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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

内政发〔2022〕6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

业、事业单位：

制造业是内蒙古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的主阵地。当前，内蒙古正处在一个极其艰难又极为重要的

转型期，面临制造业发展不充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

高、产业结构倚能倚重、智能化发展迟滞等突出问题。为贯彻

落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结合自治区实际，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

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以赴调结构、转功能、提

质量，扎实推进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现代装备制造、新型化工、

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扎实走好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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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要实现以下目标：

——高端化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能源

工业，现代装备制造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10%左右，新材

料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13%左右，打造绿色农畜产品加工、

现代装备制造、新型化工、新材料 4 个千亿级和生物医药 1 个百

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产业智能化升级、数字化赋能取得新突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 6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6

8%，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到 45%，工业园区全部建成智慧

园区。

——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制造业领域实现节能 50

0

万吨标准煤以上，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

例超过 3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3%。

二、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力以赴把结构调过来、功能转过

来、质量提上来”要求，高标准培育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现代装

备制造、新型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

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水平。

（一）培育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围绕建设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重点发展乳、肉、绒、玉米、马铃薯加工等产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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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 4000 亿元，主要农畜产

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80%。乳品加工方面，重点在嫩江、西辽河、

黄河流域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等优势奶源区集中布局一批

鲜奶加工项目，确保鲜奶全部就地加工转化。肉类加工方面，支

持品牌龙头企业整合中小型肉类加工企业，培育大型加工企

业，提高产业集中度，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羊绒加工方面，推

动区内羊绒收购、梳绒、纺纱、针织等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套，形

成区域联动互补发展格局；完善山羊绒制品地方标准体系，发展

个性化定制，推动羊绒制品设计创新、产品创新。玉米加工方面，

重点在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等地区布局玉米加工项目，打造

“玉米种植—玉米淀粉—淀粉衍生物—副产品综合利用”产业

链。马铃薯加工方面，重点在呼伦贝尔、赤峰、乌兰察布等马铃

薯主产区布局马铃薯加工项目，提高就地加工能力；支持乌兰察

布打造“中国薯都”品牌。

（二）培育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制

造和新能源汽车制造两大千亿级产业，形成拉动制造业发展新引

擎。新能源装备制造方面，围绕风电项目建设，适度发展风电整

机制造，重点发展叶片、发电机、轮毂、轴承、控制系统等核心

配套零部件，提高零部件配套能力，打造形成“风机制造—配套

零部件—设备维修—风电基地”产业链；围绕满足光伏电站建设

需求，支持现有单晶硅、多晶硅生产企业发展太阳能电池组件产

品，引进电池片、光伏玻璃（面板、背板）、EVA 胶膜、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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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光互补设备制造项目，形成“光伏材料—电池组件—光伏电

站”产业链；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氢能应用场景，发展电解水

制氢和工业副产氢提纯装备制造、氢能储运装备制造、氢燃料电

池制造等产业，实现氢能装备制造新突破；依托锂离子电池正负

极材料、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隔膜等产业基础，重点发展储能

电池、储能控制系统制造业，到 2025 年，风电装备基本满足区

内需求，光伏装备、氢能装备、储能装备制造实现历史性突破，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值突破千亿元。新能源汽车制造方面，围绕

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载重车，加快释放新能源汽车产能，在呼

包鄂等地区集中布局配套零部件项目，打造形成涵盖动力电池、

电机、电控系统、动力总成、配套零部件及整车研发制造的新能

源汽车全产业链，建成重要的区域性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统筹

规划、适度超前，加快完善充电及加氢基础设施，到 2025 年，

全区新能源车辆产能达到 10 万辆，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提高

到 40%以上。

（三）培育新型化工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现代煤化工和精细

化工产业，到 2025 年，现代煤化工、精细化工产值突破 2000

亿元，占化工行业比重超过 50%。现代煤化工方面，加快推进鄂

尔多斯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建设，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适度

扩大现代煤化工产业规模，大力发展高端聚烯烃、工程塑料、高

性能纤维、高品质石蜡、高档润滑油、丁腈橡胶等高附加值产品，

推动产业向化工园区集中集聚，打造绿色化、精细化、循环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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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煤化工产业集群。精细化工方面，严格控制焦化、氯碱化工等

上游产业规模，推动传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深加工项

目，构建煤焦化工、氯碱化工全产业链，大力发展医药农药系列、

染料系列等精细化工产业；大力发展氟硅化工产业，集中在包头

市、乌兰察布市布局高端氟化工示范项目，推动向氟硅树脂、有

机硅、功能性膜材料等氟硅新材料领域延伸，提高就地转化增值

水平。

（四）培育新材料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先进金属材料、稀土

新材料、先进硅材料、先进建材及非金属矿物材料、先进碳材料、

先进高分子材料，到 2025 年，新材料（包括铝后和铜后加工）

产业产值突破 3000 亿元。先进金属材料方面，扩大先进钢铁材

料、有色金属材料规模，重点发展高性能板材、高性能管材、先

进轨道交通材料、高性能铝（铜）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满足轨

道交通、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需求。稀土新材料方面，

依托自治区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创新资源，加快关键技

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大力发展永磁、储氢、催化、助剂等高端稀

土功能材料，形成“稀土资源—冶炼分离—功能材料—应用产品”

产业链，建设全国最大的稀土功能材料基地和全国领先的稀土应

用基地，到 2025 年，稀土就地加工转化率达到 80%以上。先进

硅材料方面，鼓励多晶硅、单晶硅以及有机硅企业延伸产业链

条，发展下游大尺寸切片、电子级晶硅高性能有机硅系列产品。

先进建材及非金属矿物材料方面，发挥内蒙古新型建材特色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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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重点发展特种玻璃、高端煤系高岭土、新型陶瓷材料产业。

先进碳材料方面，优化布局石墨（烯）、碳纤维、复合碳材料等

先进碳材料产业，发展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特种炭素材料、碳纤维、玻璃纤维、石墨烯粉体和薄膜等高附加

值产品。先进高分子材料方面，推动化工中间产品延伸耦合，发

展高性能树脂、高端功能性膜、可降解塑料等材料。

（五）培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生物制剂（兽用疫

苗）、原料药和化学药、中药（蒙药），到 2025 年，生物医药产

业产值达到 350 亿元。生物制剂（兽用疫苗）方面，依托兽用疫

苗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兽用疫苗创新中心，扩大口蹄疫、布鲁氏病

菌等疫苗供给能力，发展宠物疫苗系列产品；研制非洲猪瘟、牛

结节病等急需疫苗，支持呼和浩特市打造全球领先的兽用疫苗研

发生产基地。原料药和化学药方面，依托原料药产业基础，推动

原料药向下游药品制剂延伸，增加维生素等原料药下游产品种类

和规模，发展多杀菌素、驱虫药等绿色生物农药兽药。中药（蒙药）

方面，依托道地药材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中药（蒙药）产业，打

造形成“道地药材—药材初加工—饮片、配方颗粒—中药蒙药制

剂”产业链，实现道地药材基本全部就地加工转化。

三、促进产业智能化发展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求，加快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动 5

G 技术、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园区、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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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智慧矿山等方面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

化升级。

（一）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双千兆”网络建设，持续

推动 5G 基站建设和“千兆光网”城市建设，到 2025 年，实现

盟市、旗县（市、区）、苏木乡镇、工业园区、大型工矿企业 5G

信号有效覆盖。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推动实现“东数西算”。

优化数据基础设施布局，到 2025 年，数据装机能力突破 300 万

台。

（二）建设智慧园区。以工业园区为重点，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为支撑，打造园区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园区内企业生产、环保、

安全、能耗、物流等关键数据敏捷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和智

能响应。规划建设自治区智慧工业监测平台，实现工业园区企业

运行、项目建设、能耗管控、污染监测等一体化、全景式管理。

（三）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规划建设自治区能源工业互联

网平台，在化工、冶金、建材、现代装备制造、绿色农畜产品加

工和新兴产业等领域建设区域级、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

台。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内蒙古综

合型二级节点，开展基于标识服务的应用创新。深入推进企业登

云行动，重点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登云上平台和关键设备数字

化网络化改造。到 2025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到 45%。

（四）建设智能工厂。推动企业采用智能设备、自动化技术、

自动识别技术等数字技术建设数字化车间。鼓励骨干企业运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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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智能工厂。在铁合金、电石、民爆等行业

实施“机器换人”。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

诊断，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贯标。到 2025 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 60%，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达到 68%。

（五）建设智慧矿山。重点在大型露天煤矿和井工煤矿打造

不同条件、场景、模式下的 5G+无人驾驶、5G+无人采掘示范项

目，挂牌一批 5G+智能化煤矿示范基地。到 2025 年，重点露天

煤矿矿用车全部实现无人驾驶，井工煤矿采掘面、掘进面全部实

现智能化作业。

四、促进产业绿色化发展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严控

“两高”增量，加快过剩低效产能退出，加强工业项目节能节水

改造，强化园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创建低碳零碳示范园区，促

进产业绿色化转型。

（一）严格控制“两高”行业规模。严格控制“两高”行业

新增产能，除合规在建项目和已完成产能置换项目外，原则上不

再审批钢铁、铁合金、水泥、焦炭、电石、PVC、普通平板玻璃

等“两高”行业新增产能项目。严格“两高”项目准入，新建“两

高”项目工艺技术装备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能效水平必须达

到国家标杆水平，工业用水对标国家先进水平。

（二）加快实施节能节水技术改造。加大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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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对标国家先进标准或标杆水平，对钢铁、电解铝、水泥、

化工、建材、电石、PVC、铁合金等行业年耗能 5000 吨标准煤

以上，且单位能耗达不到行业先进水平的重点用能企业，全面实

施节能技术改造。坚持以水定产，加大企业节水改造力度，在钢

铁、有色、化工、建材、食品和发酵等高耗水行业全面开展节水

技术改造，打造一批节水型企业和节水标杆企业。

（三）建设一批低碳零碳示范园区。实施园区可再生能源替

代行动，在用电负荷相对集中、具备自主调峰能力的工业园区先

行试点建设一批低碳示范园区、零碳示范园区，鼓励具备条件的

工业园区开展低碳、零碳转型，构建园区绿色发展模式和发展格

局。到 2025 年，低碳、零碳示范园区新能源消纳比重分别达到

50%和 80%。

五、完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盟市要深刻认识产业转型发展的重

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切实承担主体责任，明确任务分工，建

立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全面抓好落实。自治区层面要分年度制

定工作要点，细化年度目标任务，强化督查督办，确保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分别制定支持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各盟市要结合本地区

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意见和配套方案。

（二）加强财政金融支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大幅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扩大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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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加

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规模，推动设立新能源装备制造发

展基金。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加强产融合作，定期向金融机构推介重点项目，对

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支持。

（三）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

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以企业

为主导的各类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在优势领域组建一批制造业创

新中心，支持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支持企业参与国际、

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继续对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零部

件首批（次）、新材料首批（次）产品给予保险补偿。实施“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双倍增”行动。

（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区域评估、告知承诺制、部

门帮办制，最大限度缩减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畅通企业诉求

反映渠道，分级分类推动解决项目开工手续不完善、政策落实不

到位、承诺兑现不到位、融资难融资贵、用工需求等方面问题，

营造企业发展良好环境。

附件：配套方案



- 11 -

2022 年 2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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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行动计划方案一

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加快推动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

高质量发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依托内蒙古农畜产品资源优势和加工业基础，以打造国家重

要的绿色农畜产品加工基地为目标，坚持绿色引领、创新驱动、

龙头带动、品牌支撑，聚焦乳、肉、绒、玉米、马铃薯加工等重

点领域，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创新供给，

加快龙头企业和优势品牌培育，引导优势资源向龙头企业集中聚

集，大力提升加工转化能力和精深加工水平，提高产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推动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到 2025 年，全区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 4000 亿元，年

均增长 8%，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80%，培育一批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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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乃至全国有较大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的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和

知名品牌。

二、发展重点

（一）乳品加工。集中在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

通辽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等地区加快奶源基地和鲜奶加

工项目建设，形成与鲜奶产量相匹配的生产加工能力。发展乳

粉、奶酪、低温奶、发酵乳制品、功能型高品质特色乳制品等

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利用呼伦贝尔市、通辽

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等地区羊、

马、驼等乳业资源优势，发展壮大地方特色乳制品、民族传统

奶制品，扩大羊奶、酸马奶、奶皮子、奶豆腐等乳制品生产规

模。“十四五”新增鲜奶加工能力 300 万吨，总产能达到 1000

万吨，乳制品加工业产值达到 1800 亿元。

专栏 1：乳品加工产业发展任务

提升加工能力。加快推进一批鲜奶加工项目建设，新增鲜奶加工能
力 300 万吨。

优化产品结构。支持重点企业发展婴幼儿乳粉、高端液态奶、特色
乳制品等，推动绿色化、特色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打造国际品牌。支持龙头企业打造世界级企业和国际乳业品牌。

