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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支持呼和浩特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内政发〔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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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实施强首府工程，支持呼和浩特市在全区高质量发展

中更好承担首府职能、发挥首府作用、展现首府作为，结合自治

区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

蒙古的五大任务，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力支持呼和浩特市强实力、提品质、

增后劲，全面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打造“美丽青城、草原

都市”亮丽风景线。

（二）目标定位。

——打造发展能级全面提升的“实力之城”。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扬长避短、培优增效，推动呼和浩特市综

合实力显著提升，用 5 年左右时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5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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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会城市排名中实现赶超进位。

——打造产业集群优势突出的“发展之城”。大力发展绿色

经济、数字经济、总部经济、服务经济，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产业能级不断提升，成为引领带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

长极。

——打造城市品质显著提升的“美丽之城”。全面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序

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智慧化水

平，推动城市功能完善、环境改善、品质提升。

——打造创新动能蓬勃增长的“活力之城”。坚持把创新作

为实现强首府的重要支撑，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努力在乳业、

新材料、大数据、生物医药等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

技术，建设全区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高地。

——打造青年向往、老人安康的“幸福之城”。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服务供

给，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高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

学、宜养、宜游城市。

二、培育壮大优势产业

（三）建设“世界乳都”。创建国家级乳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内蒙古农业大学乳业学院。统筹布局以呼和浩特市为核心的

奶牛牧场重点建设带。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奶牛繁育基地。积极引

进乳业上下游全链条头部企业。支持呼和浩特市举办“全球乳业



- 3 -

大会”。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伊利集团三方分别出资 5 亿元建设

研发资金，高标准打造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确保 2023 年建成

投用。实施草种业发展行动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创建中国草业

种质资源库、国家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培育从“一棵草”到“一

杯奶”的全产业链。

（四）打造“中国云谷”。出台《支持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

群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和林格尔新区为核心建设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快推进 5G 网络、千兆光网建设和工业

互联网改造。探索大数据及关联产业增加值单独核算机制。推进

实施大数据赋能产业发展和“蒙数蒙算”，建设国家“东数西算”

工程北方算力中心。积极推动更多金融机构总部将数据中心落户

和林格尔新区，打造金融云谷。

（五）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内蒙古中环产业城，打造

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研发平台，重点突破太阳能电池、光伏应用核

心部件研发生产“卡脖子”技术，打造千亿级半导体产业集群。

依托科研院所设立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大力发展军民融合

制造业。建设国家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开展非洲猪瘟疫苗等

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攻关。推动生物发酵产业向下游延伸，

开发终端产品。加强中医药（蒙医药）经典名方研究开发、新药

研发和一致性评价，建设制剂中心。支持托清工业园区、金桥开

发区申报认定化工园区，推动现代化工产业集群延链补链。

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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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动文化旅游体育产业融合互动。推进大窑遗址考古

发掘、遗址公园建设，实施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等文化传承

保护工程。支持呼和浩特市联合鄂尔多斯市一体化运营、一体化

创建内蒙古黄河大峡谷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推动伊利现代智慧健

康谷沉浸式工业智慧旅游示范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打造马

鬃山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

支持呼和浩特市举办昭君文化节、冬季冰雪旅游季等特色品牌活

动。推动青少年足球产业发展，培育马拉松、赛马、冰雪等特色

体育品牌。

（七）发展总部经济。支持国家北方能源总部基地落户呼和

浩特市。出台鼓励支持办法，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分成财力对总

部企业在用房、融资、纳税、人才引育、科技创新等方面予以支

持，吸引重点企业、行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在呼和浩特市设立

总部或大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鼓励在自治区投资兴业的重点

企业同步在呼和浩特市布局设立总部。推动区属国有企业优先在

呼和浩特市布局投资项目。支持自治区级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优先

投资呼和浩特市落地项目。注册在呼和浩特市的中央和自治区级

总部经济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地

方留存部分在呼和浩特市入库。

（八）提升物流综合服务。支持申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构建以呼和浩特市为核心枢纽的自治区应急物流设施网络，建设

呼和浩特新机场空港物流园，打造服务自治区、面向京津冀、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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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全国的区域物流集散中心。

