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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稀土(RE)元素由于其原子结构的特殊性而具有优异的光、电、磁、

热等特性，可用于制备许多新材料，被科学家称为“21 世纪新材料

的宝库”，又被称为“工业维生素”，是很多高精尖产业所必不可少

原料，可以说，没有稀土元素的加入，就达不到高精尖的关键指标，

稀土现已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在现代科技、高新技术产业、国

民经济及国防工业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对新能源、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高端装备、高端新型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三五”期间，上海稀土产业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着力提升城市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依靠强大持

久的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制造水平和前瞻性战略布局的优势，多措

并举，有效攻克部分“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难关，对上海产业链经济

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主力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

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

链，提高附加值，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十四五”期间，上海稀土产业将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全面聚焦国家战略，瞄准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需求，保持优势产业基础，开发稀土功能材料新的应用方向，储

备前沿新技术，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提升技术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的通知》（沪府办[2019]10

号）要求，结合上海市委办局“十四五”规划内容，为引导上海稀土

产业健康发展，特编制《上海市稀土材料及其应用产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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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稀土材料及其应用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一、上海稀土产业现状和运行情况

今日上海稀土，实现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嬗变。在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下，其研发和应用实现跨越式发展，坚持结构调整与

发展增量并举，深度开发与促进应用并举，抢占技术高端与加快产

业化并举，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挖掘新潜力，培育新动能，部分

产品从跟跑到并跑，最后成为领跑者，追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瞄准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加快全面提升稀土产业的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打造上海制造品牌，成为助推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引

擎提供关键核心部件的支撑，提高稀土产业经济密度和投入产出效

率，成效显著。

1、空间布局

上海稀土产业主要以稀土功能材料及其器件的应用为主，据不

完全统计，上海稀土应用企业空间布局，主要分布在，嘉定、松江、

宝山、金山、浦东等五个区，而嘉定区是上海市唯一挂牌的“上海

市稀土材料产业化基地”。

产业结构主要集中在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催化材料、稀土发光

材料、稀土抛光材料、稀土陶瓷材料、稀土光电材料、稀土合金材

料及其他稀土功能材料等，其区域分布产业结构如下。

序号 行政区 稀土产业结构分布

1 嘉定区 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光电材料、稀土合金材料、稀土陶瓷材料

2 松江区 稀土抛光材料、稀土催化材料、稀土发光材料

3 宝山区 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合金材料

4 金山区 稀土合金材料、稀土催化材料、稀土抛光材料

5 浦东新区 稀土抛光材料、稀土催化材料、其他稀土功能材料

上海稀土产业应用及服务单位共 266 家，涵盖高等院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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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贸易企业、服务组织等，119 家应用企业中，国有企业是行业

的龙头企业，民营企业是上海稀土产业的主力军，占比超过三分之

二，外资企业中包含了巴斯夫、庄信万丰、索尔维等世界 500 强企

业，具体分布详见下表：
上海稀土产业应用及服务单位情况表

序号 分类 单位数 备注

1 高等院校 11 含 19 个学院

2 研究院所 11

3 磁性材料及其应用企业 24 其中
国有企业占 18.5%
民营企业占 71.4%
外资企业占 10.1%

4 发光材料及其应用企业 42

5 催化材料及其应用企业 9

6 储氢材料及其应用企业 4

7 其他稀土功能材料及其应用企业 40

8 稀土贸易企业 121

9 稀土服务组织 3

10 政府机构 1 市稀土办

11 网络平台 2 上海稀土网、微信公众号

2、产业规模

据统计，2019 年度上海稀土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578.42 亿元，已超过十三五规划制定的发展目标；营业收入 739.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利润总额 49.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8.6%；

平均用工人数 23994 人；企业占地面积 6116116 平方米；人均工业

总产值 241.07 万元，单位面积产值 9457.31 元/平方米。十三五期

间，上海稀土产业工业总产值规模稳中有进，虽受到市场影响有所

波动，但人均工业总产值和单位面积产值依旧保持上升趋势，体现

了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使上海稀土产业逐步向高端化转型

发展。

上海市与稀土有关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数据表（市统计局提供）

内容
年份

工业总产值
（亿元）

主营业务
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平均用
工人数
（人）

企业
占地面积
（平方米）

人均工业
总产值
（万元）

单位面积
产值（元）

2016 年 489.35 611.76 41.29 28488 6129260 171.77 7983.83

2017 年 560.72 661.80 35.79 27549 6055245 203.54 92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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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39.16 640.17 26.05 25518 5984536 211.29 9009.22

