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夏的鄂尔多斯高原，青山绵延，
百花争艳，惠风和畅，喜鹊登枝。

7月 15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
院关于同意鄂尔多斯市建设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批复》。根据
批复文件，国务院同意鄂尔多斯市以

“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为主题，建设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7月19日，鄂尔多斯市政府组织召
开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推进落实专题会议，会议强
调，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是鄂尔多斯市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落实“双碳”目标，走好新路子、建
设先行区的重要抓手，为鄂尔多斯市科
技创新和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科技创新、人才培育迎来“鄂尔多
斯时间”。

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人
才驱动“双轮”行进、同频共振策略，兴兴
科创千帆竞发、济济英才万马奔腾，一座

“人才集聚之城、产教融合之城、创新活
力之城”跃然于中国西部的版图之上。

□王玉琢 张晓艳 康俊莲 杨晓磊 罗青山

今年，鄂尔多斯市科技工作在市委市政府
坚强领导下，对标苏州抓创新，深入创建国家创
新型城市，推动“一城四区一园一院三室”建设，
开展“科技政策落地年”活动，全力推进科技创
新能力提升攻坚，有力巩固强化了“十四五”以
来强劲发展态势。

——科技创新主要指标大幅跃升。全面推
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编制《鄂尔多斯建设国
家创新型城市实施方案》并上报自治区，以创提
质、以建促升，主要指标高位增长。2022年市本
级预算安排科技创新专项资金6.22亿元，较上
年度增长15.2%。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预算安
排科技创新专项资金超亿元。上半年，市财政
科技专项支出2.1亿元，同比增长182%。旗区
加速资金兑付，8个旗区全部兑付了2022年之
前的科技专项资金，达拉特旗2022年资金兑付
率达83.63%，居全市第一。2021年全市企业研
发费用累计上报64.75亿元，同比增长56.5%，
全社会R&D经费投入强度预计突破1%。上半
年，全市规上企业投入研发费用25.04亿元，同
比增长72.5%，居全区第一。

——重大载体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历经三年不懈努力，
近日获国务院批复，累计组织实施示范区重点专
项36项，共投入资金3亿元，为全面创建打下坚
实基础。以科技创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布局实施15项科技重
大专项。积极推动建设“双碳”科技创新综合示
范区，争取首批自治区“双碳”科技创新重大示范
工程“揭榜挂帅”项目4项，占全区1/3，获资金支
持5000万元。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方案上报国务院。鄂托克经济开发区升级自治
区级高新区已推荐上报自治区待批。

——科技创新主体量质齐升。“三清零”“双
倍增”行动成效显著。制定“三清零”攻坚行动
实施方案，出台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励补助办
法，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上半年，全市开
展研发活动的规上企业达到 127 户，增长
36.6%。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216家，完成全年
任务的120%。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势头强劲，第
一批推荐申报41家，第二批57家正在审核。评
选出科技创新10强和50强企业榜单，在全市表
彰。设立30亿元规模科技创新基金，支持科技

型企业孵化壮大。
——重大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支撑作用凸

显。上半年，立项支持科技计划项目109项，支
持资金 1.85 亿元，直接带动企业投入近 2 亿
元。在全区率先发榜签约“揭榜挂帅”项目6项，
总规模1.15亿元。争取自治区各类科技专项资
金1.87亿元，其中项目资金1.38亿元。加速推
动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全球首套万吨级二氧化
碳制芳烃工业试验、电解铝硅合金液研发高性
能铝合金、二氧化碳加绿氢制甲醇等标志性项
目顺利推进，黄河十大孔兑综合治理、第四代循
环流化床燃烧高效制取铝硅粉技术、千吨特种
蜡和万吨氧化蜡中试示范等一批科技成果加速
转化，引进支持金之钧、欧阳明高院士等一批创
新团队。

——科技创新资源加速汇聚。鄂尔多斯市
委市政府把强化科技合作作为汇聚科技资源、
支撑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市委书记李理带队
赴深圳、东莞、苏州、无锡、北京等地考察科技创
新，与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大院大所进行深度
对接。积极引进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引力波”大
科学装置，推动北京怀柔实验室在鄂尔多斯市
建设实证验证基地，引进北京大学打造北京大
学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实
施高温高压碱性电解水制氢装备关键技术等8
个项目，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展鄂尔多斯市CCUS
可行性分析及示范工程论证等9个课题研究。