（二）肉类加工。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等地区发展分割肉、冷鲜肉等牛羊肉

精深加工产业。支持通辽市、赤峰市等地区猪肉加工企业发展

高、低温及保健类猪肉制品，研发新品种，生产新产品，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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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依托赤峰市、巴彦淖尔市等地区肉禽养

殖加工龙头企业，进一步扩大肉鸭、肉鸡等生产加工规模，发展

熟制品和休闲食品。鼓励现有牛羊肉加工龙头企业兼并整合中小

型企业，形成大型牛羊肉加工企业集团，提升产业集中度，增强

竞争优势。鼓励新建改建大型屠宰企业，建设畜禽产品冷链加工

配送体系，开展牲畜屠宰标准化示范创建，推动畜禽屠宰、精细

分割，打造高端肉类品牌。培育引进以血液、脏器、骨组织、皮

毛绒、蛋壳等为原料的生物医药、保健品、生活用品生产企业，

发展肉、骨、油、血、脏器等副产品加工，提高副产品利用率。

到 2025 年，培育 5 家超 10 亿元加工企业，肉类加工业产值达

到 450 亿元。

专栏 2：肉类加工产业发展任务

扩大产业规模。推进主产区加工龙头企业年屠宰 20 万头肉牛、1
00 万只肉羊、200 万头生猪项目建设，提高加工能力。

丰富产品种类。提升高（低）温肉制品、保健类肉制品及清真肉
制品产能，发展中央厨房、预制菜肴等新业态、新产品，提高冷鲜肉、
发酵肉、功能性肉制品等产品比重。

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培育“屠宰—冷推进鲜肉分割—肉食品加
工—血液、脏器加工”产业链，提高牧源牛油、甘美食品、蒙宝生物
等企业肉、骨、油、血等副产品加工能力。

打造高端品牌。以知名企业为龙头，强化创新能力建设，完善
产品和市场体系，推动品类做多、等级做细、质量做精，提升品牌
影响力。

（三）羊绒加工。在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等

羊绒主产区推动建设绒山羊标准化养殖基地，提高优质原绒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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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障能力。依托龙头企业，推动组建羊绒产业联盟，发展原

绒、无毛绒、精纺纱线、高档面料、精品服饰、设计研发、品

牌营销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支持龙头企业加强技术改造、产品创新和工艺设计，发展

个性化定制服务，提升供应链快速反应和精准协同能力。鼓励

骨干羊绒企业境外建厂，瞄准国际市场开展品牌化经营，提

升品牌影响力。到“十四五”末，羊绒加工业产值达到 200

亿元。

专栏 3：羊绒加工产业发展任务

提升羊绒品质。设立绒山羊原产地保护区，实施绒山羊补贴，
保护优质绒山羊品种。支持运用现代育种技术，提升羊绒品质。“十
四五”力争绒纤维在 14.5 微米以下的绒山羊占保护区绒山羊存栏量
的 50%左右。

提高产业集中度。在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等羊绒
主产区推进羊绒产业园区建设，建立国内最具竞争力的产加销、贸工
农一体化发展的羊绒制品加工产业集群，优势区域羊绒加工企业集中
度达到 90%。

提升品牌影响力。鼓励引导企业收购国际知名品牌，提升国际营
销管理水平，拓展海外营销渠道，加大阿尔巴斯白绒山羊、阿拉善白
绒山羊等区域公用品牌宣传，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羊绒自主知名品
牌。“十四五”期间，力争打造 2 个以上国际品牌。

（四）玉米加工。在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

辽市、赤峰市、巴彦淖尔市等玉米主产区，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

龙头企业，加强微生物多糖、氨基酸系列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建设，开发生产食品级及医药级氨基酸、原料药、生物化工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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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产品，发展小品种氨基酸系列产品及关联产业。加强玉米全株

全产业链开发利用，推动玉米加工产品向酸、糖、胶、素、药等

方向发展，加快提升玉米芯、玉米秸秆等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

发展木糖醇、饲料、肥料、可降解材料等产品。到“十四五”末，

玉米加工业产值达到 500 亿元。

专栏 4：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任务
扩大产业规模。推动通辽 360 万吨/年玉米深加工、赤峰 6 万吨玉

米蒸汽压片等项目建设，扩大产业规模。到“十四五”末，玉米加工能
力达到 1200 万吨。

培育生产基地。依托玉米加工龙头企业，加强氨基酸、生物多糖技
术研究和成果转化，打造世界小品种氨基酸生产基地。

增加产品种类。重点发展聚乳酸、玉米淀粉糖、玉米酒精、玉米胚
芽油等深加工产品，鼓励研发生产食品级、医药级氨基酸、原料药等高
端产品。

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抗生素系列、维生素系列、绿色食品药品添加
剂系列、氨基酸系列、玉米芯、玉米秸秆等副产品系列产业。

(五)马铃薯加工。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

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优势产区建设马铃薯标准化

生产基地，发展初级加工业。依托马铃薯深加工龙头企业，扩大

淀粉、全粉、薯条薯片等产品的种类和规模，推动马铃薯主粮化，

研发生产变性淀粉及衍生物、生物降解材料等新产品。支持龙头

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工艺设备，提升环保水平，打造智

能工厂、绿色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塑造优势品牌。鼓励具备

条件的大中型企业通过优化、兼并、重组等方式，进一步整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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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促进产业集聚和品牌打造。支持乌兰察布市加强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建设和品牌推介，提升产品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打

响“中国薯都”品牌。到“十四五”末，马铃薯加工业产值达到

40 亿元。

专栏 5：马铃薯加工产业发展任务

提高初级加工能力。引导发展储藏保鲜、产后净化、分级包装、净
菜加工等产地初加工，推进赤峰 12 万吨马铃薯加工园区，赤峰 20 万
吨马铃薯加工、锡林郭勒盟 20 万吨冷冻薯类食品项目建设，建设冷冻、
油炸、鲜切等马铃薯加工生产线，提高产地商品化处理能力和水平。

提升精深加工水平。推进兴安盟、乌兰察布等地区马铃薯深加工项
目建设，发展精淀粉、全粉、薯条薯片和休闲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研
发和推广主食产品、配方产品、营养配餐等新产品，推动以马铃薯为主
要原料的全生物降解餐具产业化项目落地。

培育优势品牌。巩固提升乌兰察布、武川等马铃薯区域公用品牌影
响力，培育“蒙薯”品牌。支持乌兰察布市做强“中国薯都”品牌，提
高加工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三、重点任务

（一）加快提升创新能力。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鼓励企

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对接和交流，开展农畜产品加工

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强农畜产品加

工领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科技

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建设，创建国家级研发中心，

打造一批联合创新基地。

专栏 6：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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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平台，积极创建国家级技术创新中
心，鼓励企业打造全球研发中心，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加快数字化转型。支持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利用数字化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艺设备，发展智能制造，推广应用“5G+工

业互联网”场景，打造智能工厂。积极支持运用工业互联网、物

联网、云计算、智慧物流等手段，培育发展新兴业态。鼓励发展

农畜产品电子商务，探索建立内蒙古农畜产品网上展销平台。

（三）加大龙头企业培育力度。鼓励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兼并

重组、强强联合，组建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引导加工龙头企业重

心下沉，向原料主产基地、农畜产品加工园区、物流节点集聚集

中。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各类加工主体，以资本、技术、品

牌为纽带，通过股份合作、工序衔接、产销对接等方式，建立产

业联盟。围绕特色主导产业链建设，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精准引

专栏 7：数字化转型工程

推动数字化改造。支持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造提升
传统工艺装备，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推动数字化车间项目、鲜奶
数字化工厂项目建设，到“十四五”末，力争建成数字化车间 5 个。

发展智能化制造。推广应用新型传感器、嵌入式控制系统等智能
化制造技术，支持乳品行业建设智能示范项目和乳制品全国性工业互
联网平台；推进羊绒行业生产制造系统智能化、柔性化改造，发展个
性化设计、用户参与设计、交互设计，增强定制设计和柔性制造能力；
肉类行业建立上下游贯通的智慧冷链物流体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到“十四五”末，力争建成智能
工厂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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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批国内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谋划实施一批农畜产

品加工重大项目。

专栏 8：龙头企业培育工程

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引导优势资源向龙头企业集中聚集，
打造原料加工、营销融合发展的大型龙头企业；支持企业通过新建、技
改和兼并重组，扩大生产、提升规模；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资本运营、上
市融资、品牌联盟等多种形式做大做强。到“十四五”末，力争培育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 户，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130 户以上。

（四）实施品牌带动战略。立足中高端定位，巩固内蒙古农

畜产品“高品质、纯天然、生态环保”品牌形象。积极开展绿色、

有机、名优特新等优质产品认证，深入开展“蒙”字标认证等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推动更多“蒙”字标农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引导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创建自主品牌，支持做强伊利、蒙

牛、额尔顿、科尔沁牛肉、鄂尔多斯、鹿王、阜丰、梅花等品牌。

依托奶业、牛羊肉、羊绒、马铃薯等优势主导产业，打响中国乳

都、中国薯都、中国羊绒城、中国肉羊之乡、中国牛羊肉美食之

都等品牌。

专栏 9：优势品牌培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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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
竞争力强的品牌产品、品牌企业。深入开展“蒙”字标认证，培育壮
大“蒙”字标品牌，打造高端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到“十四五”
末，培育形成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30 个
以上。

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利用各类农畜产品展会、品牌推介会、产销
对接会、新媒体等营销平台，大力宣传推广优势特色品牌。鼓励市场
主体建设专营店、专区、互联网销售等平台，提升品牌影响力。

（五）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加大绿色生产技术研发和推广应

用力度，实施全产业链质量控制，强化绿色清洁生产，健全产品

追溯体系，加强农畜产品循环利用、全值利用和梯次利用，增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形成产业绿色化发展方式。加快农畜产品

加工产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

色产品和绿色供应链。

专栏 10：产业绿色化转型工程

加大绿色改造支持力度。推进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和
节能环保技术改造，支持创建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产品。加强副产物
循环利用和废弃物无害化处理，通过绿色加工、综合利用实现节能降
耗、环境友好，促进可持续发展。到“十四五”末，培育认定 20 家以
上农畜产品加工业绿色工厂和 10 个绿色设计产品。

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技术。加快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引导企
业优化工艺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工艺过程的绿色环保。指导企
业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开展从原料生产到回收利用的全链
条一站式服务。

四、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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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实施。建立协调推进机制，成立自治区绿色

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由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

工作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形成“四个一”（一位领

导、一个牵头部门、一个工作专班、一个工作方案）工作推进机

制，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推动支持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各

项政策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分别制定支持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发

展的具体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按照职责分工分

头推进，形成合力。各盟市要结合实际制定行动方案（计划）和

配套政策，细化任务目标，确保取得实效。建立年终总结评估考

核机制，对各地区各部门年度任务落实情况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进行考核评估。

（二）落实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在农畜产品

加工龙头企业培育、品牌建设、技改升级、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给予重点支持，扶持企业发展壮大。加强财政

直达资金下达使用监管，确保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企业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扩大授信

规模，延长贷款期限。

（三）加强工作指导。充实完善《“十四五”内蒙古自治区

绿色农畜产品加工项目滚动计划表》，定期调度和分析评估计

划落实情况，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各项

工作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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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行动计划方案二

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推动现代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

培育形成新增长点，带动产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结合自治区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培育链主企业，强化龙头带

动，引进配套企业，建设产业基地，打造大中小企业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到 2025 年，形成年产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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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以上风电整机及其零部件、400 万千瓦以上太阳能电池及

组件、360 万千瓦以上储能装备、5000 套以上燃料电池汽车电

堆系统、800 台套以上制氢及工业副产氢提纯设备、40 万吨以上

储氢设备、10 万辆新能源车辆生产能力，现代装备制造业产值突

破 2000 亿元。

二、发展方向

（一）风力发电装备。加快现有产能升级改造，优化产品结

构，提升整机产能利用率。适度发展风电整机制造，重点发展叶

片、发电机、增速机、轮毂、主轴、定转子、法兰、轴承、控制

系统等核心配套零部件，提高零部件配套能力，着力打造风电

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基本形成与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相匹配的

