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21〕40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建立重点产业链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坚定 “产业链思维”,强化梳链

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工作导向,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攻坚战,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建立重点产业链工作推进机制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链长牵头、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围绕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新能源及网联汽车、智能装备、

智能传感器、网络安全、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节能环

—1—



保、5G、超硬材料 (新材料)10个新兴产业链,装备制造、现

代食品、铝加工制品、建材耐材、服装家居5个传统优势产业链

(以下简称 “10+5”产业链),建立完善 “四个一”工作推进机

制 (一位市领导、一个牵头部门、一个工作专班、一套提升方

案),其中,新兴产业链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总链长,市厅级领

导任各产业链链长,开发区、区县 (市)主要领导任分链长,传

统优势产业链由市政府分管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工作的领导任总链

长,相关开发区、区县 (市)主要领导任链长,分管领导任分链

长 (见附件1)。工作专班由牵头部门设立,明确一名县处级干

部、一个责任处室负责。“10+5”产业链现代化提升方案由市发

展改革委、市工信局牵头制定,各有关部门配合,聚焦补齐产业

链短板和突破关键领域,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确定产业链发

展方向和目标任务;绘制产业链图谱、技术路线图谱、应用领域

图谱、重点招商图谱,实施重点产业链 “四图”作业。各开发

区、区县 (市)要结合各自主导产业定位,研究确定承接市级重

点产业链的细分领域、重点环节,制定实施分产业链细化方案。

各牵头部门要做好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的组织协调工作,履行

主体责任,加强与省直有关单位、各开发区、区县 (市)的协调

对接,积极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建立健全产业链指标统计体系,加大产业链要素保

障、政策支持和企业服务力度,协助产业链链长和牵头部门推进

相关工作任务 (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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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清单管理、定期调度协调工作机制

梳理掌握 “10+5”产业链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平台、

关键共性技术、制约瓶颈等情况,建立重点事项、重点园区、重

点企业和重点项目 “四个清单”,实施动态调整,加强跟踪推进。

重点事项清单由牵头部门统筹推进,相关部门配合落实;重点园

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清单,由所在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负责推进落实。加强产业链运行监测分析,掌握 “链

主”企业、重点项目、技术改造、平台载体、科技研发、试点示

范、产融合作、人才支撑、政策扶持、企业服务等工作情况及存

在问题,及时提请纳入 “四个清单”管理。

各产业链每月召开工作例会,由链长负责召集,主要听取四

个清单落实情况、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汇报,指导跨区域协作配

合,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加强工作督导,科学谋划下阶段工作安

排等。市政府每半年召开 “10+5”产业链推进工作会议,由总

链长负责召集,主要听取各产业链提升工作汇报,协调共性问

题、关键性难题、跨区域跨部门重要事项,研究推动重大政策、

重点项目、重要资源和重大工作的配置和落实等。

三、实行信息共享、月评比季通报工作机制

建立郑州市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相关产业

发展新动态进行跟踪和超前研究,在顶层设计、项目把关、技术

发展、产业化推进等方面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健全信息资源共

享机制,各开发区、区县 (市)、各有关部门要定期梳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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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业链招商动态、重点企业和项目对接、重大战略合作意向

等情况,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各产业链链长、各牵头部门,由牵头

部门负责将新增的重点项目及时纳入清单管理,实现信息资源共

享。各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工作实行月度评比,纳入市政府重大专

项工作月度综合督查评比机制,对各开发区、区县 (市)进行月

度评分排名。市政府每季度开展一次产业链工作情况评估,将重

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列入督办范围,并及时通报结果。

各开发区、区县 (市)要高度重视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工作,

建立相应工作机制,按产业链分别成立工作专班,明确责任分

工,专人专责抓好落实。各有关单位要明确分包领导,细化任务

措施,强化部门联动推进。各开发区、区县 (市)、各有关单位

要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明确一名联络员及联系方式,每月

20日前将当月工作进展情况和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分别报产业

链牵头部门。

市工信局联系人:胡建康,联系电话:67170305,邮箱:

zzgxwyunxing@163.com。

市发展改革委联系人:蔡永清,联系电话:67187606,邮

箱:zzfgwgyc@126.com。

附件:1.重点产业链现代化提升责任分工

2.重点产业链现代化提升部门职责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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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点产业链现代化提升责任分工

