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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办 公 室 文 件
融政办发〔2020〕76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2020年招商引资
签约项目推进工作专班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融水苗族自治县2020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推进工作专班

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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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县2020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推进工作专班
实施方案

为推进2020年全县招商引资签约项目落地建设，不断扩大有

效投资，增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根据我县工作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成立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推

进机制，实现全县已签约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全程跟踪服务、按期

高效推进，不断提升服务项目的工作效能。到2020年底，力争完

成全县招商引资签约项目落地开工率为60%以上的目标任务。

二、组织机构

（一）成立全县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马 空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唐文萍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王院忠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

蒲传新 县委常委、副县长

管翠留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韦宙章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贾寒春 县政协副主席

成员由县发改局、科工贸局、自然规划局、住建局、交通局、

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文体广旅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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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城管执法局、林业局、行政审批局、融水生态环境局、投促

中心、工管委服务中心、公安局交管大队、消防救援大队、新电

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融州资产管理公司及融水镇、和睦镇、永

乐镇、三防镇、汪洞乡主要负责人组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投促中心，由县投促中心主任莫雪梅

同志担任主任，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并按月向县委、县人

民政府报送全县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工作推进情况。

（二）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

1．唐人神生态养殖全产业链项目专班

组 长：梁乐军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 组 长：韦德钊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莫子朝 和睦镇镇长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和睦镇

成员单位：县发改局、自然规划局、水利局、扶贫办、林业

局、融水生态环境局、新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

主要任务：各成员单位根据本单位职责协助项目业主完成项

目选址及相关审批手续；和睦镇是项目属地人民政府，作为牵头

单位协助项目业主完成迁坟及土地流转等相关工作，定时向领导

小组汇报工作进度，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建设。

2．双胞胎融水年出栏60万头生猪养殖链项目专班

组 长：梁乐军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 组 长：韦德钊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 4 —

韦盛雷 永乐镇镇长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永乐镇

成员单位：县发改局、自然规划局、水利局、扶贫办、林业

局、融水生态环境局、新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

主要任务：各成员单位根据本单位职责协助项目业主完成项

目选址及相关审批手续；永乐镇是项目属地人民政府，作为牵头

单位协助项目业主完成迁坟及土地流转等相关工作，定时向领导

小组汇报工作进度，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建设。

3．中光能200兆瓦光伏发电及现代科技农业综合项目专班

组 长：梁乐军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 组 长：林升阳 县科工贸局副局长

韦德钊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牵头单位：县科工贸局、农业农村局

成员单位：县发改局、自然规划局、水利局、扶贫办、林业

局、融水生态环境局、永乐镇、和睦镇、新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

主要任务：各成员单位根据本单位职责协助项目业主完成项

目选址及相关审批手续；永乐镇、和睦镇是项目属地人民政府，

作为牵头单位协助项目业主完成土地流转等相关工作，定时向领

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度。

4．百金惠九万山森林康养小镇项目专班

组 长：黎健源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 组 长：韦学芳 县文体广旅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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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翠新 汪洞乡乡长

牵头单位：县文体广旅局、汪洞乡

成员单位：县发改局、自然规划局、住建局、水利局、农业

农村局、卫健局、扶贫办、林业局、融水生态环境局、新电力集

团融水供电公司。

主要任务：各成员单位根据本单位职责协助项目业主完成项

目选址及相关审批手续；汪洞乡是项目属地人民政府，作为牵头

单位协助项目业主完成土地流转工作，定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

进度，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建设。

5．其余项目专班（万亩高产油茶林种植项目、融水县灵芝

现代科技综合产业园项目、年产80万立方生态板及阻燃板项目、

服装加工扶贫车间项目、泊云科技城市级智能停车项目、松果出

行共享电动车项目等）

组 长：梁乐军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 组 长：莫雪梅 县投促中心主任

牵头单位：县投促中心

成员单位：县发改局、自然规划局、交通局、水利局、农业

农村局、市场监管局、扶贫办、城管执法局、林业局、工管委服

务中心、融水生态环境局、公安局交管大队、消防救援大队、融

州资产管理公司、新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融水镇。

主要任务：各成员单位根据本单位职责协助项目业主完成项

目选址及相关审批手续，协助项目业主完成土地流转，定时向领

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度，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建设。



