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工信规划政策函〔2022〕48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广东省 
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 

遴选工作的通知 
 

省各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战略性产业集群主管部门，有关行

业协会： 

    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

部署，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和《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

产业链“链主”企业遴选管理办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在稳定

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集群培育等方

面的引领带动作用，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企业

广 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广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广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广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广 东 省 能 源 局 



群，现组织开展 2022 年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

主”企业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产业链“链主”企业是指处于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地位，对

于优化资源配置、技术产品创新和产业生态构建有重大影响力的

企业，有能力且有意愿对增强我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健全和壮大产业体系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 

    （一）属地原则。依法在广东省境内登记设立，具有独立企

业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规模实力。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

企业营业收入原则上不低于 50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

产业链“链主”企业营业收入原则上不低于 10 亿元。 

    （三）市场影响力。主导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十。 

    （四）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研发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重原则上不低于 3%，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领军

人才，主导或参与相关领域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具备国家级、

省级高层次领军人才、团队的优先考虑。 

    （五）持续发展能力。企业财务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好的成长

性，盈利能力长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产品质量精良，管理模式

创新、具有品牌核心竞争力；企业产品能耗低于全国同行业平均

水平。牵头或参与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拥有国家级以上

创新研发平台（包括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及获得国家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的优先考虑。 

    （六）产业带动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突出，产业链上下游合

作企业原则上不少于 20 家。 



    （七）其他要求。企业政治可靠、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具

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企业近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无环境违法记

录，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对积极参与产业链协

同发展，组建或参与行业协会联盟的企业优先支持。） 

    如有特殊情况，须由省战略性产业集群牵头单位经报请本集

群“链长”审定同意后，可适当调整原则性申报条件，并向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进行报备。 

    二、申报流程 

    遵循自愿申报原则，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依据自身条件可选

择申报不超过 3 个重点产业链（详见附件 3）的“链主”企业。经

地方推荐、专家评审、“链长”审定后公示发布遴选结果。 

    （一）初审推荐。各地级以上市战略性产业集群主管部门对

申报材料的齐备性、合规性和有效性进行初审，对初审合格者出

具推荐意见（省属国有企业由省国资委进行初审并出具推荐意

见），按“链主”所属战略性产业集群类别分别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学技术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能源局。 

    （二）专家评审。省发展改革委、省科学技术厅、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能源局依托相关专家组成“链主”

企业评审小组（专家人数不少于 7 人，且应包括技术、财务等方

面专家，可邀请制造强省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评审），

对通过初审的申报单位进行综合评价并出具评审意见，提出“链

主”企业建议名单。 

    （三）“链长”审定。省发展改革委、省科学技术厅、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能源局将专家评审意见和“链

主”企业建议名单报所属产业集群“链长”审定。经“链长”审定同

意后，专家评审意见和“链主”企业建议名单随同推荐的企业纸质



申报材料（一式一份）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汇总。 

    （四）公示发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过政务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渠道将拟选定的“链主”企业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

于 7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公告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名单，

有效期三年。 

    三、申报材料 

    企业申报材料应包括： 

    （一）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申请

书； 

    （二）产业链培育发展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协助绘制产业链图谱，梳理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短板。协

助产业集群主管部门梳理产业链并绘制产业链图谱，系统分析产

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痛点，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招商

重点、攻关清单。 

    2. 牵头组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

围绕产业链稳链补链强链控链，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加大重要产

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工程化产业化突破，切实解决

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先进工艺等受制于人的问

题。 

    3. 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带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会

同行业协会等开展产业链对接活动，促进大中小企业在信息联

通、产能对接、品牌共建、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共享等方面开展

协作，带头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技术、新

场景应用，构建以大带小、以小促大、以优助强的融通发展格局。 

    4. 深化产业链国际合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高



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

产业、科技、金融、人才等领域加强投资贸易合作，提升在国际

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5. 其他主动承担的产业链培育发展任务。 

    （三）印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近三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五）申报产业链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的佐证说明材料； 