风电装备生产能力，努力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的风力发电装备制

造基地。

专栏 1：风力发电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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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重点发展 5MW 以上高参数、 高可靠性、低度电成本、
智慧化的大型风电机组。

发电机。重点发展大功率发电机，力争新增产能1600台（套）
以上。

叶片。适度增加产能，重点突破碳纤维、碳玻混编材料等新型、
轻型叶片关键技术，叶片长度不低于 80 米，力争新增产能 1300
套以上。

塔筒。适度增加产能，发展超高塔筒，新增产能 50 万吨以上。
齿轮箱。重点发展高可靠性、长寿命齿轮箱，力争新增产能 1600

台（套）以上。
控制系统。重点发展变桨变频控制系统，力争新增产能 4000

套以上。
轴承。重点发展高承载力、高可靠性轴承，力争新增产能 6000

台（套）以上。
积极引进机舱罩、变流器、法兰、主轴、轮毂、定转子等配套零

部件制造项目。

（二）光伏发电装备。依托光伏材料产业优势，鼓励多晶

硅、单晶硅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发展下游电池片、电池组件。积

极引进光伏玻璃、背板、EVA 胶膜、逆变器等项目，打造光伏制

造全产业链，填补光伏装备及配套产业空白，力争形成与新增新

能源装机规模相匹配的光伏装备制造生产能力。

专栏 2：光伏发电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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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组件。重点发展高效光伏电池组件，力争形成电池组件产能 7
00 万千瓦。

电池片。重点发展高效率电池片，单晶 P 型电池效率 22.8%以上，
HJT 电池效率 24.5%以上，TOPCon 电池效率 24.5%以上，力争新增
产能 700 万千瓦。

光伏玻璃。建设光伏玻璃项目，力争新增产能 3000 万平方米以上。
EVA 胶膜。建设光伏 EVA 胶膜项目，新增产能 6000 万平方米以

上。
背板。建设光伏背板项目，力争新增产能 3000 万平方米以上。
逆变器。重点发展高效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引进兆瓦级逆变系统

研发制造项目，力争新增产能 400 万千瓦。

（三）氢能装备。抢抓氢能产业进入市场化临界点战略性机

遇，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氢能应用场景，强化氢能装备技术创

新，重点发展电解水制氢装备、工业副产氢提纯装备、氢能储运

装备、氢燃料电池等装备制造业，实现氢能装备制造新突破。

专栏 3：氢能装备

制氢装备。重点发展高效率、低成本、长寿命可再生能源电解水
制氢装备和工业副产氢提纯装备。推进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研发和产
业化发展。

氢储运装备。以大容量、低能耗氢储运设备制造为主导方向，发
展密度高于 60 千克/立方米的低温液氢储运装备、密度高于 25 千克/立方
米高压气态氢储运装备、密度高于 50 千克/立方米储氢容器装备制造
业，新增氢气储运装备生产容量 1000 吨。研发氢能运输管道相关技术
和装备，发展管道材料、压缩机、计量表等加氢、运输设备。

氢能应用装备。建设小型化、高效率、寿命长的氢燃料电池项目。乘
用车燃料电池堆功率密度不低于 3.0 千瓦/升，系统功率密度不低于
400 瓦/千克；商用车燃料电池堆功率密度不低于 2.5 千瓦/升，系统功
率密度不低于 300 瓦/千克。力争新增燃料电池汽车电堆系统产能 5000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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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储能装备。依托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石墨电极、

隔膜等产业基础，重点发展储能电池、储能控制系统制造，培育

发展配套产业，最大限度满足区内储能需求。引进掌握核心技术

企业，鼓励发展先进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电

磁储能、储热蓄能装备及智能控制系统等先进储能装备制造业。

专栏 4：储能装备

储能电池。重点发展大容量、高容量密度、长寿命储能电池，电池
容量达到 280 安时以上，容量密度 351 瓦时/升以上，系统循环次数 6
000 次以上，力争新增储能设备产能 360 万千瓦。

液流电池。加快高安全性能的液流电池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控制系统。重点发展零缺陷电芯生产品质管理工艺，发展电芯级、

Rack 级、系统级储能软硬件安全保护控制系统，突破储能系统用高性
能绝缘材料技术、防爆技术、消防技术。

（五）新能源汽车。以市场为导向，依托自治区典型应用场

景，重点发展乘用车、商用车等新能源整车和重型牵引车、城市

物流车、环卫车、渣土车等新能源专用车以及新能源矿用自卸车、

电动汽车关键零部件，提高整车产能利用率，努力建设我国北方

重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

专栏 5：新能源汽车及矿用车

乘用车。重点发展续航里程 400 公里以上的新能源轿车和 SUV，
2025 年产能达到 5 万辆，产能利用率达到 30%以上。

重型牵引车。重点发展 N2 类和 N3 类纯电动货车，力争到 2025
年产能达到 5 万辆，产能利用率达到 60%以上。

客车。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 15Wh/km·kg 以下的客车。
专用车。重点发展新能源城市物流车、环卫车、渣土车、大巴车以

及自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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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矿用车。发展载重 90 吨、续航里程 150 公里以上的新能源
矿卡，力争到 2025 年全区推广应用 10000 辆。

电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引进高度集成化、模块化、轻量化、
低成本、高能量密度的驱动电机项目，力争 2025 年产能达到 4 万个以
上，本地配套率达到 40%。

电控系统。重点引进一批高控制精度、高动态响应速率、高安全性
和可靠性的电控系统生产研发企业，与本地整车企业协作配套，力争 2
025 年产能达到 4 万套以上，配套率达到 40%。

三、主要任务

（一）推动产业基地化布局。统筹产业基础、区位条件、资

源要素等因素，以包头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

地区为重点，集中部署风电装备制造项目；以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鄂尔多斯市为重点，集中布局光伏装备制造项目；以呼和浩

特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为重点，集中布局氢能装备研发制造

项目；以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为重点，集中布局储能装备制

造项目；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为重点，

集中布局新能源汽车及配套零部件制造产业项目。集聚优势资源，

重点建设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包头

稀土高新区、通辽科尔沁工业园区、锡林郭勒经济技术开发区、

乌兰察布察哈尔工业园区、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江苏产业

园、鄂尔多斯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和乌海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乌达产业园等现代装备制造基地。

（二）推动产业链条式延伸。实施优质企业培育工程，围绕

产业链建设培育链主企业，围绕现代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培育龙头

http://www.baidu.com/link?url=BQSYoE5EEAEzmCI_jZkB4MQOZ0fhIKOAIQeAsL3DcL0mo1Sn3PuYFeQ4ZSNHd1-ADm1vYzryu8nWsFctWFat_ywcXo_YqIAlGu3739vLiFyN8agALq1r-fAdNC7hInvRxku4z0XYckMhwFSCFDH3W_8VN9Jb4qKqx8nVN_AdlhyFjPqlTxgF22KHF71cwseMGO4cHpNwSddhtu8AP0or7srHKIs4x4ErM55EOtRBHCMOgQzWMK6lKZAa8YIYyu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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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通过任务众包、生产协作、资源开放等

方式，带动中小企业融入产业链、供应链，鼓励中小企业围绕大

型骨干企业协作配套，形成分工明确、协作密切、整体竞争力稳

步提升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良好生态。

（三）推动产业创新能力提升。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引资、引

智、引才力度，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扩大对外技术创新合作，持

续提升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重点建设航天六院储氢系

统研发中心、包头氢能源汽车研究院、锡林郭勒新能源运维技术

研发中心、三峡集团乌兰察布“源网荷储”试验基地等创新平台、

鄂尔多斯市碳达峰碳中和研究院、乌海工业副产氢研发中心、奇

瑞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风电行业创新研发中

心，逐步创建成为自治区级或国家级新能源制造创新平台。支持

与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相适应的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在内蒙古

实现产业化应用。

（四）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造，在焊接、

喷涂等关键工序开展“机器换人”；加大数控设备、传感设备以

及 MES（制造执行管理系统）在生产过程的集成应用，建设数字

化车间。鼓励龙头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5G 技术，建设智

能工厂。建设大数据平台，推动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链核心企业上

平台，逐步实现企业运营、设备运行等实时数据传输。大力发展

涵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服务型制造，鼓励龙头企业以能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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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能运行、电力交易、设备检修、风光储一体充电场、保量

风场升级改造为重点，打造 2—3 个新能源智慧“运、检、维”

基地，培育“制造业+服务”新业态。鼓励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及

产业化，鼓励支持企业建设国内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和汽

车电子实验室。

四、支持政策

（一）加强要素保障。统筹推进新能源开发与新能源装备制

造业发展，优先支持新能源开发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一体化建设。

鼓励产业链延伸，对已优先参与电力交易的光伏材料等上游电价

敏感企业，根据下游产品延伸情况，给予优惠电价支持；鼓励光

伏、风电产业链链主企业单独开展大型新能源“源网荷储”协同

互动示范项目建设。鼓励地区之间通过股权分配、税收分成等方

式合作共建重大项目。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要求

的前提下，统筹优化用地、用能、环保等要素配置，优先保障现

代装备制造重大项目建设需求。

（二）加强财税支持。推动设立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基金，

对现代装备制造项目特别是延链补链、填补产业空白的关键零部

件配套项目，给予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支持；对认定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给予奖励；对区内现代装备制造企业上市的分阶

段给予奖补。对应用符合国家政策的新能源汽车继续给予地方财

政补助。研究制定自治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和公共服务、共

享出行等领域车辆运营奖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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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创新支持。对区内现代装备制造企业建设研发中

心、技术创新中心以及新创建国家级、自治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

认定为自治区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零部件首批（次）产品

的，参与制定现代装备行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给予奖励或补助。支持驻区央企在内

蒙古设立研发中心或协同创新联合体，对产学研结合紧密的创新

平台优先给予政策支持。落实人才引进各项优惠政策。

（四）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产业链短板弱项，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开展精准招商，不断培育壮大现代装备制造产业规模。

建立“链长+专班”服务模式，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全方位代办

帮办服务。推行区域评估，对已经完成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

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

文物保护评估、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方案论证和气候可行性论

证等综合评估的工业园区，各级职能部门要互认评估结果，新入

驻项目原则上不再进行单独评估，职能部门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落

实有关政策要求。

（五）拓展市场空间。制定国三以下柴油老旧车辆淘汰计划，

原则上 2025 年底前全部淘汰。制定自治区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

推广计划，明确重点城市新增和更新的公交车、环卫车、快递物

流配送车、党政机关及公务机构车辆、重型货车的新能源汽车比

例要求。加强风电光伏等资源开发企业和装备制造企业供需对

接，倡导产业链上下游联合创新、个性化定制，以需求引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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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四个一”（一位自治区领导任

链长、一位厅局长具体负责、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工

作模式，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研究细化工作计划和政策措施，协

调解决产业发展重大问题。

（二）加强分工协作。自治区有关牵头部门要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责任人。各盟市要结合实际成立工作专班，健全工作机

制，完善具体政策举措，全力抓好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三）加强调度考核。建立跟踪调度机制，重大项目按月调

度，重点工作按季小结，有关情况及时报送自治区。建立年终总

结评估考核机制，考核评估各地区各部门年初计划落实情况，对

工作任务落实不到位的部门和盟市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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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行动计划方案三

新型化工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发展新型化工产业，提升

安全低碳绿色发展水平，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创新引领、绿色安全、耦合集聚的原则，以现有化学工

业为基础，以化工园区为载体，以科技创新为依托，严控上游产

能，加快发展下游延伸加工产业，做好下游“延链、补链、强链”

文章，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着力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

构，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集群，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提升安全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由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到 2025 年，力争产值突破 4000 亿元，形成 3 个千亿以上产业

集群、1 个 500—1000 亿产业集群，培育发展自治区级企业技

术中心 25 个以上、自治区级技术创新中心 3—5 个，创建一批绿

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

二、主要任务

（一）现代煤化工。加快推进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

区建设，依托国能、中煤、久泰、伊泰、神华包头、中石化等大

企业，推动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芳烃等领域百万吨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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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工业化示范，提高生产能效，优化集成工艺装备体系，重点推