2019 年 578.42 739.51 49.21 23994 6116116 241.07 9457.31

2020 年 729.84 991.1 72.72 24720 3015967 295.24 24199.20

稀土功能材料是新材料制造的重要依托和在尖端国防技术开发

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如将稀土+手机、稀土+汽车、稀土+集成电路、

稀土+人工智能、稀土+生物医药、稀土+建材、稀土+航空航天、稀

土+军工等稀土延伸产业链都统计进来的话，估计用几十亿价格的稀

土原料，足以形成千亿级以上的产业规模。

3、产业优势

上海地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

新“五个中心”，努力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在稀土产业发展中具有相对齐全的要素市场（金融属性）；

国内一流的城区基础设施体系；梯度有序的特色功能产业应用布局；

独特的高端人才集聚优势；贸易市场集聚优势；全方位国际竞争优

势；拥有稀土高端应用市场信息集聚；求真务实的营商环境等八大

产业优势。

二、“十三五”期间上海稀土产业的发展成效和亮点

1、自主创新能力逐年提升

十三五期间，上海地区稀土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技术水

平进一步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稀土功能材料及器件基本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增全球首发稀土新材料、新工艺项目 12项，

新增符合国内重点发展方向的研发产品 50余项，新增国内独有并在

上海研发加工的产品 30余项。2018-2019 年，上海地区稀土功能材

料共授权发明专利 374 项，占全国 5%，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06 项，

占全国 4.7%。
2018-2019 稀土功能材料专利授权情况表

序
号

分类

上海地区 全国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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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稀土永磁材料 15 8 24 30 316 353 416 459

2 稀土催化材料 59 40 1 3 1162 984 44 60

3 稀土合金材料 55 47 7 8 1067 1154 241 265

4 稀土光电材料 15 6 4 2 140 115 57 83

5 稀土抛光材料 16 6 0 0 186 173 13 26

6 稀土陶瓷材料 20 27 4 5 539 517 101 106

7 其他稀土材料 36 24 10 8 370 331 178 193

合计 216 158 50 56 3780 3627 1050 1192

数据来源：华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2016-2019 年，上海地区稀土应用的高端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

技奖 3 项，上海市科技奖 18 项（包含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

步），平均每年有 4.5 个项目获奖，其中包括 1 个特等奖和 6 个一

等奖。

（1）国家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统计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奖统计

年份 总获奖数 特等奖 一等奖 国家科技奖

2016 5 1 3 1

2017 4 0 1 1

2018 7 0 1 1

2019 2 0 1 0

合计 18 1 6 3

（2）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年份 项目名称 备注

2016
大尺寸高性能激光钕玻璃批量制造关键
技术及应用（光机所）

技术发明二等奖

2017
面向太阳能利用的高性能光电材料和器
件的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硅酸盐所）

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8
大尺寸高性能激光偏振薄膜元件成套制
备工艺技术及应用（光机所）

技术发明二等奖

（3）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名单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年份 项目名称 备注

2016
大尺寸高性能激光钕玻璃批量制造关键技
术及应用（光机所）

技术发明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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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结构设计与性能
调控（硅酸盐所）

自然科学一等奖

电子级二氧化硅纳米抛光新材料及工业化
制备技术（微系统所）

技术发明一等奖

苯乙烯生产过程节能降耗运行优化技术（上
海石化院）

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7
米级、高消光比、高损伤阈值偏振薄膜元件
成套制备工艺技术与应用开发（光机所）

技术发明一等奖

2018 高能皮秒拍瓦激光系统（光机所） 技术发明一等奖

2019
大尺寸高性能氧氟红外玻璃制备与无框化
构件技术及应用（光机所）

技术发明一等奖

2、产业结构日趋完善

十三五期间，根据上海市工业发展整体布局要求，进一步完善

稀土产业布局，保留高端研发和应用基地，转移部分中低端产品，

研发和加工领域的环保指标均在可控范围内，形成长三角产业链联

动，合理分配优势资源，形成了若干具有国内影响力的高端应用产

业基地和上海市制造业创新中心，推进 4 家科技创新型企业进入主

板和科创板上市。

3、产业链配套转型升级

上海地区稀土产业主要是以稀土功能材料的应用为主，体现在

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催化材料、稀土发光材料、稀土抛光材料、稀

土陶瓷材料、稀土光电材料、稀土合金材料和其他稀土功能材料，

十三五期间技术不断升级，进一步拓展市场应用，基本满足国防军

工和重大工程战略需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

主要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如：新能源汽车各项零部件的配套应用，

催化剂满足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升级，高端抛光液满足集成电路加工

需要，高性能光电材料在医疗器械和重大装备中获得应用，稀土镁

基材料在合金和储氢多领域拓展等。

4、稀土服务业不断壮大

在上海市稀土办公室的指导下，一是建立了多个平台对稀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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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技术服务、数据服务、对接服务和政策咨询指导等各项目服