四、提升首府综合承载能力

（九）建设高铁枢纽城市。加快推动呼和浩特至包头高铁、呼和

浩特至朔州至太原高铁、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铁项目，规划建

设以呼和浩特市为中心、贯穿自治区东西部的高铁通道，着力构

建呼包鄂乌 1 小时交通圈、生活圈，形成以呼和浩特市为枢纽的

高速铁路网。

（十）打造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完善呼和浩特新机场

周边路网，启动实施新机场与高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快速接

驳工程，积极推动市域铁路机场线前期工作，实现航空与公路客

运、城市公共交通“零换乘”、货运“无缝衔接”。加大国内、国

际航线拓展支持力度，打造航空集散中心。

（十一）构建高速公路网。加快建设S43 机场高速公路、S29呼

凉高速公路和 S27 呼鄂高速公路等项目，支持启动实施呼和浩特

新机场至清水河、呼和浩特至武川高速公路。

（十二）强化城市基础保障功能。优化城市地铁线网，健全

地铁线路运营补贴机制，自治区以定额补助方式每年补助呼和浩

特市 10 亿元。加快城市高架快速路网建设。加快实施大唐托电

等热源入呼工程。落实用水指标，分期实施引黄入呼三期工程。

足量保障首府发电、供热及重点生产企业用煤和农民冬季取暖用

煤用气需求。

五、加快建设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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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提高城市规划水平。成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分管领

导和呼和浩特市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首府城市规划委员会，统

筹指导呼和浩特市城市发展建设规划。依托呼和浩特新机场片区、

和林格尔新区、蒙牛乳业产业园区、沙尔沁工业园区打造城市副

中心。依托白塔机场搬迁后释放土地打造东部生态宜居片区，高

水平建设西部伊利健康谷产城融合片区。

（十四）提升生态宜居水平。落实国家城市更新试点任务，加快

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市政管网改造，重点开展回民区、玉泉区

等老城区基础设施更新、环境综合整治。有序实施“八横八纵”

主干路街道更新。支持开展重点区域棚户区改造。高规格打造沿

黄生态廊道，高标准开展哈素海、大黑河、小黑河生态综合治理。

支持申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国家试点

项目。打造大青山前坡生态绿带、大黑河两岸郊野花带。

（十五）发展优质医疗教育。支持北京友谊医院和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医院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

中医蒙医医院，支持呼和浩特第一医院创建三甲医院。建立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医疗联动应急响应支援机制。加快发展普惠性托

育服务，支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实现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

心、社区（村）养老服务站全覆盖。推动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双

高”建设，获批本科院校。支持建设中职园区。支持驻呼高校建

设附属中小学、幼儿园。

（十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全方位加强“平安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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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开展自治区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建设，实施“互联网+基

层治理”行动。支持建立区市县乡村五级疫情防控网络，全面构

建现代化社会市域治理体系，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样板区。

六、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十七）做大对外开放平台。充分发挥中国—蒙古国博览会

永久会址平台效应，申请创办国家向北开放经贸洽谈会。支持探

索创建自贸区方法路径，推动建设呼和浩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载体。

（十八）加强区域合作。推动京津冀地区国家级科研机构在

呼和浩特市建立分支机构，打造候鸟式科研基地。利用 2 小时交

通圈便利条件，推出更多文旅消费产品吸引京津冀游客资源。支

持在呼包鄂榆城市群建设和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中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

七、改善提升要素保障能力

（十九）下放经济管理权限。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明文规定

不得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外，将自治区级行政许可事项依法依规

委托或下放呼和浩特市实施。推动呼和浩特市在要素市场化配置、

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改革、强化招商引资等重点领域先行先

试。

（二十）强化创新支撑。支持高标准打造和林格尔人才科创

中心。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审核权限下放”试点。支持区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完善驻呼高校与呼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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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市开展校地合作机制，支持科研成果就地转化。鼓励驻呼高校

科研人员在呼和浩特市兼职创业、在职创办企业。推进“一心多

点”“强心活点”建设，健全人才工作机制，完善引才引智政策。

支持呼和浩特市多渠道从区外引进优秀干部和人才。加强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群体阶段性住房问题。

（二十一）强化用地保障。建立“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保

障机制，在自治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呼和浩特市耕地

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倾斜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对区市两级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实行应保尽保。将呼和浩特市

除中心城区外，以批次用地方式报批的土地征收和转用审核工作

委托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实施，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

（二十二）强化用电用能保障。推动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

二期、清水河抽水蓄能电站纳入国家规划并加快项目实施，实施

金山热电厂三期扩建项目。支持呼和浩特市新增用电负荷在周边

盟市选址建设新能源项目。支持将呼和浩特市大数据及关联产业

所需能耗指标优先纳入国家和自治区能耗单列范围。

（二十三）强化财税金融保障。建立“钱随人走”挂钩机制，完

善转移支付办法，将新增常住人口作为转移支付的分配因素，增

强呼和浩特市教育、卫生、公共安全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的财政保障能力。今后 5 年每年新增财力性补助资金 30 亿元，用

于加强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支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降低债务