    （六）最近三个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审计报告》

（或提供其他研发费用说明材料）、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佐证说

明材料；有效专利、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目录；领军人才名单，引

进培育省级以上高层次领军人才、团队等证明材料；参与或主导

国际/国家标准目录； 

    （七）质量荣誉、品牌荣誉、管理荣誉、企业能耗水平等证

明材料； 

    （八）上一年度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发票等佐

证材料； 

    （九）在“信用广东平台”（https://credit.gd.gov.cn）查询下载

的信用报告； 

    （十）有助于佐证“链主”企业评价的其他证明材料等； 

    （十一）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链主”企业认定

推荐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并认真做好申报

组织、遴选推荐工作。各地级以上市战略性产业集群主管部门（省

国资委）要充分调动符合条件的本地区（本部门）企业积极参与

“链主”企业申报，对有意申报且符合条件的企业要努力做到“应



报尽报”。 

    （二）严格审核。各地级以上市战略性产业集群主管部门及

省国资委要加强对申报单位填报材料的指导和审核，确保申报材

料的质量，必要时应对申报单位作现场核查。不符合要求的申报

书，不进入所属产业集群牵头负责部门评审环节。 

    （三）按时报送。请各地级以上市战略性产业集群主管部门

及省国资委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三份）

报送所属产业集群牵头负责部门（联系人表详见附件 4），逾期

不予受理；各产业集群牵头负责部门分别组织专家对推荐企业进

行综合评审，并将评审意见和“链主”企业建议名单报所属产业集

群“链长”审定，经“链长”审定同意后，于 1 月 20 日前报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汇总。 

    此通知正式印发后，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前期发出的预通知

同时作废，相关内容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1.  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申

报书（2022 年版） 

          2.  XX 集群 XX 产业链培育发展方案（提纲） 

          3.  2022 年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链主”企业遴选

重点产业链名单 

          4.  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联系人表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812C


812C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能源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 

    （联系人：钟卫、黄剑锋、刘熠，电话：020-83133496、

83134777、83133241，13929580295、18620537521、13509964456，

邮箱:ghzcc@gde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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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 
“链主”企业申报书 
（2022 年版） 

 
 
 
 

 
企业名称（盖章）   

申请时间                                            

所属集群     

推荐单位（盖章）   

 
 
 
 
 
 

 
 

 
 
 

广东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



 
2

 
 

填报说明 
 

一、本申请书为企业申请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企

业填写。 

二、推荐单位为申请企业法人注册所在地的市级战略性产业集群主管

部门，省属国有企业由省国资委组织推荐。 

三、申请企业应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认真准确填写各个表项。

如有虚假填报，取消本次申请资格，且3年内不得申请。遴选单位将为申请

企业做好资料保密工作。  

四、申请企业须根据《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

遴选管理办法》和遴选通知列明的申请条件，报送相关说明或佐证材料。 

五、申报书中未列明时间点的指标请填写截止2021年末的数据。 

六、申请书及附件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 

七、纸质材料请使用A4纸双面印刷，装订平整，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

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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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 
“链主”企业申报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地  
注册时间 

（年份） 
 

是否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是   否 法人代表  

联系人  手机  

传真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企业类型  国有（央企  省属  市属）   合资   民营   其他 

所属产业集群  所属重点产业链1  

企业上市情况 

是否已上市：是 否 

如果已上市，请选择上市板块： 

主板 创业板 科创板 北交所 境外 

是否有上市计划：有（填写时间）：        暂时无 

二、企业运营情况 

2021 年职工人数（人）  2021 年资产总额（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利润总额（万元）    

年度利润率（%）    

上缴税金（万元）    

资产负债率（%）    

三、主导产品情况 

主导产品名称2  行业领域  

                                                             
1 请参考《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遴选工作的通知》附件 3

填写。 
2 须填写产品在行业通用的准确名称，不仅限于一项产品。如有多种产品，请将第三项列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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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效益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销售收入（万

元） 

   

销售数量（单

位： ） 

   

主导产品销售

收入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重（%） 

   

市场影响力 

国内市场占有

率（%） 

 国内市场占

有率排名 

 

同类产品全球

主要生产企业 

 

产品 

质量 

通过哪些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 

 

补短板情况3  

四、企业创新能力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企业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重（%） 

 
  

研发人员占职工人数比

重（%） 
 拥有国家级、省级领军人才数量（位） 

国家级： 

省级： 

企业办研发机构数量

（个） 
 省级以上创新研发平台数量（个）  

获国家级奖项（个）  获省部级奖项（个）  

是否牵头或参与国家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平台建

设、或拥有国家级以上创

新研发平台、或获得国家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是  否 

主导相关领域国

内外标准数量

（个） 

 