务，通过互联网平台，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了解最新产业动态，传

递政府信息、企业情况、稀土价格行情等内容。二是针对上海市稀

土贸易流通环节进行行业秩序整顿，规范了贸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的各项流程，对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业务有效监控，使十三五期间上

海稀土贸易活动行为有序规范的开展，逐步扩大国内和国际贸易市

场。

三、“十三五”期间上海稀土产业存在问题

1、资源配置不平衡

目前传统的稀土市场镨、钕、铽、镝的产值贡献在 80%以上，镨、

钕、铽、镝的需求量决定了上游矿产品总的需求量和中重稀土的需

求量，导致稀土资源配置不平衡，高丰度的稀土元素没有充分发挥

其功能，产量过剩，造成资源的浪费。

2、关键领域的稀土功能材料仍然短缺

我国稀土产业链的优势在于分离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尽管

上海地区在十三五期间在多项高端应用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关键

领域的稀土功能材料的技术指标稳定性、质量管理可控性仍有待提

高，导致这些关键领域的稀土功能材料仍受欧美日等国家的控制。

3、稀土功能材料标准化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稀土产业的标准主要集中在上游稀土分离产品，但对直接

应用到终端产品的稀土功能材料标准布局还有待完善，导致稀土功

能材料标准中的指标不全面，不利于质量控制，造成稀土材料质量

不稳定，在终端产品的应用受到影响。

4、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沟通不畅

上海地区拥有较强的稀土功能材料的研发实力，高校、科研院

所掌握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的稀土应用项目，但与应用企业沟通不顺

畅，拓展应用配套领域有待加强，致使好的科研成果在科技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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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受到一定阻碍。

四、“十四五”期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面临机遇

从长远来看，上海稀土产业面临珍贵的发展机遇。转变发展方

式、调整产业结构，助推稀土行业供给侧改革。上海推进新材料战

略性新兴产业化,对稀土材料开发应用提出更高要求，需要稀土产业

有更大作为。一方面，随着产业地位的提升，稀土产业将迎来黄金

发展期。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为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预

计到 2025 年世界稀土需求量（稀土氧化物 REO）约 40 万吨，年均增

长 5%-6%，国内需求量约 20万吨。永磁电机、汽车催化剂、发光显

示、激光光纤、金属结构材料、集成电路耗材和新能源材料等新型

稀土功能材料的应用领域将不断扩大。

2、面临挑战

未来上海稀土产业将继续面临向中高端发展的严峻挑战。由于

开发应用研究投入不足，跟踪仿制多、独立创新少的状况在短期内

很难得到彻底改变，发达国家则会继续利用其在稀土高新技术领域

的突出优势，通过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壁垒等手段遏制我国稀土应

用产业的发展，竞争趋于激烈，是未来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问题。

也希望营商环境的政策接地气，有利于稀土应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五、“十四五”时期上海稀土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

1、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要加大科

技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

高附加值，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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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共上海市委关于

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为指导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对标国际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

略链接，形成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增强功能、主动赋能，锻造长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上海深化“五个中心”

建设，强化城市“四大功能”提供坚强助力。

2、主要发展目标

“十四五”末，上海稀土产业要继续成为国内稀土材料在高端

应用的领跑者，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

链高地，凸显上海稀土应用领域的特色。到 2025 年，稀土产业规模

预计达到 770 亿元，保持年均增长 5%，研发投入 15 亿元。保持优势

产业基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形成良好的产

业生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上海稀土品牌。

坚持迈高端发展，新增全球首发稀土新材料、新工艺项目 10-15

项，新增符合国内重点发展方向的研发产品 60项，新增国内独有并

在上海研发加工的产品 40项。

坚持数字化发展，充分利用 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促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与稀土功能材

料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培育 2-4 家具有独特优势的稀土材料深加工

装备生产企业。

坚持深融合发展，策源培育稀土功能新材料，新增一批高丰度

稀土元素开发应用项目，形成一批稀土功能材料关键零部件，与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产业链融合并

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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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助集群发展，瞄准稀土磁性材料、稀土激光材料、稀土陶