进新一代甲醇制烯烃、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等煤制烯烃技术示范

升级。除在建项目和列入国家有关规划布局外的项目，原则上不

再新审批单纯煤制甲醇、煤制烯烃项目，确需建设的必须配套下

游延伸加工项目，推动“延链、补链、强链”，打造“煤制油—

费托合成系列产品、轻烯烃、特种燃料”“甲醇—烯烃—聚酯类、

纤维类”等产业链，提高下游产品比重，培育壮大现代煤化工产

业集群。到 2025 年，现代煤化工产值力争突破 1000 亿元。

专栏 1：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任务

煤制烯烃。加快推进一批煤制烯烃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产业延伸，
发展聚烯烃弹性体材料（POE）、尼龙 66、压力管材、特种塑料、茂金
属薄膜、高性能膜料、无纺布专用料、纤维等产品，推动高端化、差异
化、错位发展。到“十四五”末，新增煤制烯烃产能 415 万吨，总产
能达到 781 万吨，产值力争突破 700 亿元。

煤制乙二醇。加快推进一批煤制乙二醇项目建设，重点发展聚乙醇
酸(PGA)、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PEN）聚酯等产品。到“十四五”末，
新增产能 240 万吨，总产能达到 354 万吨，产值力争突破 200 亿元。

（二）煤焦化工。严格控制新增焦炭产能，鼓励焦化上下游

企业整合重组、改造升级，按照“上大压小”原则，通过产能置

换，用三年时间（2021—2023 年）全面淘汰炭化室高度小于

5.5 米捣固焦炉，新建捣固焦炉炭化室高度不低于 6.25 米，新

建顶装焦炉炭化室高度不低于 7 米，加快发展焦化深加工项目，

构建煤焦化全产业链。到 2025 年，煤焦化工产值力争突破 13

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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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煤焦化工产业发展任务

煤焦油深加工。加快推进一批煤焦油深加工项目建设，发展高附加
值医药、农药、染料中间体等精细化学品，发展针状焦、浸渍沥青、超
高功率电极、特种炭素材料、煤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高性能沥青基
碳纤维、高性能沥青基球形活性炭等新材料产品。到“十四五”末，新
增产能 80 万吨，总产能达到 271 万吨，产值力争突破 200 亿元。

焦炉煤气利用。加快推进一批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探索氢
能经济发展路径，促进焦化产业与氢能产业的协调发展。到“十四五”
末，新增产能 100 万吨，总产能达到 225 万吨，产值力争突破 50 亿
元。

粗苯深加工。重点发展尼龙 6、聚苯硫醚（PPS）、硝基甲苯、聚酰
亚胺等产品，推动产品向医药及农药中间体、生物可降解塑料、特种工
程塑料、改性薄膜及纤维材料等方向延伸。到“十四五”末，新增产能
80 万吨，总产能达到 144 万吨，产值力争突破 200 亿元。

（三）氯碱化工。严格控制电石、PVC 新增产能，电石、电石

法 PVC 产能分别控制在 1500 万吨以内和 500 万吨左右。用两

年时间（2021—2022 年）全面淘汰 30000 千伏安以下电石矿热

炉，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先进工艺改造提升项目实行减量置换。以

高端化、低汞化、多元化为方向，改造提升存量产能，加强煤化

工、氯碱化工横向耦合和纵向联通，推进氯气综合利用，提升延

伸加工水平。到“十四五”末，新增 PVC 产能 30 万吨（在建项

目），总产能达到 518 万吨，产值力争突破 500 亿元。

专栏 3：氯碱化工产业发展任务
加强先进适用技术应用。推广氯气透平压缩机、中高压氯气液化

等先进工艺与装备，提升氯碱生产效率，提供充足氯气资源。推广应
用电石炉气化工利用、电石渣制活性氧化钙循环利用、显热余热利用、
电石自动化出炉等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促进氯碱化工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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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低能耗、低汞高效应用和无汞化改造，形成以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
利用为重点的绿色电石及氯碱化工循环经济体系。

推动产业耦合发展。加强煤化工与氯碱化工工艺整合，探索“煤/
甲醇制—乙烯—EDC（二氯乙烷）—VCM（氯乙烯）—PVC（聚氯乙
烯）”等无汞化产业路径，打造国家无汞化试点示范工程。鼓励企业采
用先进技术与有机原料、精细化工和氟硅化工等产业耦合发展，拓展
延伸产业链，发展氯化高聚物、氯化亚砜、氟硅、氯化芳烃、漂白消
毒、聚乙烯醇下游、1,4-丁二醇下游等高附加值系列精细化产品以及染
料、颜料、农药和医药中间体等含氯精细产品，推动产业结构由基础
原料向新材料和精细化工方向转型升级。支持乌海延伸电石产业链条，
建设国家重要的可降解塑料基地。

加强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以聚丙烯产品和 PVC 为基础，促进氯气
就地转化，生产 CPP（氯化高聚物氯化聚丙烯）、CPVC（氯化聚氯乙
烯）等基础化工产品，积极推进 PVC 糊树脂、医用树脂、玩具薄膜
专用树脂等专用 PVC 树脂生产。推动氯气下游产业精细化、功能化
发展，研发绿色制冷剂、高端氟材料、功能化学品、氯化高聚物等
高附加值产品。

（四）精细化工。充分发挥化工大宗原料生产集中优势，依

托现有化工产业基础，加快发展高附加值的农药中间体、医药中

间体、染料中间体、氟硅材料等精细化学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壮大精细化工产业规模，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到“十四五”末，

产能达到 400 万吨，力争产值突破 1000 亿元。

专栏 4：精细化工产业发展任务
氟化工产业。以包头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等地区为重点，依托

资源优势，集中布局氟化工项目，着力打造国家重要的氟化工基地。重
点开发氢氟酸、聚三氟氯乙烯、PVDF 及氟橡胶、氟橡胶预混胶、制冷
剂 R410、六氟磷酸锂等新产品，重点发展氟树脂、氟橡胶、含氟功能性
膜材料、高纯电子化学品、氟表面活性剂等高品质氟精细化学品，打造
氟化工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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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化工产业。以鄂尔多斯市、乌海市为重点，以有机硅单体为原料
生产硅油、硅橡胶、硅树脂、硅烷偶联剂、高品质含硅精细化学品，实
现煤化工、氯碱化工、硅化工互相融合的新产业格局，打造硅化工基地。

其他精细化工产业。以乌海市及周边地区为重点，立足盐、碱、硝
资源优势，与氯碱产业耦合，大力研发“耗碱、耗氯、耗氢”下游高附
加值精细化工产品。充分发挥阿拉善盟天然气合成氢氰酸及下游精细化
学品技术优势，完善“天然气—液氨—氢氰酸—羟基乙腈—苯胺基乙腈
/亚氨基二乙腈”“氢氰酸—高纯度氢氰酸—原甲酸三甲酯”“氢氰酸—氰
化钠—丙二酸二甲酯—乙氧甲叉—医药产品”等产业链，积极发展医药
中间体、农药中间体、涂料、表面活性剂、催化剂等下游衍生产品。

三、重点工程

（一）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持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技术转

让和产学研合作等模式，加大应用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提

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支持骨干企业（企业技术中心）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创

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工

作站等创新载体，突破新一代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无汞聚氯

乙烯生产等技术瓶颈，研发先进高效费托合成催化剂、煤制乙

二醇非贵金属催化剂等新型催化剂。在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

领域建立通用的中试和产业化扩试公共试验平台，推动创新技

术成果产业化。

（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落实《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

动计划》，对标 GB/T32611《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和生态设计

产品评价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创建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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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打造绿色示范标杆，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

平，促进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优化能耗、水耗

和工艺系统，建立现代煤化工行业标准体系，力争煤制烯烃、煤

制乙二醇等行业能耗、水耗指标达到国家先进水平。

专栏 5：绿色发展重点任务
严格项目准入。在满足本地区能耗“双控”要求的前提下，新建

项目工艺技术装备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能源利用效率须达到国家先
进标准。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引导电石、焦炭落后产能（装备）有序退出，
实施产能置换升级改造。2022 年底前，30000 千伏安以下电石矿热
炉全部退出，符合条件的按 1.25:1 实施产能减量置换；2023 年底前，
炭化室高度小于 6.0 米顶装焦炉、小于 5.5 米捣鼓焦炉、100 万吨/年
以下焦化项目全部退出，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标准实施产能置换。

改造提升存量产能。改建焦炭、电石项目要严格执行《关于提高
部分行业建设项目准入条件规定的通知》（内工信原工字〔2019〕454
号）规定，有序提高自治区高耗能行业能耗限额地方性标准。对化工高
耗能重点用能企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到 2023 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务。

（三）加快推进化工园区认定。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化

工园区（化工集中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完成化工园区认

定工作，进一步优化化工产业布局。加强项目管理，严格安全管

理，强化绿色发展，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

务，加强组织管理，提升化工园区本质安全和绿色发展水平，推

动化工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专栏 6：化工园区认定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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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评估认定。对 44 家化工园区开展新一轮评估认定。
加强监测监控预警体系建设。2022 年底前，化工园区（化工集中

区）必须建设完善的园区安全生产风险和生态环境监测监控预警体系，
相关监测监控数据接入地方主管部门的监测预警系统，强化风险预警
能力。

加快安全评估。2022 年底前，园区安全风险评估完成率达到 10
0%，全区所有化工园区安全风险降至一般及以下风险等级。

（四）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试点示范与分级贯标评定。鼓励企业结合生产工艺条

件实施技术改造，加快智能传感器、处理器、网关、仪器仪表等

数字化共聚和设备部署，提升生产现场的实时感知和数据采集能

力。鼓励企业应用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网络进行升级，建设

泛在感知互联的工厂运行环境。鼓励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和“机

器换人”，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

专栏 7：产业数字化转型重点任务
加快化工园区智慧化。夯实园区信息化和应急保障等安全基础，采

用“互联网+产业”模式综合电子标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
进智慧园区建设，2022 年底前，集约化可视化安全监管信息共享平台
建成率达到 100%。2025 年底前，化工应用领域的 5G 网络、工业互
联网、工业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初步建成，化工园区实现 5G 网络全
覆盖。

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推动以 5G、IPv6、工业无线等技术改造工
业企业内网，到 2025 年，工业企业内网升级改造初步完成，生产设备
联网率达到 50%以上。依托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化工行业大数据中心。
开展“机器换人”，电石行业 30000KVA 以上矿热炉出炉环节“机器换
人”达到 100%。

（五）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推动企业生产装备和工艺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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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提升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和装备安全水平，促进企业安全生产

源头治理和本质安全水平提高。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生产

感知、监测、预警、处置和评估体系，建立重点部位、关键环节

和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机制。

专栏 8：安全生产重点任务
提升安全管控能力。2022 年底前，化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

理人员等考核达标率 100%，具有化工安全生产相关专业学历和时间经
验的执法人员数量达到在职人员的 75%以上。

加强隐患排查治理。2022 年底前，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全面实现制
度化、规范化。

强化安全生产控制系统建设。2022 年底前，化工高危行业及规
模以上企业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工作。所有涉及硝化、氯化、氟
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装置的上下游配套装置自动化控制完成率 1
00%，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自动化系统装备
投用率达到 100%。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工作机制。成立自治区化工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形成“四个一”（一位领导、一

个牵头部门、一个工作专班、一套工作方案）工作模式，建立和

完善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统筹规划化工产业布局，

组织、协调和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各有关部门要分别制定支持化

工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按照职

责分工分头推进、形成合力。各盟市要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配套

方案，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具体政策举措，全力抓好重点任务落

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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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政策支持。积极争取重点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进

入国家规划，落实能耗单列政策支持。对节能、节水技术改造项

目，工业固废和再生资源高端化、绿色化、循环化利用项目给予

补助。对新认定为国家级、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

供应链、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者的企业给予奖补，对新创建的

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新认定的国家级和自治区级

工业设计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全国“质量标杆”企业、

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给予奖励。

（三）加强调度考核。建立健全化工产业重点工作、重大项

目“月分析调度，季督查推进”工作机制，加强协调指导、跟踪

调度和监督检查，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建立年终总

结评估考核机制，突出对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情况的考核，强

化考核结果运用。建立工作调度机制，定期调度和分析评估重点

任务落实情况，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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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行动计划方案四

新材料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立足自治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坚持产业集聚、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原则，坚持集群化、高端化、终端化导

向，聚焦重点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新材料产业，加快构建

特色优势更加突出、产业布局更加合理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建设国内一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到 2025 年，先进钢铁材料

产能达到 400 万吨以上、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200 万吨以上、

稀土新材料 20 万吨以上、先进硅材料 100 万吨以上、先进建

材及非金属矿物材料 160 万吨以上、先进碳材料 100 万吨以

上、化工高分子材料 200 万吨，新材料（包括铝后和铜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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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业产值达到 3000 亿元左右；重点新材料企业研发投入

