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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柳科通〔2022〕60 号

关于印发《柳州科技系统科技招商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22—2024 年)》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柳州科技系统科技招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

年)》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柳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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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科技系统科技招商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22—2024 年)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柳州市关于重点产业链招商的工作部

署，持续推动柳州市“链长制”产业链招商，有效开展科技招商

工作，促进科技成果(项目)引进，根据《广西重点产业链招商工

作方案》、《柳州市产业大招商三年攻坚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3

年）》，结合实际制定本行动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柳州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自治区、市各级会议精神，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紧密围绕

“5+5”重点产业发展新格局，牢固树立政策为大、项目为王、

环境为本、创新为要发展理念，以做好“在招大引强聚优上下功

夫、在补链强链上求突破、在扩大开放合作上做文章”为工作主

线，积极探索科技招商最佳实施路径，大力实施科技招商三年行

动，在全市科技系统形成全员参与、全员抓招商、全员抓项目的

强大工作合力，努力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科技支

撑。

二、目标任务

2022 年，牵头新引进投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或 5000 万元以

上服务业项目 5 个以上，开工项目数不少于 3 个，组织各类科技

招商活动 16 场次，其中主要领导外出集中招商活动不少于 4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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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梳理 40 个以上高质量招商引资项目滚动入库，通过“走出

去”、“请进来”等方式精准对接 24 个以上目标企业。

从 2022 年起，通过实施科技系统招商“1133”行动计划，暨

每年“1 个方案、1 个任务、3 场活动、3 个会议”，到 2024 年

底，牵头新引进投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或 5000 万元以上服务业

项目 15 个以上，开工项目数不少于 10 个，引进(合作)科技招商

服务平台 1 家以上，组织各类科技招商活动 50 场次，其中主要

领导外出集中招商活动不少于 12 场次。梳理 100 个以上高质量

招商引资项目滚动入库，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精

准对接 80 个以上目标企业。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对柳州科技系统科技招商三年行动的组织领导

和统筹协调，成立柳州科技系统科技招商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分

设重点产业链科技招商专班。

（一）领导小组

组 长：管伟荣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李荣军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董秀鸾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靳 磊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钟丽娜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文烽 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书记

伍国荣 市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中心书记

陈新连 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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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勇 市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李 猛 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主任

杨吉奎 市科学技术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覃靖涛 市科学技术局法规与监督诚信科科长

曾智勇 市科学技术局重大专项科科长

卢超团 市科学技术局高新技术科科长

周毓婷 市科学技术局农业农村与社会发展科技科

科长、发展规划与资源配置科科长（兼）

周 兵 市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科长

杨建军 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科科长

黄轶君 市科学技术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科学技术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

作科，由董秀鸾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科技系统招商引资各

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统筹，收集汇总各专班工作进展情况，每

季度制作一份科技招商工作简报，制作科技招商手册、宣传册等

资料。

（二）重点产业链科技招商专班

在柳州科技系统科技招商三年行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

依据柳州市重点产业链招商工作方案，按照“一条产业链、一名

局领导、一名二层领导、一个牵头科室、若干配合科室、若干协

同县区科技局、若干链主企业”的模式开展工作，形成推动科技

招商工作的强大合力。市科技系统重点产业链科技招商专班的分

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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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产业链招商专班

召集人：李荣军

副召集人：刘文烽

牵头科室：市科学技术局重大科

配合科室：市科学技术局发展规划与资源配置科、市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技术转移服务科、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

究科、市科学技术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

协同县区科技局：柳东新区科技和大数据发展局、柳南区科

学技术局、柳江区科学技术局

链主企业：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柳州

分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国轩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汽车电子（柳州）有限公司、广西方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等

2.机械装备制造产业链招商专班

召集人：董秀鸾

副召集人：陈新连

牵头科室：市科学技术局高新技术科

配合科室：市科学技术局法规与监督诚信科、市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创新创业服务科、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

科、市科学技术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

协同县区科技局：柳南区科学技术局、柳东新区科技和大数

据发展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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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主企业：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浦镇阿尔

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市大德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柳州一

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大健康和文旅体育产业链招商专班

召集人：靳磊

副召集人：伍国荣

牵头科室：市科学技术局农业农村与社会发展科技科

配合科室：市科学技术局机关党委、 市智能制造科技服务

中心网络信息化服务科、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科、

市科学技术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

协同县区科技局：柳北区科学技术局、鱼峰区科学技术局、

城中区科学技术局、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经济发展局

链主企业：广西柳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华

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等

4.生物医药产业链招商专班

召集人：钟丽娜

副召集人：刘勇

牵头科室：市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

配合科室：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市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中心

工业机器人服务科、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科、市科

学技术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

协同县区科技局：鱼峰区科学技术局

链主企业：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两面针亿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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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馨海药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5.绿色环保产业链科技招商专班

召集人：刘文烽

副召集人：李荣军

牵头科室：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技术转移服务科

配合科室：市科学技术局重大科、市科学技术局发展规划与

资源配置科、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科、市科学技术

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

协同县区科技局：柳南区科学技术局、柳北区科学技术局

链主企业：广西桥哥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广西鱼峰水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柳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柳钢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