链长
产业链
名称

产业链提升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部门

侯 红 全面统筹10个新兴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工作

万正峰
新型显示和智能
终端

市发展改革委
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 (投资促进局)、市
工信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

吴福民
新能源及网联汽
车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

史占勇 智能装备 市工信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商务局

史占勇 智能传感器 市工信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商务局

杨东方 网络安全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信局、市大数据局、市科技局、市
商务局

蔡 红 新一代人工智能 市科技局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

万正峰 生物医药 市发展改革委
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 (科技人才局)、市
工信局、市科技局、市卫健委、市市场
监管局

吴福民 节能环保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 环 境 局、市 工 信 局、市 商 务 局、
市资源规划局

刘 睿 5G 市工信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资源规划
局、市通 管 办、郑 州 移 动、郑 州 联 通、
郑州电信、郑州广电、郑州铁塔公司

史占勇
超硬材料 (新材
料) 市工信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资源规划
局

新
兴
产
业
链

史占勇 统筹5个传统优势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工作

相关开
发区、区
县 (市)
主要领导

装备制造

现代食品

铝加工制品

建材耐材

服装家居

市工信局,相关
开 发 区、 区 县
(市)工信部门

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及对应的开发区、
区县 (市)部门

市农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科技局及对
应的开发区、区县 (市)部门

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及对应的开发
区、区县 (市)部门

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资源规划
局及对应的开发区、区县 (市)部门

市科技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及对应
的开发区、区县 (市)部门

传
统
优
势
产
业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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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重点产业链现代化提升部门职责

市工信局负责全市重点产业链提升的统筹协调,月度评比牵

头汇总工作;负责智能传感器、超硬材料 (新材料)、5G和智能

装备4个新兴产业链以及装备制造、现代食品、铝加工制品、建

材耐材、服装家居5个传统优势产业链的现代化提升方案制订、

四个图谱绘制工作;牵头负责智能装备、智能传感器、5G、超

硬材料 (新材料)4个新兴产业链以及5个传统优势产业链现代

化提升推进工作;负责推动产业链相关企业培育、技术创新、技

术改造、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小微企业园打造等方面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节能环保、新一代人工智能、网络安全、

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生物医药、新能源及网联汽车6个新兴产

业链现代化提升方案制订和四个图谱绘制工作;牵头负责新型显

示和智能终端、新能源及网联汽车、网络安全、生物医药、节能

环保5个新兴产业链现代化提升推进工作;负责协调推动各产业

链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推动相关重大产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市重

点项目。

市科技局负责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具体推进工

作;负责搭建产业链创新体系,针对产业链薄弱环节开展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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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攻关,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高端人才引进,

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市商务局负责协助各产业链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加大项目引

进力度,推进产业链开展国际合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完善各重点产业链相关环保政策和污染物

排放地方标准工作,协调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指标等

事项;配合做好节能环保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工作。

市资源规划局负责落实产业链重大项目建设用地保障工作;

负责配合推动节能环保、超硬材料 (新材料)、5G、耐材建材等

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相关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按规定做好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市级财政资金支

持工作。

市统计局负责建立和完善重点产业链统计指标体系,做好相

关分析研判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市金融局负责引导现代金融支持产业链现代化提升,拓宽融

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市人社局负责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协调保障重点企业用工需

求,满足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人才需要。

市大数据局负责配合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相关工

作。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推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建

设,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负责配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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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等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相关工作。

市卫健委负责配合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相关工

作。

市农委负责配合推动现代食品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相关工作。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配合推动服装家居产业链现代化提

升相关工作。

市通管办负责配合推动5G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相关工作,负

责协调郑州移动、郑州联通、郑州电信、郑州铁塔、郑州广电等

电信运营企业。

 主办:市工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四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6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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