参与相

关领域

国内外

标准数

量（个） 

 

拥有有效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个） 实用新型专利（个） 外观设计专利（个） 合计（个） 

    

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情况 
数量（个）  

占知识产权数量 

比重（%） 
 

五、可持续发展能力 4 

                                                             
3 是否属关键领域补短板，如是，请填写具体补齐哪类短板（30 字内）。 
4 
指企业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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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绿色发展 

（非工业企业可不填） 

 万元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

元） 

   

单位产值能耗

下降率（%） 
   

单位产值碳排

放下降率（%） 
   

国际化水平 

主导产品的出

口额（万元） 
   

主导产品出口

额占申请产品

销售收入比重

（%） 

   

企业海外经营

机构数量（个） 
 

海外研发 

机构数量（个） 
 

六、产业链带动能力 1 

序号 核心配套企业名称 所在地市 优质企业种类 2 
年配套额度

（万元） 

年配套额度占

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重要配

套商 3 总

数（个） 

 

重要配套商年

配套总额（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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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注：1  本表需填写至少 20 家本产业链上的核心配套企业，企业按年配套金额从大到小排序。 

2.  优质企业种类选项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或无。 

3.“重要配套商”指本产业链上年配套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配套企业。 

七、其他核心优势与特色概况 

（简要介绍，500 字以内，如近三年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数字化转型升级、绿色制造等方面的实施效

果，以及得到国家、省级相关部门肯定和表彰情况，含文件号、奖励或认定的编号。） 

推荐单位初审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日期： 

相关材料： 

1. 产业链培育发展方案； 

2. 印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 近三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4. 申报产业链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的佐证说明材料； 

5. 最近三个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审计报告》（或提供其他研发费用说明材料）、企业设立研发机构

的佐证说明材料；有效专利、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目录；领军人才名单，引进培育省级以上高层次领军人才、团队

等证明材料；参与或主导国际/国家标准目录； 

6. 质量荣誉、品牌荣誉、管理荣誉、企业能耗水平等证明材料； 

7. 上一年度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发票等佐证材料（佐证材料上的部分敏感信息可模糊化处理）； 

8. 在“信用广东平台”（https://credit.gd.gov.cn）查询下载的信用报告； 

9. 有助于佐证“链主”企业评价的其他证明材料等； 

10. 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附件2  

 
XX集群XX产业链培育发展方案 

（提纲） 
 

第一部分：企业简介 

（一）企业基本情况：企业简介；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及

地位，产业带动能力；核心关键技术性能指标、主要加工工

艺、能耗指标等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对比情况；主要用户

群体及销售地；近3年销售及效益情况，国际化情况；数字

化、智能化、绿色化情况等。 

（二）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企业研发机构、研发制度机

制、人才团队、研发投入情况；知识产权积累及运用情况；

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水平；参与或主导国际国内相关技术、

工艺标准制定情况；自主创新能力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获得

国家级和省级科学技术奖励、专利奖项等各项创新成果；“卡

脖子”难题和关键技术攻坚情况。 

（三）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情况：高端化发展

和品牌培育成效，数字化转型实施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字

化建设赋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情况），绿色低碳发展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生态环境守法合规情况、绿色制造等）。 