——科技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实施科技体
制改革三年攻坚行动，制定“三个标志性”重大
专项管理办法，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启动“三库
一平台”建设，优化科技计划体系。出台市科技
领军人才评定管理办法，培育本土科技人才队
伍，制定科技特派员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启动
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建立11家企业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科技特派员
积极参与抗旱减灾，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释
放“科技新政30条”红利，出台配套办法和实施
细则11项，累计达到25项，发布一揽子科技惠
企政策。实施“政策敲门找企业”行动，编印
《“科技新政30条”政策解读》《科技创新惠企政
策汇编》《科技惠企政策指引》等读本，开展政策
专题培训和“一对一”辅导，促进政策应知尽知、
应享尽享，落实科技政策奖补资金1574.5万元。

今年，鄂尔多斯市深化落实“科技兴蒙”行
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科技创新
重大部署，以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为牵引，以
体制机制改革为切入点，以政策落地落实为主
题，以“一城四区一园一院三室”为主线，以打
造“三个标志性”为目标，加快推进人才和科技
创新驱动三年行动，以更强决心、更高标准、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下大力气抓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
示范区建设。着力构建以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为核心的创新发展格局，同步做好

“四区一园”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
示范区是鄂尔多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刻实践，是党中央、
国务院赋予鄂尔多斯的光荣使命，要以全球视
野、国家意志、地方实践的战略布局和实际行
动来推动。聚焦“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主
题，制定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尽快组织
召开创建动员大会，全面启动示范区建设。深
入落实“五大行动”，全面实施2000亿元规模
的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运用好示范区支持
政策，凝练储备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下大力气抓实国家创新型城市创建。将
创新型城市建设贯穿到科技工作全过程。围
绕创建指标和重点任务，按照一年打牢基础，
两年攻坚突破，三年晋位巩固的整体安排，推
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将创建重点落实到人才
和科技创新驱动三年行动上，围绕行动主要目
标，按照建设“一心两城一院八基地”平台体

系，实施“五大工程”工作布局，主动对照认领
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系统谋划，高位推
动。各旗区将按照各自科技创新三年行动方
案，结合自治区目标要求和市委市政府战略部
署，强化市旗联动，扎实推进落实，以抓具体、
抓到底、抓问题解决的工作韧性，形成更多创
新实物工作量，推动打造“三个标志性”成果、
团队、项目。

下大力气抓实高能级研发平台建设。持
续提升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发展水平，推动
碳基新材料重点实验室、新型电力系统重点实
验室、国家矿山局工业互联创新重点实验室加
速建设，争取引进4MW级先进电解水制氢和
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示范基地。加快组建鄂尔
多斯实验室，制定建设方案，在碳基新材料、新
能源、绒纺等领域建设产业创新联盟，分阶段
申建自治区实验室、全国实验室。

下大力气抓实“三清零”“双倍增”行动。
按照“三清零”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和“双倍增”
行动要求，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在完成年度
工作任务的同时，要对照人才和科技创新驱动
三年行动目标，以更高要求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各旗区、园区实现“三清零”条件之一的规
上企业比例要达到50%。重点发掘煤炭企业
的创新潜力，做好“三清零”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培育“一对一”辅导，持续强化研发费用统计归
集。

下大力气抓实科技创新合作。强化供需
对接，深化与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院所和

先进发达地区的交流合作，推动与中科院大连
化物所、福建物构所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探索

“离岸孵化”“飞地育成”，推动鄂尔多斯碳中和
研究院在北京、上海建立创新中心，成立深圳、
苏州离岸创新中心，建立上海创新飞地。

下大力气抓实政策落地。各有关单位要
在下半年全面完成“科技新政30条”1+N政策
体系建设和年度政策兑现工作，持续开展“政
策敲门找企业”行动，加大助企纾困力度。深
入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行动，探索推行
科技资金“拨改投”，建立项目资金分期拨付、
后补助机制，推广项目经费包干制，上线“三库
一平台”信息化系统，强化科技成果信息汇
交。进一步深化“1+1”协同工作机制，与教
体、能源、水利、自然资源、科协、税务、中行鄂
尔多斯分行等部门签订协议。