— 6 —

三、工作机制

建立集责任落实、问题协调、督查督办的全方位、常态化项

目推进机制，实现“随时协调、定期例会、现场推进、跟踪督办”。

（一）随时协调。各专班成员随时进行信息交流，拉条挂帐

形成清单，实行提前介入、全程跟踪、专人推进，对项目推进中

存在的问题、困难、解决办法等进行沟通交流，及时解决企业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二）定期例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并根据

工作需要随时召开。针对具体事项进行商讨、沟通和研究，集中

交换意见，形成阶段性共识，提出工作建议。

（三）现场推进。针对已签约项目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调

研、现场办公，与建设单位建立定期会商、随时沟通的工作机制，

把服务措施细化到每个环节，在实物工作量和时序进度上紧盯不

放，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扎实推进项目

建设。

（四）定期督办。根据全县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定

期调度项目进展情况，定期对各个项目推进工作进行督办，对推

进不力、进度滞后的单位，将适时约谈相关责任人。

三、任务分工

县发改局：负责对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目标计划表，提前介

入，指导好项目单位开展项目立项工作。负责办理属于本级权限

的建设项目审批、核准、节能审查有关手续，协调办理上级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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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的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工作。需市级核准的重大项目，

联合自然规划局等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议，先期核准。

县财政局:对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目标计划表提前预留涉及

的财政资金，做好资金保障工作。

县自然规划局：对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目标计划表，提前介

入，落实项目规划条件，需调整的，全力配合政府按程序完成控

规调整。负责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出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建设

项目在资料齐全、按程序通过技术审查的前提下，在7个工作日

内完成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办理。同时负责向上级争取并保障重大项目用地指标。

县住建局：具体办理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批、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合格备案、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专项审查、施工许可证核发、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等有关事项。

县林业局：负责对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目标计划表，积极保

障涉及的重大项目林地指标。负责向上级争取并保障重大项目林

地指标，具体办理临时占用林地审批等有关手续。

县投促中心：负责联系沟通项目业主和相关单位。

融水生态环境局：负责对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目标计划表，

提前介入，指导好项目单位开展环评工作。

县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对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目标计划表，

提前介入，做好项目土地储备工作。负责重大项目土地收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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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取得规划条件、成本审计认定、权属关系及二勘资料等

要件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土地储备方案的编制并上报县政府审

批。

新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对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目标计划

表，提前介入电力保障工作。负责重大项目用电保障，做好电网

配套工作，协调涉及项目供电迁改事项。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建立土地、林地指标统一调度机制，确

保土地指标、林地指标优先保障已落地招商引资项目。坚持一事

一议、急事先办、特事特办，项目要素优先保障已落地的招商引

资项目。其余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办理涉及的审批事项及其他

有关事项。

四、推进措施

通过加快前期工作，推行“一单五制”，强力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

（一）制订项目问题清单。根据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推进情况，

每个项目制订一张问题清单（也可作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目标计

划表的一项内容），分为前期手续办理（立项、规划、土地林地、

环评、节能、消防、施工许可证等审批手续）、征地拆迁（含管、

线迁改）、土地供应、施工环境（包括水、电及进场道路等）、

资金筹措和其他问题等六个项目问题清单，于每月5日前将项目

存在问题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梳理、汇总、

分类后上报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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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联审联批会议制度。由县行政审批局牵头，召集

相关部门，针对项目问题清单中涉及的前期手续办理问题，召开

工作例会，审批部门窗口前移、提前介入、容缺审批，保障年度

计划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开工建设。联审联批情况、有关会议确

定事项及时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建立问题交办制。根据项目问题清单及联审联批例会

情况，各部门应明确工作要求、解决时限和责任人，县委县政府

督查绩效办跟进督办有关工作，有关责任单位于每月5日前，将

交办事项办理情况以书面形式反馈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建立问题解决承诺制。有关责任单位对交办事项认真

