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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农高区
建设发展规划

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和优势特
色产业，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河套灌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指
示，按照科技部总体规划布局，选
定“河套灌区生态农牧业”为建设
主题。

主导产业

规划布局

按照“核心区+示范区”双区布局，建设
“一体三园”（创新创业综合体和食品科技

园、生物科技园、农畜产品智慧交易园）。

总体目标

到 2024 年，农高区总产值达到 184.2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9 家，农牧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 万元，农牧业科技
贡 献 率 提 高 5 个 百
分点，土地产出率达
到每亩 8.79 万元，劳
动生产率达到每人
36.84 万元。

发展定位

建成“三区一基地”，即生态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引领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样
板区、“一带一路”农牧业开放合作先行区
以及北方现代农牧业创新基地。

重点任务

着力解决硬质小麦、肉羊品种创制和
牧草蛋白含量提升的问题，提高硬质小
麦、肉羊创新发展水平，打造“绿色生态牧
场”，建设农牧业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和产
业高地，示范引领黄河流域西北地区农牧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贡献。

建设步骤

分三个阶段：

以硬质小麦、肉羊为主导，
重点建设硬质小麦和肉羊
全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

是全国唯一双主导
产业的农高区

示范区规划建设数字农业区、生态牧
业区、乡村振兴样板区、农高区总部商务
区以及产城融合发展引领区五大功能区。

2020 年： 规划布局，启动建设。

2021-2022 年： 重点投入，全面建设。

2023-2024 年： 优化运行，整体提升。

实现三年成势、五年成型。

（（内容来源内容来源：：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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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贯彻
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
略，系统解决区域农业共性关键技术，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巴彦淖尔农高区
成为自治区唯一获批的国家农高区，可喜可
贺，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规划，真正发挥农高
区科技创新带动作用。

与全国其他示范区相比，目前，巴彦淖尔
农高区在产业规模、项目推进、招商引资、人才
引进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应借助政策优势，按

照“建设一流农高区，打造现代农业发展的引
领区、先行区、样板区”的目标，实施农高区建
设攻坚行动，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举措，全
面推进农高区建设。

导向是行动的指引和方向。坚持问题导
向，以解决问题为指引，集中全部力量和有效
资源攻坚克难，才能全力化解工作中的突出
矛盾和问题；坚持目标导向，以实现目标为方
向，持之以恒、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目标奋斗
前行。

以示范区为载体，聚集创新要素，全面深
化“科技兴蒙”行动，形成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的创新平台。积极引导涉农院校、科研机构围

绕区域性农业发展共性技术难题进行科技创
新，发挥多领域、多学科、多专业的协作优势，
到示范区设立分支机构、试验基地、教学点、创
新平台、教授工作站、共建大学等。探索设立
测试检测中心、农业高新技术研究院、现代农
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

整合人才集聚优势，打造农业科技人才聚
集高地。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通过搭
建科研平台，引育科研人才，抢占现代农业科
技制高点成为示范区发展的关键。谋划布局
一批国家级、省级高水平创新平台，通过“外招
内育”方式，针对性地培育、引进一批多层次复
合型科技人才。通过设立农业人才专项经费，

创新创业支持政策，鼓励和支持涉农高校毕业
生、高端人才在示范区创业就业。

特色品牌，优化创新要素生态。有效聚合
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
比较优势的涉农企业和创新主体。示范区围
绕区域重大技术难题，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实
验室等创新资源，统筹推进平台、项目、人才等
多要素与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构建特色鲜
明、协同发展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脚踏实地，行稳致远，进而有为。相信内
蒙古在“十四五”期间，一定能够发挥示范区的
科技支撑作用，将其打造成为生态农牧业科技
创新“硅谷”。

破解示范区发展难题 打造农业科技创新“硅谷”
思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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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及庆玲

俯瞰巴彦淖尔农高区俯瞰巴彦淖尔农高区。。

临河核心区高标准设施农业

智能温室大棚

。

4 月 28 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发布。中国政府网公布了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设内蒙古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的批复》，同意将内蒙古巴彦淖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
设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

“巴彦淖尔农高区”）。全国范围内国家农高区增至 9 个，巴彦
淖尔农高区是我区唯一获批的国家农高区。

这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步步坚实，衔接有序的成果。
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是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新时代内蒙古发展确定的行动纲领。自治区
正加快实现农牧业发展由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巨大转变。

鼎力支持 登高向远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河套灌区要发展现代农业，把
农产品质量提上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重要讲
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自治区借鉴
杨凌、黄河三角洲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经验，
以巴彦淖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基础，规划创建巴彦淖尔农高
区，打造现代农牧业创新高地，示范引领自治区生态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9 年，自治区将巴彦淖尔农高区
在内的“三区两中心”创建工作，纳入科技部部区会商重要议
题，作为“科技兴蒙”行动重要内容，写入自治区政府工作报
告。2020 年 3 月，成立自治区副主席任组长的农高区建设工作
推进组，推进组办公室设在自治区科技厅，积极推进创建工
作。2020 年 11 月，经科技部同意，自治区政府向国务院报送申
建请示。2021 年 3 月，巴彦淖尔农高区通过科技部农村科技
司组织的实地考察评估；7 月，规划和建设方案通过科技部部务
会审议；11 月，经六部委同意后上报国务院。2022 年 4 月 28
日，巴彦淖尔农高区获国务院批复。