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 3%以上，全区新材料领域重点实验室达

到 25 家，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 家、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24 家。

二、发展方向

（一）先进钢铁材料。重点发展高性能板材、高性能管材、

先进轨道交通材料等高端产品。到 2025 年，高性能板材产能达

到 180 万吨、高性能管材 180 万吨、先进轨道交通材料 100 万吨，

产值达到 400 亿元。

高性能板材。保持风电用钢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工程机械

用高强钢、耐磨钢市场份额，提升桥梁钢、容器板等产品档次，

打造稀土高强钢、稀土耐磨钢、风电用稀土钢等特色产品，推动

80 万吨超纯稀土铁素体不锈钢（特钢）等项目建设。

高性能管材。巩固现有钛合金管、油井管、油套管、超超临

界火电机组用无缝管市场占有率，提高抗硫化氢腐蚀、抗二氧化

碳腐蚀等高端品种比重。大力开发超级含铬高合金管、液压支柱

管、耐磨管、气瓶管等特色产品，推动 1000 支超长超高压聚乙

烯装置用钢管、6 万吨无缝钢管热处理等项目建设。

先进轨道交通材料。重点开发下一代稀土热处理轨、磁悬浮

轨道用 F 型钢、高强耐磨重载铁路用稀土钢轨等重载铁路用轨，

以及适用于沿海、潮湿隧道等高腐蚀环境下的耐蚀钢轨。提高钢

板桩产品生产规模，实现批量化生产铁路车辆用耐候钢，开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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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石油平台用耐腐蚀 H 型钢，铁路车厢大梁用高强度 310 乙字钢，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支柱用钢，欧标、美标、俄标、韩标等外标热

轧 H 型钢。

（二）先进有色金属材料。推动电解铝和铜加工延伸，重点

发展高性能铝、铜材料。到 2025 年，高性能铝材产能达到 200

万吨以上、高性能铜材 60 万吨以上，实现产值约 750 亿元。

高性能铝材。合金及粉体材料，重点发展高纯铝、稀土（镧、

铈、镨、钕、钪、铒）铝合金、铝粉铝银浆材料，推动 18 万吨

稀土铝合金项目建设，支持年产 20 万吨铝粉铝银浆项目达产达

效；研发 2 系铝铜、5 系铝镁、6 系铝镁硅和 7 系铝锌镁铜高硬

度铝合金材料、航空大板锭液态 3D 打印装备及产品，加快技术

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进程，到 2025 年，产能达到 213 万吨。板带

箔变形材，重点发展航空航天、兵器舰船、生物医用和交通运输

用大规格板、带、箔、棒等材料，扩大高附加值产品规模，推动

20 万吨铝板带、40 万吨铝箔、56 万吨铝棒、20 万吨电缆、20 万

吨电磁线等项目建设，到 2025 年，产能达到 25 万吨。铸造铝

材，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挂车、集装箱、高精模具、机械耐

磨件，推动 7500 吨压铸件项目建设，推动向精密压铸件方向发

展，到 2025 年，产能达到 11 万吨。

高性能铜材。加快现有铜冶炼企业向下游深度延伸，推进 50

万吨铜线杆、10 万吨铜杆及铜导体、3 万吨铜箔深加工等项目建

设。依托龙头企业发展高耐磨耐蚀耐热铜合金、高强度高导电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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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复合材料、高纯镀锡圆铜线、高精度铜材铜带、电子铜箔等产

品，支持稀土铜合金、铸造铜包铝、铬锆铜导电合金产业化与示

范应用。

（三）稀土新材料。围绕稀土资源绿色高效高值化利用，大

力发展稀土新材料产业。到 2025 年，稀土就地转化率达到 80%

以上，磁性材料产能达到 15 万吨、储氢材料 1 万吨、抛光材料 5

万吨、催化材料及助剂 1 万吨、高纯稀土金属及合金材料 2 万吨

以上，稀土新材料产值达到 700 亿元。

磁性材料。发展高性能磁性材料，提高低重稀土晶界扩散钕

铁硼、钕铁硼辐射磁环等产品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比，研发高剩磁

钐钴磁体、各向异性薄壁热压磁环、高频软磁材料、易面型稀土

复合软磁材料、稀土磁致伸缩材料、稀土磁制冷材料等高端磁性

材料，推动 1 万吨磁体等项目落地。

储氢材料。发展混合动力车用高容量、宽温型、低自放电、

低成本、长寿命储氢材料及器件，加快高容量镧钇镍系储氢合金

产业化进程，开发与新型燃料电池汽车相配套的固态氢源储氢材

料及电池组件，推进 1000 吨储氢合金粉中试、500 吨高容量镍系

储氢合金中试、500 吨储氢材料等项目建设。

抛光材料。发展高性能抛光粉、抛光液、纳米级氧化铈抛光

粉（液）等产品，提升产品质量，推进 2 万吨抛光粉（液）项目

建设。

催化材料及助剂。围绕钢铁、水泥、玻璃、汽车、火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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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工等行业应用，培育烟气脱硝、柴尾净化、催化裂化等催化

材料系列产品，推进 PVC 稳定助剂项目建设。

高纯稀土金属及合金材料。优化高纯金属制备工艺，拓展稀

土靶材应用。加大稀土铝（镁）合金应用力度，建设稀土铝（镁）

合金铸坯中试线，推动 2 万吨稀土金属等项目建设。

（四）先进硅材料。依托光伏材料、有机硅材料产业优势，

鼓励多晶硅、单晶硅以及有机硅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发展下游

电池组件、高性能有机硅系列产品。到 2025 年，新增有机硅

材料产能 40 万吨以上、单（多）晶硅 60 万吨左右，产值突破

400 亿元。

有机硅材料。重点发展液体硅橡胶、苯基硅橡胶等特种硅橡

胶、丙烯酸酯橡胶、有机硅改性聚氨酯热塑性弹性体、聚烯烃热

塑性弹性体、丁基橡胶/尼龙热塑性弹性体、聚酯型热塑性弹性

体、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等不含塑化剂、可替代聚氯乙烯的医

用高分子材料，推进 20 万吨硅橡胶、硅油等高性能有机硅项目

建设。

光伏材料。单（多）晶硅新增产能综合电耗达到国内同行业

先进值，原则上要配套切片、太阳能电池组件等下游加工生产线。

鼓励龙头企业发展电子级晶硅，支持呼和浩特市围绕保障国家半

导体产业战略安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电子级硅材料产业示范

基地，解决电子级硅材料进口依赖问题。

（五）先进建材及非金属矿物材料。发挥自治区新型建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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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优势，重点发展特种玻璃、高端煤系高岭土、新型陶瓷材料产

业，加快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促进产品升级换代。

到 2025 年，建成特种玻璃 1200 万重量箱、光伏面板玻璃 1.2 亿

平方米、高端煤系高岭土 160 万吨以上，实现产值 100 亿元。

特种玻璃材料。推动 1200 万重量箱光伏背板玻璃及优质特

种加工玻璃生产线项目、1.2 亿平方米光伏面板玻璃项目建设，

推动 2GW 高效单晶光伏组件一期工程等项目落地，大力发展太阳

能光伏、功能性建筑、汽车安全玻璃等产品，提高玻璃深加工水

平和产品附加值。

煤系高岭土材料。加快颜料级、造纸涂布级、涂料级高岭土

新型煅烧工艺、关键设备开发与应用，推进 160 万吨煅烧高岭土、

5 万吨高性能球形粉体以及 40 万吨焦宝石、莫来石、铸造砂等项

目建设，形成高温陶瓷纤维、高档耐火材料、石油支撑剂、铸造

砂等系列产品。

新型陶瓷材料。加快发展高性能陶瓷粉体及制品、5G 通讯用

电子陶瓷、人工合成晶体及陶瓷复合材料，形成 5 万吨陶瓷隔热

纤维、6.3 万吨陶瓷基复合纤维材料、800 吨人工晶体高端功能

材料产能。

（六）先进碳材料。依托自治区优质石墨、煤炭资源优势，

积极布局石墨烯、碳纤维、复合碳材料等先进碳材料产业。到 2025

年，新增高功率石墨电极产能 30 万吨以上、石墨负极材料 30 万

吨、新型碳材料 2 万吨，实现产值 150 亿元。



- 47 -

石墨（烯）材料。培育“石墨—石墨材料—应用”产业链，

发展高功率石墨电极、石墨（烯）高分子复合、石墨（烯）碳纤

维和玻璃纤维等材料。推动规模化制备石墨烯粉体和薄膜，加快

在锂电池电极材料、导热膜等产业的应用。鼓励发展人造金刚石、

碳纳米管、氧化石墨烯、碳纤维等先进材料。推动 66 亿克拉人

造金刚石、900 吨碳纳米管、富勒烯原液等项目建设。支持锡林

郭勒盟发展以人造金刚石为主的硬质材料产业。

新型碳材料。重点发展针状焦、浸渍沥青、超高功率电极、

特种炭素材料、煤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人造石墨）、高性能

沥青基碳纤维、高性能沥青基球形活性炭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

品，延伸煤焦油深加工产业链条，提高下游产品档次。推动 2 万

吨碳纤维、1200 吨特种沥青、200 吨复合碳材料项目建设。

（七）先进高分子材料。坚持“多元化、高端化、循环化”，

发展高性能树脂、高端功能性膜等材料，推动化工中间产品延伸

耦合。到 2025 年，新增高性能树脂产能 180 万吨以上、高端功

能性膜材料 2 万吨，力争产值突破 500 亿元。

高性能树脂。工程塑料重点发展聚酰胺（尼龙 6、尼龙 66 等）、

ABS、SBS、聚碳酸酯等产品。高端树脂重点发展高端牌号和新牌

号聚烯烃，开发乙烯ａ烯烃共聚（POE）弹性体、乙烯-乙烯醇共

聚物（EVOH 树脂）产品。可降解材料重点发展聚乙醇酸（PGA）、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PBAT）

等产品。重点推进 50 万吨 PGA 项目、100 万吨 PBAT/PBS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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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高端功能性膜材料。发展中高端锂离子电池隔膜、软包装膜

材料、聚氟乙烯（PVF）和聚偏氟乙烯（PVDF）背板膜、含氟质

子交换膜、聚乙烯醇缩丁醛胶膜、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TFT-LCD）用偏光片和配套醋酸纤维素膜、聚乙烯醇膜等产品。

重点推进 2 万吨 PVDF 项目建设。

三、重点任务

（一）促进集聚发展。推动新材料产业错位发展，科学布局产

业链，引导新材料产业向高新园区、产业基地集聚。依托呼包鄂

乌城市群、乌海市及周边地区等产业基础优势，聚焦先进钢铁材

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稀土新材料、先进硅材料、先进碳材料

等细分领域，着力培育一批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强的

企业主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栏 1：产业布局
先进钢铁材料。重点在包头市、乌兰察布市、赤峰市、乌海市及周

边地区布局。包头市发展高性能板材、管材和先进轨道交通材料。乌兰

察布市、赤峰市、通辽市发展不锈钢（板带材）、镀锌板等产品。乌海

及周边地区发展 H 型钢、高端铸造件。到 2025 年，培育 1户产值超 200

亿元、4 户产值超 50 亿元企业。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围绕包头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

盟煤电铝一体化产业集群，布局高性能铝材产业。在包头市、赤峰市重

点布局高性能铜材。到 2025 年，在高性能铝材、高性能铜材领域培育 7

户产值超 10亿元企业。

稀土新材料。重点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达茂巴润工业

园区等 5 个园区布局。到 2025 年，培育 6 户产值超 10亿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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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硅材料。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重点布局有机硅单体下游产业。

到 2025 年培育 3户产值超 50亿元企业、2 户产值超 10亿元企业。

先进建材及非金属矿物材料。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重点布局

高端煤系高岭土材料产业。在鄂尔多斯市重点布局特种玻璃及深加工产

业，力争打造华北地区品质最优、技术先进的特种玻璃生产基地。到 2025

年，培育 2 户产值超 10亿元企业。

先进碳材料。在乌兰察布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重点布局石墨（烯）

产业链。在乌海及周边地区重点布局新型碳材料。到 2025 年，培育 6

户产值超 10亿元企业。

先进高分子材料。在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

包头市重点布局高性能树脂、高端功能性膜材料。到 2025 年，培育 5

户产值超 10亿元企业。

（二）提升创新能力。落实“科技兴蒙”行动，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建立新材料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组建