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实行“一把手”负总责，明确分管负责人、

责任部门的工作任务，作出书面承诺后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并

公示。

（五）建立问题清零制。对交办问题实行动态管理，实行事

项问题事项销号清零制，解决一个销号一个。凡是问题落实不到

位的不予销号；对工作不力，整改不明显的，下发整改督办通知

书，切实做到不整改不销号。根据销号情况，对项目不重视、表

面应付、工作不力，未按规定时限办结，严重影响项目推进的单

位进行通报。

（六）建立督查考核制。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情况纳入年度

招商引资工作实绩进行综合考评，考核结果与年终综合目标管理

考核挂钩，作为干部调整或向上级组织部门推荐干部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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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各专班成员单位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项

目推进和实施工作，形成推动项目落地的强大合力。要结合自身

职能，及时落实专班会议议定事项，完成项目推进工作。要切实

转变工作作风，敢于担当，积极打造善于服务项目发展的“行家

队伍”，为企业量身定做贴心服务体系，全力以赴服务好项目建

设。

（二）落实责任。由专班办公室牵头协调工作推进过程中的

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为项目提供全流程服务。突出“计划+机

制”，细化工作计划，做到时间明确、计划倒排，过程管理、节

点控制、分工落实，对全县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实施“一对一”服

务，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扎实做好项目推进和实施工作，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促进项目顺利推进。

（三）营造氛围。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积极优化营商环境，

敢于担当，全力以赴服务好项目建设。通过项目的有效推进，及

时总结经验，大力推广，以点带面，着力打造全县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服务经验。

附件：融水苗族自治县2020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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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融水苗族自治县2020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协调推进会项目库

序号 项目名称
拟建设地

点

总投资额

(亿元）

投资单位

企业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推进涉及部门 项目签约时间
项目推进情

况

一、农业类

1
唐人神生态

养殖全产业

链项目

和睦镇 20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杨肆壹

13876494750

1、项目拟投资总额：20亿元人民币。其中种场投

资11.8亿元、育肥场投资6亿元、50万吨饲料厂投资

1.2亿元、屠宰场投资1亿元。

2、项目建设内容:

（1）常年存栏1200头纯繁、2400头扩繁基础母猪

原种场建设项目；

（2）常年存栏10000头基础母猪良种苗猪场4个建

设项目；

（3）常年存栏5万头、年出栏10万头育肥场10个建

设项目；

（4）年产50万吨饲料建设项目；

（5）年屠宰150万头生猪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和睦镇、县发改局、

林业局、自然规划局、水利局、融水

生态环境局、扶贫办、新电力集团融

水供电公司

融水县2020年唐人神生态

养殖全产业链项目签约仪

式

2

融水年出栏

60万头生猪

养殖链暨农

业生态循环

产业项目

永乐镇 20.1
双胞胎集团

吴总

18897555589

该项目在融水县境内通过新建、并购、合作等

模式实现存栏2.4万头母猪扩繁、年出栏60万
头生猪养殖规模，后续产业配套建设屠宰肉食

品加工厂一个；年产36万吨饲料厂一个；有机

肥加工厂一个。总投资约20.1亿元人民币。

县农业农村局、永乐镇、发改局、

林业局、自然规划局、水利局、融

水生态环境局、扶贫办、新电力集

团融水供电公司

2019年联评联审会、2020
年融水县第二次招商引

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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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亩高产油

