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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柳科通〔2022〕20 号

关于印发《柳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落实自治区
重点改革攻坚柳州市科技创新任务

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开发区科技部门，局属二层各单位、各科室：

现将《柳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落实自治区重点改革攻坚

柳州市科技创新任务的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

实。

柳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2 年 5 月 5 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柳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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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落实自治区
重点改革攻坚柳州市科技创新

任务的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重要工作部署，根据市委年

度重点改革任务与市政府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任务要求，结合科

技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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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深改委关于开展

“改革攻坚落实年”活动的实施方案》（桂改革发〔2022〕2 号）

精神，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区有关职能

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全市各级科技部门聚焦关键、强化举措，

在突破改革重点难点、落实有含金量激发活力的政策上下功夫，

确保改革攻坚活动取得实效。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全

力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科创中国第二批试点城市和面向东盟

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重要承载区建设，科技创新有力支撑柳州市

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工业强市和广西副中心城市。

二、主要任务

（一）柳州市建立“三制一补”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加快

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见附表 1-1）

（二）柳州市建立飞地引才机制，拓宽人才和项目的引进

和转化渠道，推进“人才强市”战略（见附表 1-2）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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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破改革难点堵点，激发活力与塑造含金量

围绕改革攻坚事项的堵点难点，明确攻坚的举措、成效、

时间节点、责任主体等，实行挂图作战。尤其是列入全区 30 项

标志性改革攻坚事项且推荐排序靠前的“三制一补”改革任务，

规配科、重大科承担主攻关责任；人才科承担“人才飞地”任

务；法监科承担综合协调服务任务。科室及二层单位通力协作，

按时报送攻坚台帐，积极迎检自治区对我市的改革审核把关、

跟踪督察和绩效考核要求（附件 2），注重宣传推广工作，及时

形成典型经验材料向上级推送（附件 3）。

（二）加强组织领导、协调联动

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局主要领导作为抓工作落实

和督促检查的局第一责任人，局分管领导统筹协调，各科长作

为责任科室负责人，将各项工作任务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并将

完成任务情况列入本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各牵头科

室加强与各责任单位的沟通联系，做好牵头工作的组织协调、

督促检查和情况汇总，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

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三）按照规定，明确计划，分解任务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改革的有关规定，牵头科室把好任

务完成的时限关、把好改革文件出台的程序关和质量关，主要

依托科技计划经费与项目管理，高效、务实地落实各项任务要

求。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赛马制政策、双轨制政策、人才飞

地政策均应于 2022 年 6 月前出台。

（四）加强督查，把握时限，抓出实效

局领导定期听取有关科室的工作汇报，加强与有关责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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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沟通，协调工作进展。法规与监督诚信科及时督促责任科

室进度完成情况，定期向局长办公会通报工作开展情况，推动

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同时，将工作任务纳入局重点任务完成

督查内容，由局办公室督促检查并开展绩效考核，确保各项工

作任务圆满完成。

附件：

1.“改革攻坚落实年”活动市科技局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名

单

2-1.柳州市建立“三制一补”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建国

家创新型城市

2-2.柳州市建立飞地引才机制，拓宽人才和项目的引进和转

化渠道，推进“人才强市”战略

3.“改革攻坚落实年”活动督察清单市科技局工作计划表

4.“改革攻坚落实年”活动宣传推广清单市科技局工作计

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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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改革攻坚落实年”活动市科技局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一、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管伟荣 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李荣军 党组成员、副局长

董秀鸾 党组成员、副局长

靳 磊 党组成员、副局长

郑晓鸿 一级调研员

周克云 三级调研员

吴丽君 三级调研员

卢 波 三级调研员

陈新连 市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

刘 勇 市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李 猛 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杨吉奎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覃靖涛 法规与监督诚信科科长

钟丽娜 发展规划与资源配置科科长

曾智勇 重大专项科科长

卢超团 高新技术科科长

周毓婷 农业农村和社会发展科技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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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兵 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科长

杨建军 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科科长

黄轶君 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科长

二、工作小组名单

（一）自治区“改革攻坚年”任务小组：柳州市建立“三

制一补”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任务，分

管领导：靳磊副局长，牵头科室：发展规划与资源配置科，科

室负责人：钟丽娜，合办科室：重大专项科。

（二）市“改革攻坚年”任务小组：柳州市建立飞地引才

机制，拓宽人才和项目的引进和转化渠道，推进“人才强市”