风险水平。加大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力度。引导自治区级国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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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在首府布局。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保障功能，引导驻区金融

机构积极支持首府六大产业集群、重大项目建设和企业融资需求。

支持企业境内外上市。

八、加强组织实施

（二十四）强化组织领导。自治区推动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

领导小组组织推动强首府工程实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自治区推动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要按季度调度工作进展，强化跟踪协

调和督促落实，重大事项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

（二十五）细化任务落实。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尽

快细化制定具体支持方案和举措清单，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责任人，为政策落实、项目落实、资金落实提供有力保障。

（二十六）发挥主体作用。呼和浩特市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充

分发挥主体作用，与自治区有关部门加强沟通衔接，将支持政策

措施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平台、发展动能，不断提升自身

发展能力。

附件：重点支持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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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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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 点 支 持 事 项 清 单

序号 支 持 事 项 责 任 单 位

1
创建国家级乳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内蒙古农业大学

乳业学院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教育厅

2

统筹布局以呼和浩特市为核心的奶牛牧场重点建设

带，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奶牛繁育基地，积极引进乳业

上下游全链条头部企业，支持呼和浩特市举办“全球

乳业大会”

自治区农牧厅、商务厅

3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伊利集团三方分别出资 5亿元

建设研发资金，高标准打造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确保 2023 年建成投用

自治区财政厅、科技厅

4
实施草种业发展行动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创建中国

草业种质资源库、国家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
自治区林草局、科技厅

5 出台《支持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

6 加快推进 5G 网络、千兆光网建设和工业互联网改造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内蒙古通信管

理局

7 探索大数据及关联产业增加值单独核算机制
自治区统计局、大数

据中心

8
以和林格尔新区为核心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

家枢纽节点，建设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北方算力中心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大数据中心 、工业

和信息化厅、能源局

9
积极推动更多金融机构总部将数据中心落户和林格

尔新区，打造金融云谷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

管局

10 加快建设内蒙古中环产业城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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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打造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研发平台，重点突破太阳能电

池、光伏应用核心部件研发生产“卡脖子”技术
自治区科技厅

12 依托科研院所设立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

13
建设国家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开展非洲猪瘟疫苗

等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攻关
自治区科技厅

14 推动生物发酵产业向下游延伸，开发终端产品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

15
加强中医药（蒙医药）经典名方研究开发、新药研发

和一致性评价，建设制剂中心
自治区科技厅

16 支持托清工业园区、金桥开发区申报认定化工园区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应急厅

17
推进大窑遗址考古发掘、遗址公园建设，实施长城、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等文化传承保护工程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发展改革委

18

支持呼和浩特市联合鄂尔多斯市一体化运营、一体化

创建内蒙古黄河大峡谷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推动伊

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沉浸式工业智慧旅游示范区创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打造马鬃山国家级滑雪旅游度

假地，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支持呼和

浩特市举办昭君文化节、冬季冰雪旅游季等特色品牌

活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19
推动青少年足球产业发展，培育马拉松、赛马、冰雪

等特色体育品牌
自治区体育局

20 支持国家北方能源总部基地落户呼和浩特市 自治区能源局

21

出台鼓励支持办法，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分成财力对

总部企业在用房、融资、纳税、人才引育、科技创新

等事项予以支持，吸引重点企业、行业龙头企业、金

融机构在呼和浩特市设立总部或大区域总部、功能性

总部

自治区商务厅、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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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鼓励在自治区投资兴业的重点企业同步在呼和浩特

市布局设立总部
自治区商务厅

23

推动区属国有企业优先在呼和浩特市布局投资项目，

支持自治区级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优先投资呼和浩特

市落地项目
自治区国资委、财政厅

24

注册在呼和浩特市的中央和自治区级总部经济企业

所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地方

留存部分在呼和浩特市入库

自治区财政厅、内蒙

古税务局

25
支持申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构建以呼和浩特为核

心枢纽的自治区应急物流设施网络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厅、应急厅

26 支持建设呼和浩特新机场空港物流园
自治区商务厅、内蒙

古民航机场集团公司

27

加快推动呼和浩特至包头高铁、呼和浩特至朔州至太

原高铁、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铁项目，规划建设以

呼和浩特市为中心、贯穿自治区东西部的高铁通道，

着力构建呼包鄂乌 1小时交通圈、生活圈，形成以呼

和浩特市为枢纽的高速铁路网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

局集团有限公司

28

加快完善呼和浩特新机场周边路网，启动实施新机场

与高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快速接驳工程，积极推

动市域铁路机场线前期工作，实现航空与公路客运、

城市公共交通“零换乘”、货运“无缝衔接”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发展改革委

29 加大国内、国际航线拓展支持力度，打造航空集散中心
内蒙古民航机场集

团公司

30

加快建设S43机场高速公路、S29呼凉高速公路和S27

呼鄂高速公路等项目，支持启动实施呼和浩特新机场

至清水河、呼和浩特至武川高速公路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1
健全地铁线路运营补贴机制，自治区以定额补助方式