创新联合体、创建制造业创新中心，采用“揭榜挂帅”等方式，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专栏 2：创新能力建设

建设新材料实验室和技术中心。依托新材料龙头企业或科技型领军

企业建设企业重点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到 2025 年，在石墨（烯）、

合金材料等领域建设 2—3个自治区级新材料企业重点实验室、10个自治

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建设创新联合体。整合各类创新资源，重点在稀土、石墨烯、有色

金属合金、电子级晶硅、含氟中间体与精细化学品、先进复合材料、特

种纤维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到 2025 年，组建 7 个创新联合体。

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国家级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自治区

级石墨 （烯）创新中心高效持续运营，增加创新供给。围绕产业链，布

局创新链，在创新联合体基础上，创建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到 2025 年，

新培育自治区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2 家。

（三）推进绿色制造。以促进新材料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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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为目标，对标国家先进标准或同行业先进水平，引导企

业创建绿色工厂、开发绿色产品、打造绿色供应链，提高新材

料行业绿色发展水平。

专栏 3：绿色低碳发展

创建绿色工厂。按照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在新材料行业选择一批工

作基础好、代表性强的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创建工作。到 2025 年，创建绿

色工厂 10个。

开发绿色产品。对标《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GB/T32161），选择

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材料、稀土新材料、化工材料行业开展稀土钢、

取向和无取向电工钢、多晶硅、稀土磁性材料、聚苯乙烯树脂等产品全

生命周期设计和管理，开发具有无害化、节能、环保、高可靠性、长寿

命和易回收等特性的绿色产品。到 2025 年，开发绿色新材料产品 10个。

打造绿色供应链。按照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要求，选择行业影响力

大、经营实力雄厚、管理水平高的龙头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建立

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链上企业绿色化的伙伴式供应商关

系。对绿色供应链涉及产能置换的环节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合理解决产能

问题。

（四）推进智能制造。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创建智能

工厂，建设数字化车间，促进信息技术与新材料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推动新材料设计、加工、制造、测试、配送过程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实现设备智能化互联、生产计划智能排产、生产

过程智能管控。

专栏 4：数字化转型发展

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工业互联网服务商与新材料企业建设行

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新材料龙头企业基于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协同

制造，在先进钢铁、先进有色金属、先进硅材料、先进建材、先进碳材

料、先进高分子材料建设 6个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利用标识解析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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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标准体系。加快构建新材料产业标准体系，积

极推动自治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新材料核心技术上升

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鼓励社会团体制定技术水

平全面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先进新材料团体标准。

专栏 5：完善标准规范

支持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将标准化列为新材料产业重点工程、重

大项目考核验收指标，及时将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

开展对标达标活动。每年选择 2—4 个盟市的新材料行业重点企业

开展与国际标准对标达标活动，加快转化先进适用的国际标准。建立健

全技术、专利、标准协同机制，鼓励、引领企业主动制定和实施先进标

准。

研制新材料标准。重点研制稀土功能材料、稀土微合金化钢、稀

土合金等耐高温、耐腐蚀、耐疲劳高性能结构材料标准，推进石墨烯、

柔性石墨等标准化工作。“十四五”期间，新增新材料相关标准 2—4

项。

四、支持政策

（一）推广应用政策。对认定为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的产品，

能，实现稀土新材料全生命周期管理。

创建智能工厂。鼓励骨干企业运用生产过程数据采集和分析、制造

执行、企业资源计划、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智能生产管控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手段，建设智能管理和决策系统。到 2025 年，建设 10 个以上新

材料领域 5G+工业场景、3个以上智能工厂。

建设数字化车间。支持新材料企业应用智能设备、数控机床和自动

化、自动识别、AGV 等技术，促进车间计划排产、加工装配、检验检测、

能耗管理等各生产环节的智能协作与联动。在钢材轧制、有色金属冶炼

等高危、高劳动强度以及作业环境恶劣环节实施“机器换人”。到 2025

年，建成数字车间 1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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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保险补偿等政策支持产品推广应用。定期发布新材料产品推

广目录，鼓励列入政府采购、国有企业重点工程项目采购目录范

围。积极向国家新材料产业资源共享平台推介自治区新材料研发

成果、产品、企业、集聚区等情况，争取达成自动匹配、智能化

一站式供需对接方案。

（二）创新研发政策。支持创新平台建设，对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给予研发经

费支持。支持重大技术创新，对符合区域创新发展基金支持条件

的重大新材料研究和原始创新成果给予扶持。支持成果转化项目

建设。

（三）认证检测政策。加强国家级稀土新材料行业测试评价

中心建设，为稀土新材料提供性能检测、质量评估等服务。与国

家新材料性能测试评价主中心建立联系，获取主中心和全国各地

分中心测试评价资源支持。

（四）电价支持政策。发布自治区重点支持产业目录，对目

录内的新材料生产企业，其产品达到先进材料相关标准要求的给

予电价支持。

（五）“专精特新”政策。对首次认定为自治区“专精特新”

企业、“小巨人”企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支持力度。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成立自治区新材料产业发展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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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建立由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和

责任部门，形成“四个一”（一位领导、一个牵头部门、一个

工作专班、一个工作方案）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推动重大项目

落地，支持新材料产业发展各项政策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分别

制定支持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责任人，按照职责分工分头推进、形成合力。各盟市要结合实际

制定行动方案（计划）和配套政策，细化任务目标，确保取得实

效。建立年终总结评估考核机制，考核评估各地区各部门年度任

务落实情况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二）加强调度指导。明确年度工作要点，明确阶段重点工

作和措施，定期调度工作进度，研究解决工作难点和堵点问题，

适时组织督导检查。建立新材料产业专家库，为行业规划、产业

政策、重大工程等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三）加强统计监测。完善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中有

关新材料产业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及时增补统计目录，组织开展

统计监测和分析，适时发布统计信息，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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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行动计划方案五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全面提升生物制药产业

发展规模和质量，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生物制药产业集群，

提高生物医药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骨干企业为

核心，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支撑，持续推动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扩大动物疫苗、微生态制剂、原料

药、化学药和中药蒙药产业生产规模，构建产业布局更优、规

模更大、集聚程度更高、竞争力更强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格局。

到 2025 年，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 350 亿元，实现倍增，

研发 3 个以上一类创新药物，推动 5 个以上品种完成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

二、主要任务

（一）生物制剂。依托呼和浩特市现有产业基础和重点龙头

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动物疫苗产业，扩大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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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供给能力，发展宠物高端疫苗系列产品。筛选和开发新型益

生菌菌种、发酵剂和益生菌制剂，扩大金双歧、定君生等药品生

产规模，巩固和提高特色微生态制剂比较优势。依托动物疫苗创

新中心和兽用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平台，开展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布鲁氏菌病等人畜共患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等外来疫

病疫苗研发，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高效、安全的动物疫

苗新产品，打造全球领先的动物疫苗研发生产基地。到 2025 年，

产值达到 40 亿，增长 122%。

（二）原料药。依托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

峰市、巴彦淖尔市等地区原料药生产企业，巩固和扩大优势原料

药全球市场份额，发展抗生素原料药下游产品，扩大维生素系列

产品种类和规模，研发生产新产品。依托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

市、赤峰市、巴彦淖尔市等地区农药兽药重点生产企业，发展多

杀菌素、驱虫药等绿色生物农药兽药，提高生物农药制剂生产能

力。发展特色原料药和专利药原料药，加快推进特色高壁垒原料

药首仿、快仿，做好品种储备。到 2025 年，产值达到 230 亿元，

增长 95%。

（三）化学药。依托呼和浩特市、通辽市、赤峰市等地区

现有产业基础和重点企业，加快推进多靶点小分子抑制剂、紫

杉类化合物、放化疗增敏药等抗肿瘤药，以及小檗碱类新型抗

耐药菌药、银屑病小分子药等一类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临床研

究，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培育引进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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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以及市场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药剂品种，快速提升产业

规模和档次。开展维生素 B2 片、盐酸氨溴索注射液、盐酸乙

胺丁醇片等药品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到 2025 年，产值

达到 30 亿元，增长 92%。

（四）中药（蒙药）。依托包头市、通辽市、赤峰市、鄂尔

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等地区道地药材资源优势、科研

力量和重点企业，加强道地中药材（蒙药材）种植基地建设，健

全蒙药材、蒙药炮制规范标准，培育现代化药材加工基地。充分

发挥中药（蒙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依托内蒙古民族

大学国家级中药（蒙药）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开展

血液病、心脑血管病、结核病等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疾病的中

药（蒙药）新药研究，开发新产品。加大中药（蒙药）营养品、

保健茶、蒙药浴包等特色养生保健用品开发力度。重点推进赤峰

市牛家营子中药材（蒙药材）加工仓储交易中心、巴彦淖尔市西

部道地中药材（蒙药材）仓储物流集散中心等项目建设。到 202

5 年，产值达到 50 亿元，增长 63%。

三、重点工程

（一）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支持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级和自治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工程（重点）实验室，国

家级和自治区级技术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自治区级行业技

术开发基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博士后工作站等新药研发

平台建设，加快完善自治区生物疫苗创新中心、中药（蒙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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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功能，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联合其他企业及科研院所，

建立全区化学药、中成药、生物制药等产业联盟，充分发挥产业

联盟在协同创新、示范应用方面的促进作用，加快推进生物医药

产业高端化转型。

专栏 1：创新发展任务

完善中医药（蒙医药）标准体系。健全中医药（蒙医药）临床诊疗、
传统疗术技术操作和疗效评价体系，完善药材炮制规范标准，提高药材、
饮片、颗粒及成药质量均一性和可控性。

推进重大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加大区外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院所的
引入力度，支持各级各类创新平台创建，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新产品开
发的支持力度，促进成果尽快落地转化。

（二）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

生物医药企业联合信息技术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

标，打造数据驱动的高效运营管理模式。支持企业利用数字化

技术改造升级传统工艺装备，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整

体水平持续提高。支持生物医药领域加强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先进过程控制系统

和人工智能的深化应用，鼓励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进一步降本提质增效。开展智能工厂

培育试点，推广数字化车间，推动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蒙

药制造智能化示范工厂建设工程项目、蒙药珍宝丸智能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等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建设，提高行业智能制造

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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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技改升级任务

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指导生物医药企业在工厂设计、生产制造、
物流仓储、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提高数字化水平，开展工业互联网创新
应用，提升生产运营效率，改进质量控制水平。

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建立贯穿全产业链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化体系，加强
对各环节数据信息的挖掘和应用，提高精益制造和智能制造水平。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药品研发。探索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
据等技术在研发领域的融合应用，通过对生物学数据挖掘分析、模拟
计算，提升新靶点和新药物的发现几率。在实现动物模型构建、药理
药效研究、临床试验、数据分析等环节探索应用信息技术。

（三）加大绿色化改造力度。加强生物医药领域绿色关键共

性技术攻关，推动绿色生产技术替代，推广节能节水技术和装备，

加强副产物的循环利用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推进企业清洁化

生产、绿色化转型。推广应用基因工程、生物催化等生物替代技

术，加强发酵类大宗原料药的污染防治。加强绿色工厂、绿色园

区、绿色管理标准体系建设，创建一批低能耗、低排放的绿色示

范工厂和绿色示范园区，打造绿色生物医药供应链，建立生态安

全、低碳循环的生物医药产业绿色发展模式。

专栏 3：绿色化转型任务

开展绿色生产技术应用示范。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围绕原料药生
产中应用面广的绿色生产技术，组织实施一批应用示范项目，宣传推
广一批典型经验，促进行业推广应用和企业共同进步。

提高“三废”治理水平。引导企业建立整体污染控制策略，加强
绿色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的开发应用，严格生产过程管控，加强副产
物资源化利用，提升废气、废液、废渣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

提升全行业“环境、职业健康和安全”EHS 管理水平。指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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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行之有效的 EHS 管理体系，消除环境、职业健康和安全隐患，最
大限度地降低环境污染、职业病和安全事故风险，鼓励企业开展供应
商 EHS 审计，打造绿色供应链。

（四）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强化企业第一责任人意识，开展

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开展国际对标和关键技术攻

关，提升工艺技术和质量控制水平。支持生物医药行业建设产品

信息追溯系统，推动企业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

系和全产业链质量追溯体系。引导鼓励企业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提升药品质量水平。

专栏 4：产品质量提升重点任务

强化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推动企业加强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下
的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确保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安全、
有效和质量可控。

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完善激励政策，调动企业开展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的积极性，推动企业加强仿制药一致性质量研究，开展国际
对标和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制剂工艺和过程控制水平。