战略任务，分管领导：董秀鸾副局长，牵头科室：人才引智与

对外合作科，科室负责人：黄轶君。

（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法规与监督诚信

科，负责综合协调和督促工作。

（四）若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有人员调整，则顺位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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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柳州市建立“三制一补”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序号
改革攻坚落

实事项

需要攻坚突破的难点堵点

及预期成果（200 以内）

进展情况

（主要措施及成效）（300 字以内）
责任部

门

责任

人

1

柳州市建立

“三制一

补”机制激

发创新活

力，加快建

设国家创新

型城市

难点堵点：

柳州市是国家重点支持的第二

批 25 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城

市之一，是科创中国试点城市，

是广西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的主力军。目前，难点堵

点主要在创新项目管理和经费

管理机制上，体现在产学研协同

创新能力不强，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占比不高，高新技术产品优势

不明显；科技研发投入不足，科

技立项程序有待简化、成果转化

效率有待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

发展融合度不够，创新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

预期成果：

2022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0%，规上

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

主要措施：

1.深化“揭榜制”。聚焦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发展急需，

提升“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模式，畅通“发榜”与“揭

榜”贯通联结机制。

2.推行“赛马制”。围绕“急、难、险、重”关键技术难题，完善

项目筛选机制，多渠道遴选最优技术路径，优质高效促进重大科技

成果产出。

3.探索“双轨制”。推动区市共建科技重大项目培育库，完善市级

层面“育种”、自治区层面“择优”双轨并行机制，简化科技立项

流程，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4.创新研发经费投入奖补政策。分类设立专项奖补资金，对企业投

入的自主研发经费分类奖补，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

独角兽企业强化自主创新。

成效：

1.根据《柳州市科技项目揭榜制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关

于征集 2022 年柳州市技术攻关类揭榜制科技项目技术需求的通

知》，面向柳州市重点产业领域公开征集技术攻关类揭榜制科技项

目技术需求，共征集到项目需求 5 项。该工作纳入 2022 年柳州市

人才周重点活动之一。支持柳州市首个揭榜制科技项目 300 万元，

柳州市

邱明

宏

（具

体承

办部

门：

市科

技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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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改革攻坚落

实事项

需要攻坚突破的难点堵点

及预期成果（200 以内）

进展情况

（主要措施及成效）（300 字以内）
责任部

门

责任

人

产值比重达 53%，科技创新成果

有力促进汽车、钢铁、机械等产

业提质升级，为建设国家创新型

城市、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

现代制造城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已进入批量试验阶段。

2.对“赛马制”实施方案进行前期调研和学习，探寻符合柳州

科技发展的方法路线。

3.起草《柳州市试点自治区企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库方案》，

待报科技厅审批。近期将针对征集到的 49 个项目召开自治区重大

科技项目、企业技术需求、成果转化技术推广项目推荐论证会。

4.重新修订《柳州市激励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实施暂行办

法》，送审稿上报市人民政府审议。该办法侧重于支持创新主体研

发投入增量的提升，增设专项奖补，鼓励“各类科技企业多投者多

补”。

要求：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赛马制政策、双轨制政策均应于 6 月前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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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柳州市建立飞地引才机制，拓宽人才和项目的引进和转化渠道，推进
“人才强市”战略

序

号

改革攻坚落实

事项

需要攻坚突破的难

点堵点及预期成果

进展情况

（主要措施及成效）

专项小

组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姓名、

职务）

1

柳州市建立飞

地引才机制，拓

宽人才和项目

的引进和转化

渠道，推进“人

才强市”战略

难点堵点：1.人才

飞地建设周期长，

且位于区外，建设

难度大，投入大；

2.高端研发人才及

机构匮乏；3.人才

飞地属于新生事

物，建设成效有待

检验。

预计成果：1.出台

人才飞地管理相关

的管理办法或实施

细则。2.培育 2 家

柳州市“人才飞

地”。

主要措施：

1.探索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高端人才聚集

地和科技创新高地，培育“人才飞地”（建设周期 3 年），

建设“人才和研发在外地，转化和落地在柳州”的协

同创新模式。

2.积极争取各级财政资金，对符合条件被认定为“人

才飞地”的，给予一定科技扶持保障。

3.优化服务手段。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在人才集聚、

项目引进等方面做好跟踪服务和保障衔接，为成果转

化落地提供创新动力。

成效：

《柳州市“人才飞地”管理暂行办法》（送审稿）已拟

订，待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后印发实施。

开放合

作体制

改革专

项小组；

市委人

才工作

领导小

组

市科技

局、市委

组织部、

市财政

局、市人

社局

黄轶君

人才引

智与对

外合作

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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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改革攻坚落实年”活动督察清单市科技局工作计划表
序

