主动攻破难题，列出
了自己的思路：积极拓宽产学研合作层
面，精准嫁接资源，缩短了产品从实验室
到市场的距离。

记者从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了
解到，高新区既关注大院大所动态，也认
真研判地方实际、吸引年轻创业团队；既
关注国家政策导向，也立足产业实际助力
地方经济转型发展；既发挥人才引育和企
业研发，也积极帮助企业团队兑现相关政
策。高新区通过项目引才、平台引才的方
式，引进各类创新创业人才31人、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5个；通过实地走访、送政策
送服务、专题培训等方式，培育科技型中
小企业 63家，占全市 45.3%，对 46个企
业、人才团队给予 346.85万元的奖励补
贴；帮助企业申请科技和人才项目奖补支
持，已获批 46 项，到位资金 7307.56 万
元。一年来，高新区持续加强与“科技兴
蒙”“4+8+N”合作主体的科技交流合作，

一是继续推进伊泰煤基新材料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培育建设；二是推进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内蒙古研究院、河南理工大学鄂
尔多斯煤炭清洁利用研究院、内蒙古科学
技术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的落地工作；三
是重点推进哈工大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工程研究中心、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铁合金技术创
新中心建设；四是积极推进数矿科技、紫
荆低碳4家企业筹建自治区企业研发中
心和环投建设自治区重点实验室。高新
区将继续集中力量搭平台、育项目、引人
才、建机制、强服务，全面优化科技人才发
展环境和营商环境，不断推动科技人才工
作提质增效。

2013年，内蒙古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入驻高新区启迪孵化器。创始人阎文斌
博士只身一人带着先进技术，决心打破国
内高灵敏度气体激光检测领域空白。但
创业初期的产品研发、厂商配套、市场营

销、运行资金等问题，成为企业发展路上
的绊脚石。困难不少，但办法更多。高
新区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启动“一企一
策”政策，专题研究针对性扶持措施，决
定由政府领投，引进本市知名企业双欣
控股集团跟投入股，指导企业建立职业
经理人制度，让专业技术人员专注研发，
并给予相应科技专项支持。经过几年的
发展，光能科技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2020年，该公司与华为、金宏气体、中国
船舶第七一八研究所、包头农牧科研院
等国内知名企业、机构实现了业务往来，
年度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较上年翻了
一番。像这样，高新区服务光能科技的
实例还有很多。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成为高新区发展
动力源的关键一招。近年来，高新区累计
建成自治区级技术转移转化机构3个，与
八戒科技合作建成鄂尔多斯“互联网+”区
域创新资源共享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技
术转移、技术导入、行业沙龙、高端峰会、
人力资源等各类培训近百场次，进一步拉
近了企业与市场的距离。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技兴蒙”行动，全
面完成研发投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日
前，《鄂尔多斯市深入落实“科技兴蒙”行
动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新鲜出炉，提出科技创新八大行动和30
条政策措施。其中涵盖实施高新区提质
升级三年行动，即通过三年攻坚把高新区
打造成为全市新兴产业增长极、科技创新
策源地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重点围绕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培育和绿色低碳、新型化工技
术研发，紧盯龙头企业和知名高校院所，
集中发力引进一批重大高新技术产业项
目和高端科技创新平台，推动高新区“提
质进位”。

9月27日，鄂尔多斯市科技局面向康
巴什区和高新区企业及科技管理部门举
办“科技兴蒙”专题培训班，高新区积极组
织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及其
他科技企业相关人员共50余人参加了此
次培训，提高企业对科技兴蒙政策的理解
与认识，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科技平台
载体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放合作
协同创新、科技创新人才引育起到了引导
作用，同时也强化了科技管理部门的责任
意识。

鄂尔多斯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白霞对
高新区发展满怀信心，她表示，高新区实
现跨越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成熟，高
新区将深入落实“科技兴蒙”行动和“科
技新政 30条”，实施提质进位和促优培
强行动，把高新区建成高端产业最集聚、
高新企业最集中、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
最优质的新增长极，建成全市创新发展
示范区、转型发展引领区和产城融合科
技城，力争经过三年的努力，进入国家高
新区前100名。

光能科技气体激光检测仪系
列产品不断升级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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