每年补助呼和浩特市 10 亿元
自治区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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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快城市高架快速路网建设，加快实施大唐托电等热

源入呼工程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

设厅、交通运输厅

33 落实用水指标，分期实施引黄入呼三期工程 自治区水利厅

34
足量保障首府发电、供热及重点生产企业用煤和农民

冬季取暖用煤用气需求
自治区能源局

35
成立由自治区政府分管领导和呼和浩特市委主要领

导担任组长的首府城市规划委员会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

36

落实国家城市更新试点任务，加快老旧小区、背街小

巷、市政管网改造，重点开展回民区、玉泉区等老城

区基础设施更新、环境综合整治，有序实施“八横八

纵”主干路街道更新，支持开展重点区域棚户区改造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

设厅

37
高规格打造沿黄生态廊道，高标准开展哈素海、大黑

河、小黑河生态综合治理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水利厅、林草局

38
支持申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国家试点项目

自治区财政厅、自然

资源厅、生态环境厅

39 打造大青山前坡生态绿带、大黑河两岸郊野花带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

设厅、林草局

40

支持北京友谊医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共建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中医蒙医

医院，支持呼和浩特第一医院创建三甲医院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发展改革委、教育厅

41 建立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医疗联动应急响应支援机制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42

加快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支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实现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养老服

务站全覆盖

自治区民政厅

43
推动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双高”建设，获批本科院校，

支持建设中职园区，支持驻呼高校建设附属中小学、

幼儿园

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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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开展自治区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建设，实施“互联网

+基层治理”行动，支持建立区市县乡村五级疫情防

控网络，全面构建现代化社会市域治理体系，打造基

层社会治理样板区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民政厅、卫生健康委

45

充分发挥中国—蒙古国博览会永久会址平台效应，申

请创办国家向北开放经贸洽谈会，支持探索创建自贸

区方法路径，推动建设呼和浩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载体

自治区商务厅

46
推动京津冀地区国家级科研机构在呼和浩特市建立

分支机构，打造候鸟式科研基地
自治区科技厅

47

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明文规定不得下放的行政许可事

项外，将自治区级行政许可事项依法依规委托或下放

呼和浩特市实施，推动呼和浩特市在要素市场化配

置、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改革、强化招商引资等

重点领域先行先试

自治区政务服务局、

发展改革委、商务

厅、市场监管局

48 支持高标准打造和林格尔人才科创中心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科技厅

49
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审核权限下放”试点，支持区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自治区科技厅

50
完善驻呼高校与呼和浩特市开展校地合作机制，支持

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

51
鼓励驻呼高校科研人员在呼和浩特市兼职创业、在职

创办企业
自治区教育厅

52

推进“一心多点”“强心活点”建设，健全人才工作

机制，完善引才引智政策，支持呼和浩特市多渠道从

区外引进优秀干部和人才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53
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群体阶段性住

房问题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

设厅

54

建立“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保障机制，在自治区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呼和浩特市耕地保有量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倾斜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对区市两级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实行应保尽

保。将呼和浩特市除中心城区外，以批次用地方式报

批的土地征收和转用审核工作委托呼和浩特市人民

政府实施，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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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推动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二期、清水河抽水蓄能电

站纳入国家规划并加快项目实施，实施金山热电厂三

期扩建项目，支持呼和浩特市新增用电负荷在周边盟

市选址建设新能源项目，支持将呼和浩特市大数据及

关联产业所需能耗指标优先纳入国家和自治区能耗

单列范围

自治区能源局、发展

改革委

56

建立“钱随人走”挂钩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将

新增常住人口作为转移支付的分配因素，增强呼和浩

特市教育、卫生、公共安全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

务的财政保障能力

自治区财政厅

57
今后 5 年每年新增财力性补助资金 30 亿元，用于加

强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
自治区财政厅

58
支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降低债务风险水平，加大地

方政府债券支持力度
自治区财政厅

59 引导自治区级国有资本优先在首府布局 自治区国资委

60

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保障功能，引导驻区金融机构积

极支持首府六大产业集群、重大项目建设和企业融资

需求，支持企业境内外上市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

局、内蒙古证监局

说明：因每项任务均涉及呼和浩特市，在责任单位中未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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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3 年 1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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