（四）企业产业链协同带动能力：产业了上下游企业数

量及其增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水平；“链主”企业在产

业链供应链上的整合带动能力情况。 

（五）企业管理与制度建设基本情况：简要介绍企业经



营战略、发展愿景、介绍产品质量保障（包括获得重要质量

奖项情况）、知识产权、安全生产、风险应对等管理制度情

况。 

（六）企业认为其他需要介绍的情况。 

第二部分：培育背景 

明确实施范围，分析背景和意义。 

第三部分：基础条件 

分析产业链的基础条件、优势与特色，对标国际先进水

平找出产业链发展的差距。 

第四部分：思路与目标 

提出总体思路、培育原则、发展定位和主要目标。 

第五部分：培育发展路径 

重点阐明推动产业链发展、绘制产业链图谱、开展核心

技术攻关、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作、

带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深化产业链国际合作等主要任务

和做法，以及其他主动承担的产业链培育发展任务。 

第六部分：保障措施 

提出“链长+链主”协调培育产业链的工作机制和保障措

施，按年度制定工作计划。 

附件：“链主”企业相关诉求建议 



附件 3 

 
2022 年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链主”企业

遴选重点产业链名单 
 
 
序号 产业集群 重点产业链 

1 新一代电子 
信息 

1.手机产业链；2.通信网络设备产业链； 
3.服务器产业链；4.锂电池产业链； 

5.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链；6.印制电路板产业链； 
7.硅能源产业链。 

2 绿色石化 1.丙烯产业链；2.含氧产业链。 

3 智能家电 
1.家用制冷设备产业链；2.照明电器产业链； 

3.电视机产业链；4.厨卫电器产业链； 
5.生活电器产业链。 

4 汽车 1.新能源汽车产业链；2.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5 先进材料 1.绿色钢铁产业链；2.高性能铝合金产业链。 

6 现代轻工纺织 
1.生活用纸产业链；2.包装用纸产业链； 
3.软体家具产业链；4.定制家居产业链； 

5.服装产业链。 

7 软件与信息 
服务 1.基础软件产业链；2.工业软件产业链。 

8 超高清视频 
显示 

1.视频采编播设备产业链；2.彩色电视机产业链； 
3.机顶盒产业链；4.重点行业应用终端设备产业链。 

9 生物医药与 
健康 1.体外诊断产业链；2.化学药产业链。 

10 现代农业与 
食品 1.现代种业产业链；2.调味品产业链。 



11 半导体及集成

电路 1.制造产业链；2.设计产业链；3.封测产业链。 

12 高端装备制造 1.数控机床产业链；2.海工装备产业链。 

13 智能机器人 
 

1.工业机器人产业链；2.无人机（船）产业链。 

14 区块链与量子

信息 今年暂不开展遴选。 

15 前沿新材料 1.新型半导体材料产业链。 

16 新能源 1.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2.太阳能装备制造产业链。 

17 激光与增材 
制造 

1.新能源激光加工产业链；2.激光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

3.增材制造装备产业链。 

18 数字创意 1.动漫产业链；2.数字音乐产业链； 
3.智慧融媒产业链；4.智慧广电产业链。 

19 安全应急与 
环保 

环保部分：1.重金属废水治理产业链；2.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产业链；3.生态环境监测产业链；4.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产业链；5.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产业链；6.空气能产

业链。 
安全应急部分：1.安全应急智能监测预警产业链；2.智
能消防应急救援产业链。 

20 精密仪器设备 
1.基因测序仪产业链； 

2.2D/3D X 射线无损检测装备产业链； 
3.质谱仪器产业链。 

 



附件 4 

 
 

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联系人表 

 
序

号 产业集群 牵头负责部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新一代电子 

信息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郑劲松 

020-83133314、 
18666092078 

2 绿色石化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张华新 020-83133207、18126833068 

3 智能家电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吴东雄 020-83135899、13501546380 

4 汽车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周永强 020-83133388、18170196791 

5 先进材料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李华超 020-83133416、19802060536 

6 现代轻工纺

织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吴东雄 020-83135899、13501546380 

7 软件与信息 

服务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曾强 020-83133402、13580470708 

8 超高清视频 

显示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陈先倡 

020-83134730、 
18688451929 

9 生物医药与 

健康 
省科技厅 潘子欣  

020-83163379、 
18620186102 

10 现代农业与 

食品 
省农业农村厅 杨琴 020-87241352、18376769324 



11 半导体与集

成电路 
省发展改革委 贺龙飞 020-83138617、13560148880 

12 高端装备制

造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郑锦招 020-83135890、19195532061 

13 智能机器人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黄永基 020-83134211、15992179007 

14 区块链与量

子信息 
省科技厅 周泽宇 

020-83163648、 
15652350000 

15 前沿新材料 省科技厅 李晓芃 020-83163648、17611105529 

16 新能源 省能源局 孟庆凯 
020-83138742、   

18163899800 

17 激光与增材 

制造 
省科技厅 刘志辉 020-83163935、13631468668 

18 数字创意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袁璐 

程靖 

15626052566；020-83133408，
13332881228 

19 安全应急与 

环保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安全应急： 

欧阳忠巍； 

环保：张诚 

020-83135860、18028634008；
020-83133243、13697479676 

20 精密仪器设

备 
省科技厅 孙锴  020-83163889、18926105023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