创建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2020 年，“科技兴蒙”30 条
重磅出炉，明确连续 5 年，每年对巴彦淖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予以 5000 万元支持。2020-2021 年，自治区科技厅连续 2 年，
支持巴彦淖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建设经费 1 亿元，组
织实施 34 项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项目。

让生态农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自治区制定《关于加快推
进“科技兴蒙”行动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关于支持建设巴
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若干政策措施》，大力支持
巴彦淖尔农高区创建，为创建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自
治区努力将巴彦淖尔农高区建设成为一个面向全区的现代农
业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和农村改革先行区，打造成为
全国健康食品和功能农业综合示范区、科技产业孵化示范区、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产品加工物流集散区，推动我国生态农
牧业提质增效。

明确目标 扛起重任

一路畅通，记者来到坐落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巴彦淖尔

农高区，1.4 万平方米的农高区大楼、11.5 万平方米的农高区总
部基地和 1.5 万平方米的职业农牧民技术培训中心拔地而起。

“巴彦淖尔农高区以巴彦淖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基础
升级建设。”巴彦淖尔市科技局农村科技科科长逯军介绍说：

“巴彦淖尔农高区区域空间布局立足巴彦淖尔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产业基础，面向河套灌区生态农牧业现代化与产城村镇
融合发展需要，合理进行创新资源与产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布
局，科学规划农业高新技术创新创业、生产示范与生态、生活
功能区，构建‘一核引领、多园联动、农牧融合、多区发展’的空
间格局。”

国务院批复文件明确，巴彦淖尔农高区围绕“河套灌区生态
农牧业”发展主题，依托硬质小麦、肉羊等优势产业，按照“两年成
型、五年成势”的发展目标，推动巴彦淖尔农高区建设成为全国农
业创新高地、人才高地、产业高地。

高度重视、高位推进。自治区强化巴彦淖尔农高区推进组
工作机制，成立农高区工作专班，压实属地责任，细化农高区规
划，制定具体实施时间表、路线图。修改完善《2022 年度巴彦
淖尔农高区建设科技支撑方案》，开展优势领域种业振兴行动，

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强化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同时，全区上下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加快推进巴彦淖尔农高区
建设。

需求为引、项目为先，夯实发展基底。聚焦硬质小麦、肉羊
等主导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开展协同攻关。开展耕地地力
提升“揭榜挂帅”行动，解决盐碱地改良治理等关键技术难题。
建设硬质小麦、肉羊、向日葵技术创新中心。加快推进兆丰小
麦深加工、向日葵产业集群、大北农饲料等重点项目落地建成
投产。启动运营内蒙古羊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国家骨干冷链
物流枢纽基地。建成中国农业大学河套灌区研究院；建设黄河
流域西北地区种质基因库和现代产业园；打造农产品精深加
工、智慧循环农牧业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天赋河套”公用
品牌。

一个个务实举措，一项项高新项目⋯⋯加快了打造国家级
农业示范园区的步伐。

敞开怀抱 开放合作

目前，巴彦淖尔农高区拥有自治区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载
体 38 个，院士工作站 2 个、博士科研站 14 个，科技小院 17 家。

如何让农高区这个绿色智慧农业的“百花园”释放更多活
力？农高区正敞开怀抱，为八方来客端出多元需求和选择。

开放筑基，破浪前行。这里正把开放的大门向着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新方式和更深层次不断拓展。借助“科技兴
蒙”的东风，强化产学研合作，深化与中科院、中国农科院、上海
交大、中国农大、江南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强
化河套学院、市农科所等本土优势科技力量，为农高区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与杨凌管委会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签
订战略协议；与中国农大合作共建河套灌区研究院，与江南大
学合作共建江南大学技术转移分中心；整合引进国际先进技
术，建成或开工建设了中美金伯利农庄、中以科技示范园等园
区和基地；建成 8500 平方米的 CNAS 国家级标准化实验室，制
定修订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范 183 项。

积极对接全国重点省市国家产业化龙头企业、农畜产品生
产加工销售上市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业 100 强企业以及河南
等重点地区企业，优先安排入驻农高区，扩大核心区产值增量。

依托“天赋河套”总部建设，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农
高区现有高新技术企业 21 家，引领形成以各龙头企业为代表
的肉羊、小麦、向日葵、生物育种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2021
年，农高区产值达到 125.5 亿元。

借助“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创建，积极为企业和国内顶级专
家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全力打造农高区高端科学家、创新型企
业家、高技能实用人才、服务型科技特派员、新型职业农民“五
支人才队伍”。

前瞻未来，初见端倪：到 2024 年，农高区总产值达到 184.2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9 家，农牧业科技贡献率提高 5 个百
分点，一幅生态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壮丽画卷正在希望的田野
上展开。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蓄力勃发 升级赋能

我区首个国家农高区尽显我区首个国家农高区尽显“““科技范儿科技范儿科技范儿”””

肉羊繁育。

智能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