瓷材料、稀土晶体材料等领域的企业集群，打造 2-3 个稀土应用领

域的科创中心，培育 2-5 家企业科创板上市、培育 5-10 家隐形冠军

企业；形成具有行业话语权和产业引领的团体标准 4-5 项。

坚持强品牌发展，打造金融服务平台和国际交流平台，举办 1-2

次具有国际影响力展览和论坛，彰显上海稀土高端应用的品牌效应，

为形成“上海稀土指数”设计更加完美的方案。
上海稀土产业十四五末发展目标

序号 发展内容 发展目标 备注

1 稀土产业总规模 770 亿元 年均增长 5%

2 研发投入 15 亿元

3 新增全球首发稀土新材料、新工艺项目 10-15 项

4 新增符合国内重点发展方向的研发产品 60 项

5 新增国内独有并在上海研发加工的产品 40 项

6 打造稀土应用领域的科创中心 2-3 个

7 培育企业科创板上市 2-5 家

8 培育隐形冠军企业 5-10 家

9 形成具有行业话语权和产业引领的团体标准 4-5 项

10 稀土功能材料加工全产业链环保指标 符合国家标准

11 重点发展稀土产业升级项目 26 项 总投入 11.9 亿元

12 前瞻性培育项目 36 项

13 新增高丰度稀土元素开发应用项目 一批

14 形成和上海“3+6”产业配套的关键零部件 一批

15 具有独特优势的稀土材料深加工装备企业 2-4 家

16 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览和论坛 1-2 次

3、发展重点

稀土磁性材料：各向异性粘结钕铁硼永磁体、稀土高性能烧结

钕铁硼永磁体、稀土磁路个性化设计技术等。

稀土催化材料：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移动源尾气净化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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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催化氧化制氯气技术、工业源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的

催化燃烧技术、低温烟气脱硝技术、石化用高效稀土氧化物催化剂、

高性能氧化铈材料、高性能稀土复合铈锆储氧材料等。

稀土激光材料：稀土有源光纤、稀土钕玻璃、稀土红外玻璃、

稀土薄膜材料、稀土光纤激光器、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配套材料

等。

稀土陶瓷材料、5G通讯用稀土基高性能电子陶瓷元件、稀土改

性的高能量密度氧化锌压敏陶瓷、稀土光功能透明陶瓷材料、稀土

在高热导氮化硅陶瓷材料、军民融合用稀土介质陶瓷、激光照明用

荧光陶瓷材料等。

稀土晶体材料：多功能稀土掺杂钇铝石榴石激光晶体、LuAG:Pr

晶体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CT 医学成像用新型高性能闪烁晶体

GGAG、CLYC 闪烁晶体、稀土掺杂氟化钡和碘化锶闪烁晶体材料、稀

土硼酸氧钙激光与变频晶体材料、稀土掺杂弛豫铁电单晶材料、稀

土卤化物闪烁晶体材料、稀土掺杂氟化物晶体材料、稀土掺杂磁光、

闪烁、非线性晶体材料等。

稀土合金材料：大型高性能镁合金结构件、基于稀土合金化的

提高钢材耐腐蚀性能技术与产业化、高功率密度稀土柴油发动机应

用技术研究、军用高性能镁稀土合金材料开发及应用、高强高模耐

热钛基复合材料应用研究、高速列车镁合金车体轻量化集成技术、

高强耐蚀热交换器用铝合金复合翅片等。

稀土抛光材料：高纯稀土抛光液前驱体、集成电路抛光用氧化

铈基抛光液、蓝玻璃抛光用氧化铈基抛光液、高铝玻璃盖板用铈-锆

-稀土复合抛光材料等。

稀土发光材料：基于稀土上转换发光材料的红外探测及 UPT 平

台的开发应用、基于高能粒子探测材料的中子成像器件的研发及产

业化应用、基于稀土发光的智能微生物监测仪、全光谱发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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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技术快速检测神经系统小分子分析仪的研制、LED 用稀土发光材