6.数字经济产业链招商专班

召集人：陈新连

副召集人：董秀鸾

牵头科室：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创新创业服务科

配合科室：市科学技术局高新技术科、市科学技术局法规与

监督诚信科、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科、市科学技术

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

协同县区科技局：柳东新区科技和大数据发展局、阳和工业

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经济发展局、城中区科学技术局

链主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等

7.现代农业产业链招商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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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伍国荣

副召集人：靳磊

牵头科室：市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中心自动化技术服务科

配合科室：市科学技术局农业农村与社会发展科技科、市科

学技术局机关党委、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科、市科

学技术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

协同县区科技局：鹿寨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柳城县科技

工贸和信息化局、融安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融水县科技工贸

和信息化局、三江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局等

链主企业：广西柳州市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等

8.电子信息产业链招商专班

召集人：刘勇

副召集人：钟丽娜

牵头科室：市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中心智能检测服务科

配合科室：市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市科学技

术局办公室、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平台与基础研究科、市科学技术

局人才引智与对外合作科

协同县区科技局：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经济发展

局、柳东新区科技和大数据发展局等

链主企业：柳州赛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飓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三）专班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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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集人：负责统筹和指导推动对应的重点产业链招商工

作；组织牵头科室、配合科室、协同县区科技局、链主企业协同

开展精准招商；组织召开对应重点产业链招商工作专题会议，协

调解决招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副召集人：副召集人与召集人互为 AB 角，共同推进专班

工作。

3.牵头科室：具体对接实施对应重点产业链招商工作；研究

制定 1 个对应重点产业链年度招商工作方案，每年牵头新引进 1

个投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或 5000 万元以上服务业项目，组织开

展 3 场以上招商活动，梳理 5 个以上高质量招商引资项目滚动入

库，精准对接 3 个以上目标企业；每季度开展 1 次牵头科室、配

合科室、协同县区科技局和链主企业参加的招商工作联席会；积

极协助链主企业开展技术革新、签约项目、引进高端人才等。

4.配合科室：根据科室职能配合牵头科室开展招商工作。

5.协同县区科技局：围绕目标企业名单（不局限于名单）与

牵头科室组织精准对接，提供要素保障，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

6.链主企业：提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名单，配合做好科技招

商引资相关工作。

四、主要任务

（一）制定 1 个年度招商工作方案。

每个招商专班根据招商工作任务及工作实际，制定 1个对应

《重点产业链年度招商工作方案》。

（二）完成 1 个招商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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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招商专班每年牵头新引进 1 个投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或 5000 万元以上服务业项目。

（三）开展 3 场招商活动。

1.开展 1 场“走出去”招商活动。

深入到链主企业所在城市及相关产业链条企业开展招商推

介、企业调研和洽谈对接活动，原则上每个招商专班每年开展 1

次以上“走出去”招商活动。

2.开展 1 场“请进来”招商活动。

结合我市产业实际需求及我局招投资信息资源，主动邀请企

业到柳州进行对接洽谈及实地考察，各专班每年邀请 5 家以上目

标企业到柳州考察洽谈。

3.开展 1 场“不见面”招商活动。

结合工作实际，通过线上网络会议对接的方式，与相关目标

企业开展线上投资洽谈活动，各专班每年与 5 家以上链主企业开

展线上意向对接工作。

（四）召开 3 次招商活动会议。

1.召开 1 次招商工作联席会。

原则上各招商专班每季度召集 1 次牵头科室、配合科室、协

同县区科技局和链主企业参加的招商工作联席会。

2.召开 1 次招商工作汇报会议。

原则上每月初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 1 次招商工作汇报会

议。各招商专班每月 30 日前将本月开展招商引资进展情况报送

给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向领导小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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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开 1 次招商工作情况督导检查会。

原则上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每季度对各专班进行 1 次工作情况

督导检查，及时向领导小组通报工作进展和督导情况，以工作简

报、情况通报等形式定期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及向全市科技系统通

报活动情况，并对进度缓慢的专班进行提醒督促。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召集人、副召集人、各牵头科室、配

合科室和协同县区科技局及有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实施科技招商三年行动方案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制定行之有效的年度招商工作方案，并落到实处。

（二）强化运行机制。各招商专班要明确工作思路、任务指

标、工作重点、推进举措等，按照工作要求定期开展招商活动、

召开相关工作会议，要明确 1 名联络员负责具体工作对接，实行

定期通报制度，各招商专班每月 30 日前将本月开展招商引资进

展情况报送给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大项目洽谈及签约情况实时报

送。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召开招商工作汇报会、编制招商工作

简报，统筹部署阶段性重点工作任务，汇总分析有关情况，研究

推进具体工作。

（三）紧盯项目落地。各招商专班是科技招商工作的责任主

体，要建立项目台账，实施“保姆式”服务，按照各自职责实行

召集人分包制，确保科技招商项目谈得来、推得动、签得约、落

得地。

（四）加大财政投入。市科技局每年安排一定专项经费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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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招商活动支出和科技招商平台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招商会

议、招商宣传、交通保障、委托招商等。同时安排一定经费用于

人才引进、项目引进等事项支出。

（五）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科技招商人才引进、培训、锻炼、

交流机制，着力培养和打造一支懂懂产业政策、懂科技创新、懂

资本运作、懂项目运作以及作风硬朗、创新务实的高素质科技招

商人才队伍。

附件：1.科技系统科技招商工作进度统计表

2.科技系统科技招商项目储备库

3.牵头科室联络员回执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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