持续实施“三品”战略。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在各细分领域发展
一批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改变产品同质化发展现状。

（五）加快特色基地培育。依托金宇国际科技产业园、兽用

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平台载体，培育以兽用疫苗生产、基因

检测、生物制药研发为代表的兽用疫苗生产基地。推动呼和浩

特市、赤峰市、通辽市、巴彦淖尔市等地区发展原料互供、资

源共享、副产物综合利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污染物综合治

理为一体的绿色制造和循环生产模式，培育原料药生产基地。

发挥赤峰市、通辽市等地区道地药材种植优势，开展药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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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与产地加工技术规范和现代中药（蒙药）领域高水平共

性关键技术研究，增强创新发展能力，做大做强中药（蒙药）

加工业，培育中药（蒙药）生产基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成立自治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形成“四个一”（一位领导、

一个牵头部门、一个工作专班、一个工作方案）工作推进机制，

统筹规划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与布局，组织、协调和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各有关部门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按照职责分

工分头推进，形成合力。各盟市要结合实际制定年度工作要点，

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具体政策举措，全力抓好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二）强化政策支持。对进入Ⅱ期、Ⅲ期临床试验研究的创

新药、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研究的改良型新药择优给予支持。对开

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给予补助。对新获得中药 4 类、5 类

新药证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在自治区内落地的产业化项目给

予支持。对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项目给予奖励。

（三）加强调度考核。建立跟踪调度机制，定期调度和分析

评估本计划目标任务落实情况，解决存在问题，推动各项工作高

效开展。建立年终总结评估考核机制，考核评估各地区各部门年

度任务落实情况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 61 -

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行动计划

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数字化

赋能，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基本路径，以加快工业数

字化转型为目标，建设 5G 基础设施、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互联

网、智慧工业园区和智慧矿山，实施工业数字化改造，促进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 6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68%，工

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到 45%，工业园区全部建成智慧园区。工

业数字化总体水平达到我国西部地区领先水平，全区工业数字化

新模式、新业态的应用取得明显成效。

专栏 1：“十四五”时期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主要预期指标

类 别 指 标 2021 年 2025 年

数字化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 48.5 60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61.9 72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56.4 68

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 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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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指 标 2021 年 2025 年

工业数字化
基础设施

5G 基站数量（万座） 1 4.5

数据中心装机能力（万台） 142 300

数据中心 PUE 值 1.5
1.3—1.2

5

工业数据中心（个） 0 10

工业互联网
平台

工业互联网平台（个） 16 30

登云企业（万家） 1.6 2.6

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个） 2 6

5G+应用

智慧矿山（无人驾驶/辆） 110 1200

智慧矿山（“智能化”采掘工作面/个） 62 100%

智能工厂（个） 21 37

数字化车间（个） 22 64

工业 APP（个） 24 300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工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围绕工业低时延、高可靠、

广覆盖的网络需求，大力推动工业企业网络改造和配套能力建

设，进一步提升网络速率、降低资费水平，为制造业数字化、智

能化提供网络支撑。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 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到 20

25 年，建成 5G 基站 4.5 万个左右，实现盟市、旗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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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乡镇、工业园区、大型工矿企业 5G 信号有效覆盖。启动“双

千兆”光纤网络建设，推动骨干网、城域网与接入网同步扩容提

速，提高固定宽带网络接入能力。支持基础电信企业推进网络技

术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传统网络及链路提速升级。优化布

局 Wi-Fi6 设施，实现重点公共场所网络免费 Wi-Fi 全面覆盖。

工业企业网络改造。实施工业互联网 IPv6 升级改造，到 20

25 年，IPv6 活跃用户全面提升，工业领域网络、应用、终端支

持 IPv6。鼓励重点工业企业对内部网络的以太网化、无线化改造，

推动工业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节点、安全设施等接

入高质量外网。

专栏 2：工业企业网络改造任务

推动企业网络改造。支持工业企业综合运用 5G、时间敏感网络（T
SN）、边缘计算等技术提升企业各环节网络化水平，工业领域重点行业
规上企业实现网络升级；促进工业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从商品交易、资
金流通、供应链体系建设逐步过渡到产业链体系和产业集群的新发展模
式，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开展工业互联网园区网络示范。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园区运营企业、
龙头企业独立或联合建设工业互联网园区网络，开展面向龙头企业带动
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中小企业网络互联试点示范。到 2025 年，全区工
业园区实现 5G 网络规模组网，高质量外网有效覆盖所有规上工业企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重点在能源、化工、钢铁、有色、建材、

装备制造、绿色农畜产品加工、医药和新材料等领域，建设区域

级、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包头、鄂尔多斯建设

区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针对行业应用的共性问题，采用“揭榜

挂帅”“赛马”等机制解决行业应用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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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重点企业与第三方合作，建设

符合企业发展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的企业级平台。提升平台应用

服务水平，开发和推广平台化、组件化的工业互联网行业系统解

决方案。推动工业资源集聚，实现生产设备智能互联化、生产计

划智能排产、生产过程智能管控。推动平台创新解决方案，强化

平台工业数据集成管理及工艺、控制、运维等工业机理建模能力，

研发构建数字孪生创新工具，打造一批“平台+产品”“平台+模

式”“平台+行业”“平台+区域”创新解决方案。推动平台数据互

联互通，统一工业数据、算法模型、微服务等调用接口。鼓励开

展联合攻关、互补合作，制定平台间接口规范，打造协同发展、

多层次系统化平台体系。

专栏 3：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任务

打造 2 个区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包头现代装备制造、鄂尔多斯
煤炭供销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工业互联网服务商与龙头企业建设 1
0 个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百家龙头企业基于产业链和产业集
群协同制造建设 18 个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到 2025 年，全区建成
投入运行区域级、行业级和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30 个以上，实现 1
500 家规上工业企业用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到 35%以上。

推广上云上平台。重点推动工业窑炉、工业锅炉、石油化工

设备等高耗能流程行业设备，柴油发动机、大中型电机、大型空

压机等通用动力设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备，工程机械、数

控机床等智能化设备上云上平台，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和可靠

性，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维修成本。继续实施万户企业登云行动，

按照“企业出一点、服务商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的原则，为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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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企业提供更多优质服务。加快核心业务系统上云用云。推动行

业龙头企业围绕研发设计、生产管控、工艺改进、供应链协同、

市场营销、客户管理等，开展核心业务系统云化改造。鼓励产业

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积极对接龙头企业云平台，实现供应链资源共

享、产业链协同和上下游企业共同升级。着力在能源、装备制造、

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等行业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解析节点，开

展基于标识服务的关键产品追溯、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协同

等应用创新。依托标识解析体系对原材料信息、产品加工信息、

质检信息、流通信息、客户服务信息进行关联、集成、分析和应

用，实现产品正向可追踪、流向可管控、反向可追溯、实时定位

可召回、相关责任可追究。

专栏 4：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任务

加快“上云用数赋能”步伐。重点推动工业窑炉、工业锅炉、石
油化工设备等高耗能流程行业设备，柴油发动机、大中型电机、大型
空压机等通用动力设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备，工程机械、数控
机床等智能化设备上云上平台，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和可靠性，降低资
源能源消耗和维修成本。到 2025 年，培育新增 50 家以上登云服务商，
新增 1 万多户登云企业，总体达到 2.6 万户企业登云，打造 20 家以
上登云标杆企业。

加快标识节点建设。完成 6 个国家工业互联网二级综合标识解析
节点建设，加速标识规模应用推广，提升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服务能力，深化标识在设计、生产、服务等环节应用，推动标识解
析系统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 APP 等融合应用。加快解析服务在各
行业规模应用，加快主动标识载体规模化部署，推进工业设备和产品
加标识。标识应用企业占规上企业的 30%，到 2025 年，每个行业推
广 1 个典型应用案例，实现行业应用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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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支持数据中心建设，到 2025 年，力争数据装机

能力突破 300 万台。加强分布式供能、自然冷源、直流供电等技

术在数据中心建设中的应用，推进整机柜服务器、规模化数据中

心、绿色智能服务器等新型 IT 设备在数据中心中的应用，提高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供电比例，推动《数据中心可用性分级评估技

术要求》《数据中心服务能力分级评估技术要求》《数据中心绿色分

级评估技术要求》等 3 项数据中心地方标准实施，到 2025 年，纳

入国家算力枢纽节点范围内的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PUE 值降

至 1.25，算力枢纽节点以外地区 PUE 值降到 1.3 以下。支持国家算

力枢纽节点建设，推动实现“东数西算”，优化大数据基础设施布局。

专栏 5：数据中心建设任务

建设绿色数据中心。重点建设电信运营商等中国北方数据中心项
目，落地国内知名企业大数据中心项目，推动工业物联网北方区域中心
建设。推动金融科技中心（和林格尔新区）和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同城数
据灾备中心等项目建设，打造中国“金融云谷”。推动内蒙古高性能计
算公共服务平台、东方超算等超算平台建设，打造国内外知名的算力中
心。鼓励建设云数据中心，支持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建设具备 Iaa
S、PaaS、SaaS 服务能力的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平台，打造国家
重要的云服务集聚区。

建设数据产业园区。重点建设和林格尔新区数据产业核心区、包头
市数据产业创新园区、乌兰察布市中关村科技园大数据产业园区、鄂尔
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培育、集聚一批创新型大数据企业。支持符
合条件的地区积极创建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

建设北方大数据服务外包基地。支持乌兰察布市等有条件的盟市积
极引入一批具有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带动本土信息服务外包产
业专业化、规模化、精细化发展。支持壮大呼叫中心产业发展，在乌兰
察布市建立呼叫中心，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推进北方呼叫及数据服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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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基地建设。

（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推进工

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强 5G 场景应用推广，支持企业建设 5

G 全链接工厂。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对标贯标工作，到 2025

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标全覆盖，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诊

断全覆盖，新增通过贯标评定企业 100 家。

专栏 6：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5G+工业互联网应用。重点在五个领先行业开展应用实践，支持电
子设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钢铁行业、采矿行业和电力行业的应用项
目。重点推广 5G+AR/VR 远程运维、无线机器人云端控制、配线自动
化、边缘计算、机器视觉、人工智能、物联网模组、安防监控等成熟应
用场景，在化工行业推广 5G+安全生产等场景应用，在机械装备行业推
广 5G+AR/VR 远程运维和边缘计算等场景应用，在电力行业推广 5G+
智能巡检和无线控制等场景应用，在煤炭行业推广 5G+安防监控、远程
协同运维和实时位置等场景应用。到 2025 年，工业领域重点行业的规
上企业实现“5G+工业互联网”典型场景应用。

5G+智慧矿山。在露天及井工煤矿规划部署 5G 信号网络，推动智
能矿山改造项目，重点支持在大型露天煤矿和井工煤矿打造不同条件、
场景、模式下的 5G+无人驾驶、5G+“智能化”采掘示范项目，挂牌
一批 5G+智能化煤矿示范基地。到 2025 年，对分布在重点露天煤矿的
1200 个矿车力争实现无人驾驶，全区井工煤矿全部实现采掘面“智能
化”采掘。

5G+智慧园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慧应用为支撑，重点打造“一
平台、两中心、六系统”（数据感知平台，智慧运营中心、数据存储中
心，经济运行监测系统、能源消耗监测系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环境
保护监测系统、交通物流监测系统、综合服务系统），工业园区全部建
成智慧园区，实现园区内企业生产、环保、安全、能耗、物流等关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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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敏捷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和智能响应，水电气消耗、污水处理排
放、大气污染物排放、危险物处置等实时自动监测，管道、闸门、压力
容器等安全敏感区域智能预警。规划建设自治区工业智慧监测平台，实
现工业园区企业运行、项目建设、能耗管控、污染监测等一体化、“全
景式”管理。

5G+智能制造。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方面，围绕冶金、化工、绿色农
畜产品加工、建材(水泥)、装备制造、民爆等行业实施人工转机械、机
械转自动、单台转成套、数字转智能技术改造滚动计划。在铁合金、电
石、民爆等行业的高危、高劳动强度以及作业环境恶劣的生产单元实施

“机器换人”，到 2025 年，民爆行业装车环节“机器换人”达到 100%，
电石、铁合金行业 30000KVA 以上矿热炉出炉环节“机器换人”分别
达到 100%、60%以上。“数字化车间”建设方面，在冶金、化工、绿
色农畜产品加工、建材（水泥）、装备制造、民爆等行业支持企业应用
智能设备、数控机床、自动化技术、自动识别技术、AGV 等技术，促进
车间计划排产、加工装配、检验检测、能耗管理等各生产环节的智能协
作与联动，优化管理，建设数字车间。到 2025 年，累计打造智能工厂
37 个、数字化车间 64 个。