下大力气抓实科技创新服务。推动“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对标苏州学先进，
提升服务效能，培育产生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案例。引导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向市场
化、专业化、集成化发展，深入推进科技服务机
构发展和成果转移转化平台载体建设。高新
区要全力筹备建设自治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各旗区、园区要结合打造园区人才科
创基地，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与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
发挥好科技特派员队伍的作用，全面开展企业
特派员工作。加强科技、金融、产业等政策协
同，用好科技创新基金。

目标精准 持续发力

鄂尔多斯市作为国家重要能源战略基地，
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与黄河安澜的重要屏障，
同时也是荒漠化防治的重点地区、能源资源产
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核心区，鄂
尔多斯该如何从“新”出发，抵达高质量发展的
群峰？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
批复，是时代给予的回应，更是面向未来的大
好机遇。

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规划范围为鄂尔多斯市全域，覆盖2区7
旗，总面积8.68万平方公里。示范区建设以

“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为主题，通过实施强
化荒漠化防治提质增效、水资源高效利用创
新、现代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速、农牧业和
乡村旅游发展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建设促
进“五大行动”，积极探索荒漠化防治、自然资
源保护利用、科技创新、公众参与等多方面机
制协同创新，着力破解生态建设产业化程度
低、资源型产业链条短两大瓶颈问题，建成“生
态安澜、健康宜居的秀美草原明珠”“多能协
同、绿色清洁的现代能源之都”“城乡融合、富

民惠民的和谐幸福家园”“文旅融合、开放包容
的草原文化胜地”，全力打造荒漠化防治的全
球样板区、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引领区、草原文
旅融合发展先行区，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提供实践经验。

而这一巨幅蓝图，彰显科技和人才的“画
龙点睛”。

7月9日，鄂尔多斯重磅出台《鄂尔多斯市
人才和科技创新驱动三年行动方案》，促进人
才和科技创新提档升级，全要素构筑“人才集
聚之城、产教融合之城、创新活力之城”，为全
力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铺设

“软轨道”。
科技的“孵化器”、人才的“蓄水池”持续扩

容提质，推动创新“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人才“流量”转化为英才“留量”。到2025年，
力争引进培育50个左右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集聚
1000名以上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高精尖”紧缺
人才、10000名以上各领域具有发展潜力的优
秀青年人才，全市人才资源总量突破60万人，
高层次人才占比超过10%，高技能人才占技
能劳动者比例超过35%。到2025年，力争全

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70家以上，围绕主导产
业创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和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4个，自治区级以上研发机构
达到280个以上。到2025年，力争每万名就
业人员中研发人员达到80人，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10件，所有旗区科技创新投入
平均达到10亿元，市本级科技创新投入超过
100亿元，企业高新产业投入达到1000亿元
左右，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
2.5%以上。

蓝图浓墨重彩，落笔炯然有神。
如今，从田间地头到车间一线，从全球首

个零碳产业园到“风光氢储车”新能源产业集
群，从库布其沙漠里的荒漠化综合治理经验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从产教
城的融合推进到高精尖的成果应用……在鄂
尔多斯，科技的脉动、人才的喷涌处处可见，一
批创新成果已经“抢滩登陆”，一批千里马正在

“百川归海”。
千山锦绣，未来可期，更当乘风破浪、一马

当先。全力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是鄂尔多斯市蓄满能量后的再出发，是
风鼓帆满时的再起航！

汇聚人才 蓝图美好

高科技电子产品生产线。 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生产线。

科技赋能 势头强劲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城区景观。

内蒙古“草原英才”
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
与会人员现场体验 VR
技术。

汽车生产线。

/ 鄂尔多斯 / 7
责任编辑：张晓 版式策划：李晓菲 制图：李晓菲

2022年7月27日 星期三

““创创””意无限意无限 ““才才””力尽显力尽显
——鄂尔多斯市全力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本版图片均由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