号
督查事项 督查内容 督查主体 督查对象 时间 市科技局工作计划

1
设区市督察 本市改革攻坚事项 设区市党委深改

委

各县（市、区）、

市直部门

第三季度 7 月备检，法监科牵头，

协同规配、重大、人才科。

2
专项小组督察 本领域改革攻坚事项 自治区党委深改

委各专项小组

各设区市、区直

部门

第三季度 7 月备检，法监科牵头，

协同规配、重大、人才科。

3
自治区党委深改

委专项督察

全区改革攻坚事项 自治区党委改革

办

各设区市、区直

部门

第四季度 7 月备检，法监科牵头，

协同三科。

4

听取区直部门、设

区市和县（市、区）

汇报

主要负责同志亲力亲为抓改革

谋划和改革攻坚落实

自治区党委深改

委

各设区市、县

（市、区）、区直

部门

3 月起

实时备检，规配科、法监

科牵头，协同重大科、人

才科。

5

定期通报 改革攻坚落实进展情况，表扬先

进单位，对后进单位提出整改建

议

自治区党委改革

办

各设区市、区直

部门

6 月、10

月

5 月、9 月备检，规配科、

法监科牵头，协同重大

科、人才科。

6

第三方评估 选取若干项涉及面广、人民群

众关切、具有广西特色的改革攻

坚事项进行第三方评估

自治区党委改革

办

相关改革牵头部

门

第二季度 4-5 月备检，规配科、法

监科牵头，协同重大科、

人才科。

7

绩效考评 将 14 个设区市、区直部门、中

直驻桂单位攻坚成果作为年度

改革绩效考评主要内容

自治区党委改革

办

各设区市、区直

部门、中直驻桂

单位

12 月 10-12 月备检，法监科牵

头，协同规配、重大、人

才科。



— 11 —

附件 4

“改革攻坚落实年”活动宣传推广清单市科技局工作计划表
序号 事项 宣传推广内容 责任单位 市科技局工作计划

1

改革

信息

各设区市每月向自治区党委改革办报送至少 2 条改革信息，区直

各部门每季度报送至少 1 条改革信息。

自治区党委改革办每月出版 1 期信息简报，定期以专报形式向中

央改革办报送信息。

各设区市、

各部门

规配科（1 条/月）、重大科（1

条/2 月）、人才科（1 条/2 月）。

方式：三科提供素材，由法监科

编辑稿件。

2

新闻

发布

各设区市年内至少召开 1 次改革新闻发布会。

区直各部门要将改革攻坚落实情况纳入新闻发布会重要内容。

自治区党委改革办组织召开 1 次改革新闻发布会。

各设区市、

各部门

研发经费奖补政策 5 月一场，国

家创新型城市6月一场。共两场，

规配科牵头。

3

媒体

报道

各设区市每月通过媒体（报纸、电视、网站、公众号等）刊发至

少 1 篇改革报道。

区直各部门每季度通过媒体刊发至少 1 篇改革报道。

自治区党委改革办在广西云、广西新闻网等媒体组织开展改革攻

坚专题报道。

各设区市、

各部门、自

治区党委改

革办

规配科（1 条/2 月）、重大科（1

条/2 月）、人才科（1 条/2 月）。

方式：三科各自发表，发表情况

每月 25 日日前归集到法监科。

4 经验

交流

推广

自治区党委改革办召开 1 次经验交流现场会，7 月和 11 月各推

广一批改革经验。

各设区市年内召开 1 次经验交流现场会，推广一批改革经验。

自治区党委

改革办、各

设区市

5-6 月，规配科、重大科、人才

科牵头总结各自任务经验，法监

科进行统筹协调服务与总汇。

5 优秀

成果

评选

12 月，自治区党委改革办组织评选全区 50 项优秀改革攻坚成果

（其中设区市 20 项、区直部门和中直驻桂单位 30 项），再从中

评选出全区十佳改革攻坚成果，并适时在媒体上宣传推介。

自治区党委

改革办

规配科、重大科、人才科牵头各

自任务经验，法监科进行统筹协

调服务与总汇。

注：自治区改革信息报送邮箱：gxggxx2022@163.com。市委改革办：zglzswggb@163.com，电话：2806426；

市发改委：lzsfgwtgk@163.com，电话：2860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