（三）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供给能力。支持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企业拓展业务、研发新品、提升层次。吸引国内外大型软件

企业落户，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品牌贡献大、发展速度快的龙

头企业。加快培育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的软件技术和产品，支持小程序、快应用等新型

轻量化软件平台发展。支持围绕工业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运营维护和经营管理等关键业务环节，开发特定场景的工业 AP

P，提升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生产控制等环节数字化、网络化

和智能化水平。支持卫星网络发展，鼓励利用内蒙古遥感卫星及

北斗数据资源共享与应用中心、国家北斗导航（内蒙古）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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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数据运营服务中心数据，服务工业数字化转型。到 2025 年，

研发工业 APP 数量 300 个以上，其中，特定领域、特定场景的

专用工业 APP 数量 20 个以上。

（四）提升安全保障能力。遴选 10 家网络安全能力示范企业

开展关键设备、平台及工业 APP 动态安全检测评估，明确企业设

备、控制、网络、平台、应用、数据等安全防护要求，实施达标

自评估和安全改造，树标杆、推经验。建立健全工业互联网安全

监督检查、风险评估、信息共享和通报、应急处置、数据保护等

工作机制，编制重点行业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指南。

三、实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盟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

产业转型发展的紧迫性、艰巨性、长期性，切实承担主体责任，

明确任务分工，建立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切实抓好落实。自治

区层面要分年度制定工作要点，细化年度目标任务，强化督查督

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分别制

定支持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各盟市要结合实际制定相应

的实施意见和配套方案。

（二）加强财政金融支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大幅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扩大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工业园

区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加自治区

重点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规模，支持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等重大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智能化转型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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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企业数字化建设要与新建项目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

运营，真正从源头上提高企业“两化融合”水平。

（三）健全转型效果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转型评估评价，

开展符合内蒙古特点的数字化转型诊断，建立准确反映自治区数

字化转型水平和发展趋势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分行业、分地

区发布数字化转型数据地图，探索制定促进内蒙古工业互联网发

展的行业、地方、团体标准。

（四）强化人才支撑。进一步落实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以

“开放、合作、协同、共享”的原则，建立多种人才合作机制，

加大引进区外、海外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具有工业数字化领域创

新经验的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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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绿色化发展行动计划方案一

节能技术改造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促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按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家五部委《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

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

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版）》、国家发展改革委《完善能源消

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和自治区《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

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要求，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提高能效水平为导向，突出标准引领作用，对标单位产品

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标杆水平或行业先进水平，引导未达到先

进水平的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升级，梯次推进、分步实施，深挖工

业领域重点行业节能技术改造潜力，持续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

消耗和碳排放，确保如期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目标。

  用三年时间，通过实施节能改造，钢铁、铁合金、有色、化

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大幅下降，达到标杆水平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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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例超过 30%，数据中心 PUE 值达到 1.3，工业领域重点行业

实现节能 500 万吨标准煤以上，行业整体能效水平大幅提升，绿

色低碳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二、实施范围

钢铁、铁合金、有色、化工、建材等工业领域重点行业和数

据中心全部纳入改造范围，对全区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

准煤以上的、单位产品能耗未达到先进水平的重点用能企业全面

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三、重点任务

（一）建立节能技术改造企业清单。各盟市要组织开展现有

企业能效情况调查，结合工业节能监察、节能诊断、能源审计结

果，全面梳理企业能效水平，制定本盟市技术改造实施方案，建

立技术改造企业清单，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区技术改造企业清

单。未达到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标杆水平或行业先进

水平的企业要全部纳入技术改造企业清单。分年度列出改造计

划，按照后进先改的原则，根据能效水平由低到高分阶段改造，

单耗水平未达到准入值、能效水平落后的企业要先行安排改

造，能效水平先进的企业要向行业标杆水平和能效“领跑者”

看齐，形成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节能典型案例。

（二）加强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储备。纳入自治区和盟市节能

技术改造清单的企业要根据节能诊断建议和企业实际情况，按要

求制定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方案，选取节能先进适用技术，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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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落后的设备、工艺等实施技术改造，科学合理确定改造时间表，

明确预期目标、改造期限、推进步骤、技术路线、工作节点等内

容，确保技术改造达到预期效果。各盟市要配套建立节能技术改

造动态项目库，将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全部纳入项目库实施动

态管理，分年度推进项目实施，确保三年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

（三）推广应用节能先进技术装备。重点在钢铁、铁合金、

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推广富氧烧结、铁水一罐到底、富氢冶

炼、干熄焦、自动化原料处理和出炉等工艺流程优化技术装备，

矿热炉全密闭、焦炉上升管余热回收、低品位余热回收、余热余

压余气发电等余能回收利用技术装备，提高稀土永磁电机、变频

无极变速风机、磁悬浮离心风机、高效内燃机、特大功率高压

变频变压器等高效机电设备使用比例，加速淘汰高耗能落后机

电设备。

（四）稳妥组织企业实施改造。各盟市要有计划、有节奏推

进节能技术改造，在保持年度任务适度均衡的前提下，适当加大

前期改造任务，确保三年任务有序完成。要错峰安排企业改造任

务，指导企业合理安排改造期，避免集中停工改造造成经济波动。

要结合节能诊断建议，“一企一策”指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积

极协助企业解决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企业要合理安排改造工

期，在施工期内加快改造进程，改造后及时复工复产。

（五）科学评价改造实施效果。定期对工作进展、实施情况

进行调度分析，有序推动技术改造各项工作。通过节能监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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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诊断、能源审计等手段，分年度科学评价改造实施效果，不断

改进改造工作。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职责，加

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积极推动节能技术改造各项工作。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调度督导，强化督查

督办，确保节能改造任务落到实处。各盟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推进节能技术改造对落实能耗“双控”和“双碳”目标的

重要性，建立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切实抓好任务落实。

（二）强化政策支撑。整合已有政策工具，加强财政、投资、电

价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支持企业推进节能技术改

造。加大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支

持力度。落实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鼓励政策，持续

给予补助资金支持。鼓励盟市设立节能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对节

能技术改造项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完善节能改造相关电力政

策，把企业的单耗水平作为有序用电的主要依据，优先保障能效

达到先进水平的企业用能需求，对能效水平落后企业实施用能限

制。完善落实阶梯电价政策，根据实际需要扩大阶梯电价覆盖行

业范围。落实节能专用装备、技术改造、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

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绿色金融扶持力度，向节能效应显著的重点

项目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三）严格监督管理。强化日常监管，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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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项节能监察和日常节能监察，加强对企业能效水平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确保相关政策要求执行到位。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

企业主体责任，对盟市、旗县（市、区）、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实

施情况定期进行调度检查，建立健全约谈通报等工作机制，完善

重点行业节能监管体系。发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用，加强对违

规企业的失信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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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绿色化发展行动计划方案二

节水技术改造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按照《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内

蒙古自治区节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大力推动工业节水技术改

造，全面提升工业企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绿色化发展，

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把工业节水技术改造作为工业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推进

工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提高工业用水效率。用三

年时间，通过实施节水技术改造，钢铁、有色、化工、建材、食

品和发酵等高耗水行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建成一批节水

型企业和节水标杆企业。到 2025 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3%。

二、重点任务

（一）建立节水技术改造项目清单。各盟市要制定本地区节

水技术改造实施方案，建立技术改造项目清单，分年度列出改造

计划，按照突出重点、有序实施的原则，针对本地区工业产业结

构特点，重点在高耗水行业，对标用水定额先进值，组织开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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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技术改造，鼓励用水效率先进的企业向行业标杆水平和水效

“领跑者”看齐，推动全区工业用水效率持续提高。

（二）推进节水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各盟市要“一企一策”

指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积极协助企业解决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要定期对改造实施情况进行调度分析，有序推动技术改造各

项工作，分年度科学评价改造实施效果，不断改进改造工作。企

业要根据节水诊断建议和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企业的节水改造技

术方案，选取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科学合理

确定改造时间表，明确预期目标、改造期限、推进步骤、技术路

线、工作节点等内容，确保技术改造达到预期效果。

（三）加强节水技术改造项目储备。各盟市要建立节水技术

改造动态项目库，将节水技术改造项目全部纳入项目库并实行动

态管理，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的滚动推进模式。

（四）加大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重点在钢铁、有色、化

工、建材、食品和发酵等行业推广循环水综合处理、冷却塔水蒸

气凝水回收、高盐废水资源利用集成、钢铁综合污水再生回用集

成、废水零排放处理、干熄焦、化工废水制水煤浆工艺集成、

氯碱浓水回收利用、发酵有机废水膜生物处理回用、含乳饮料工

艺节水及循环利用、高浓度含糖废水综合利用等节水技术，提高

高效循环水泵、表面蒸发空冷器等高效节水设备使用比例。

（五）科学评价改造实施效果。定期对工作进展、实施情况

进行调度分析，有序推动技术改造各项工作，分年度科学评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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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实施效果。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实施。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职责，加

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积极推动节水技术改造各项工作。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调度督导，强化督查

督办，确保节水改造任务落到实处。各盟市要深刻认识推进节水

技术改造对落实“四水四定”要求的重要性，建立激励机制和考

核机制，切实抓好任务落实。

（二）强化政策支持。整合已有政策工具，加强财政、投资、价

格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支持企业推进节水技术改

造。加大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节水技术改造项目的支

持力度，鼓励盟市加大对节水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力度。落实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加大绿色金融扶持力

度，向节水效应显著的重点项目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三）严格监督管理。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对盟市、旗县（市、区）、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实施情况定期进行

调度检查，积极发挥节能监察的监督指导作用，通过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对违规企业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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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绿色化发展行动计划方案三

低碳零碳工业园区建设实施方案

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精神，推动工业园区绿色发展，结合

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工业绿色转型为导向，以提高新能源消纳为目标，在工业

园区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选取基础设施完善、用电负荷较

大、自主调峰能力较强的工业园区开展低碳零碳建设，在全区完

成消纳责任权重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比

例。通过开展低碳零碳园区建设，2022 年低碳园区新能源消纳

比例达到 30%，三年内达到 50%；2022 年零碳园区新能源消纳

比例达到 50%，三年内达到 80%。

二、重点任务

（一）发挥试点引领作用。各盟市按照“试点先行、有序推

进”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工业园区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制定本

盟市低碳、零碳园区的实施方案，选择具备条件的工业园区组织

开展低碳零碳园区试点建设，形成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

的新能源消纳典型案例。在试点园区的基础上梯次推进、分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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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全面推广低碳、零碳园区建设。

（二）规范园区运行标准。按照“发用平衡，自主调峰”的

原则，在低碳零碳园区内落实消纳的市场化并网项目，所发电力、

电量均由园区内电源、负荷、储能等进行平衡，不占用公用电网

调峰资源，弃用电量不计入地区新能源利用效率计算。按照园区

实际消纳水平建设新能源项目，新建项目配套的用电负荷，包括

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

（三）加快推进园区低碳零碳改造。开展低碳零碳建设的工

业园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按照要求制定园区低碳零碳改造技术方

案，科学合理确定改造时间表，明确预期目标、改造期限、推进

步骤、技术路线、工作节点等内容，确保达到预期效果。各盟市

要配套建立低碳、零碳园区建设监督保障机制，分年度推进实现

新能源消纳目标。

三、组织保障

（一）强化政策支持。认真落实自治区低碳零碳园区建设相

关支持政策，确保支持资金按期落实到位，对于可再生能源消纳

比例未达到要求标准的试点园区，自治区不予资金支持。鼓励有

条件的盟市设立专项资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保障试点园区市

场化新能源项目落地，解决园区用能需求。协调电网公司对试点

园区内的燃煤自备电厂灵活性改造、园区内电网改造以及新能源

项目供电线路建设，优先提供技术支持及相关服务。对低碳零碳

园区相关项目开设绿色通道。



- 81 -

（二）严格监督管理。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园区主体责任,统

筹谋划所辖范围内低碳零碳工业园区建设，结合实际实施“一园

一策”，协助园区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积极为

试点园区搭建项目合作平台，推动新能源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

效。加强调度管理，对低碳零碳园区建设情况及时跟踪，掌握建

设进展情况，科学评估实施效果。

（三）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自治区、盟市、园区齐推共建的

工作机制，定期报送园区建设信息，保障试点园区建设工作高效

有序推进。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监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

各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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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2 年 2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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