料、5G智能设备外壳用陶瓷色料、多波长荧光 Lyocell 纤维的制备

及其在荧光防伪纸中的应用、稀土喂食家蚕制备荧光蚕丝、柔性稀

土掺杂钙钛矿量子点发光二极管、稀土掺杂 Zn 族量子点的光学性质、

检测应用及相关机理研究、基于稀土掺杂碳量子点的双模态探针制

备及荧光增强机理研究等。

其他稀土材料：高容量镁基固态储氢材料制备与应用、相变储

存材料、核舰船用新型防辐射复合材料及工艺、高纯氟化稀土的放

大制备、稀土萃取剂研发及中试、锂离子固体电解质等。

4、主要任务

“十四五”期间，要充分发挥上海稀土产业的科创优势和应用

优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瞄准三大

先导产业和六大高端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相关产业配套领域的关键

材料，并解决“十三五”期间存在的问题。

（1）保持优势产业基础，继续推动传统优势领域的产业，保持

增长，如稀土永磁、稀土催化、稀土激光、稀土陶瓷、稀土晶体、

稀土合金、稀土抛光等在技术和工艺上多年来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

优势产业，对高丰度稀土富余元素的高值化利用开展进一步研究，

解决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象。

（2）不断创新，打通供应链，做长产业链，开发稀土功能材料

新的应用方向，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在“新基建”中发挥重要作

用，拓展新的产业增长点，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研究制造

代表国家未来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外垄

断。针对稀土功能材料的终端应用制定相应的标准，完善整个稀土

产业链的标准化体系。重点培育具有独特优势的稀土材料深加工装

备生产企业，加快高端装备国产化步伐，形成智能制造标杆工厂。

（3）发挥各大高等院所在稀土材料的研发领域的优势，储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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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新技术，积极推进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储备项目，加速推动储备项

目科技成果转化，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为稀土深加工应用提供技

术支撑。

（4）随着市场的变化，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进行转型升

级，建立专门的研发团队，提升稀土产业能级和技术水平，推动一

批稀土新材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军民融合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

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大飞机、航空

航天等。

（5）充分依托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的步伐，利用金融优

势打造金融服务平台，出台优惠政策，为稀土企业的投资资金和流

动资金增添新的机遇和活力,为形成“上海稀土指数”设计更加完美

的方案；利用国际化优势打造国际交流平台，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

召开国际稀土技术，信息交流活动，彰显中国稀土在国际上的话语

权。

（6）积极推进与全国稀土资源地的联合、开发与应用的联合、

终端产品与市场的联合，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打造稀土上下游产

业链供需合作发展平台，减少原料价格波动对下游应用企业造成的

影响，加快实现中国稀土产业“下游应用引导上游发展”的长期发

展战略，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发展，组建长三角稀土战略发

展联合会，推动把各自优势化为整体优势，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

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稀土产业高地和高端应用企业集群，全力营

造要素齐备、活力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对所有稀土功能材料加工

环节实行全产业链监控监管，环保指标均在国家规定范围内。

六、保障措施

1、支持优势核心企业发展

重点关注上海稀土产业各领域的优势核心企业，发挥资本投资

运营业务功能，加强行业集中度，落实具有突破口的稀土高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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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鼓励上海稀土企业用市场化的方式开展市场和供应链的全球

化布局，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2、强化产业支撑

结合落实中国制造“2025”、国家稀土新材料规划及工业强基

重点发展方向要求，充分利用绿色制造、强基工程、首批次等现有

渠道，加大科技创新的政策扶持和资本支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

加大对稀土功能材料的高端应用领域的支撑力度。支持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上下游行业等开展产学研用联合，加快推进稀土功能材

料最后一公里的推广应用和成果转化，营造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体

系，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培育“专、精、特、新”型企业，

开展专业化配套，培育和支持适合稀土深加工的装备制造企业，为

高端装备国产化提供支撑。

3、支持开展高端领域产业链对接

着力强化创新策源能力，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支持上

海稀土应用单位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

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企业深度对接，打通产业链瓶颈，开展协商合

作，整体提升稀土高端应用领域的产业链竞争能力，最终实现产业

链一体化、价值链高端化，以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全力做强创新引

擎，持续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4、鼓励稀土产学研用和服务业融合发展

进一步加快技术支撑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相互融合，充分发挥

“上海市稀土材料研究中心”、“稀土功能材料性能测试平台”、

“稀土粉体材料工程化技术中试平台”三个稀土材料开发和产业化

平台优势。鼓励上海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充分对接、协作、联动。

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的合作研究开发，加强稀土关键技术的储备和

产业化技术的开发，支持对高丰度稀土富余元素的高值化利用研究。

支持上海稀土服务机构协同发展，抓住 5G 及“互联网+”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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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形势下的新服务模式。

5、完善海外稀土资源进口政策

海外稀土资源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稀土原料来源和补充，有效

利用外部资源对弥补我国稀土资源缺口，保障稀土产业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关部门应鼓励企业进口海外稀土资源，对进口

稀土资源的监控、追溯、税收等环节设立专项政策，以区别其他大

宗商品。

6、着力推进人才培养

进一步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集聚的优势，加快培养一支适应稀

土发展需要的专业队伍。落实新材料人才基地建设,开展稀土新材料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落实稀土功能材料紧缺人才引进政策，加

大对引进人才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国家高层次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基

地建设的保障；鼓励高校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加强与稀土企业合作，

开展创新成果产业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