茶林种植项

目

三防镇、

汪洞乡
2.1

广西大爱自然

健康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梁凤

鹏

18077261789

项目拟在三防镇、汪洞乡开发种植优质高效油

茶林1万亩，新造油茶林全部使用3年生优良无

性繁育苗。

县投促中心、县发改局、农业农村

局、林业局、自然规划局、市场监

管局、融水生态环境局、县扶贫办

2020年第一次项目联评

联审会议、2020年融水县

第一次集中签约仪式

二、工业类

4

融水县灵芝

现代科技综

合产业园项

目

融水镇 1.5

广西柳州市秋

野家生态农业

综合发展有限

公司

石秋香

18078488107

项目总投资预计人民币15000万元，具体以最

终结算为准。

建设内容：建设一个以灵芝为主题的集观

光式灵芝加工厂+室内观光栽培示范+科教+
体验疗养为一体的灵芝现代科技综合产业园。

建设规模：灵芝产业园项目，分三期建设，

总建设周期为36个月。一期占地50亩，投资

10000万元，建设周期18个月，主要建设透明

可视化的GMP认证的灵芝深加工厂厂房、办

公楼、灵芝交易中心及灵芝系列产品生产线，

总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二期占地30亩，

投资3000万元，主要建设灵芝生态观光种植体

验园；三期占地20亩，投资2000万元，主要建

设灵芝历史博物馆、灵芝食疗和疗养体验馆。

项目效益：预计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

年产各类灵芝系列产品约1000吨，实现销售收

入6亿元，缴纳税收3000万元，解决近1000个
就业岗位，带动地方农户灵芝种植面积可达

2.6万亩，促进8700户农民增收。

县投促中心、县发改局、农业农村

局、林业局、自然规划局、县工管

委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融水生

态环境局、县扶贫办、融水镇、新

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

2018年联评联审会、2019
年柳州市扶贫产业招商

推介会签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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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MW光

伏发电及现

代科技农业

综合项目

永乐镇、

和睦镇
11

广东中光能投

资有限公司

黄郁青

13902844123
陈如

18929904965

项目建设200MW光伏发电站，总投资约11亿
元人民币，建成后预计年均发电量18000万
kwh,年均销售收入7000万元，年均纳税2200
万元。项目用地为一般农业用地、未利用地、

水库等，主要以设施农业光伏大棚建设为主

体，打造科技农业为主题，结合现代农业栽培

技术，进行中草药规范化种植，建设集科普教

育、中草药种植加工、养生与休闲观光旅游有

机结合在一体的主题农场。

科工贸局、农业农村局、县发改局、

林业局、自然规划局、水利局、融

水生态环境局、和睦镇、永乐镇、

县扶贫办、新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

司

2020年广东农特产品交

易会

6
年产80万立

方生态板及

阻燃板项目

康田工业

园
0.85

融水县恒东木

业有限公司

池总

13907829298

总投资8000万，建设厂房、办公楼及配套等附

属工程，主要生产生态板及阻燃板

县投促中心、县发改局、林业局、

自然规划局、水利局、县工管委服

务中心、市场监管局、消防救援大

队、融水生态环境局、新电力集团

融水供电公司

2020年融水县第二次集

中签约仪式

7
服装加工扶

贫车间项目
县城 0.3

浙江温州客商

马式柱

郑崇丕

13737288811

服装加工扶贫车间项目计划投资3000万元，年

产服装180万件、套，产值9000多万，可安排

500多人就业。项目将引入现代化，智能化管

理模式，改变人们对内地企业的落后、粗放管

理思想。项目总共需要车间面积7000平方米。

县投促中心、县发改局、农业农村

局、自然规划局、县工管委服务中

心、市场监管局、消防救援大队、

县扶贫办、融州资产管理公司、新

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

2020年融水县第一次集

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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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大健康类

8
九万山森林

康养小镇
汪洞乡 6

江西百金惠投

资有限公司

何金华

13807903336

项目选址初定位于汪洞乡境内，以腾合村、廖

合村为中心，辐射九万山自然保护区周边村

屯，总占地面积3200亩，建设内容：生态康养

酒店、生态农产品交易集市、森林民宿、大鲵

仿生繁殖科考保护基地、休闲体育健身中心、

民族风情园、休闲养生文化馆、户外拓展与野

外实训夏令营、百金惠国米基地、养生药材基

地、高端山泉水、古树茶开发。

县文体广旅局、汪洞乡、县发改局、

住建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林

业局、自然规划局、水利局、融水

生态环境局、县扶贫办、新电力集

团融水供电公司

2020年融水县第一次集

中签约仪式

四、服务业类

9
泊云科技城

市级智能停

车项目

县城 0.075

贵州泊云科技

有限公司黄喜

喜

15985417788

该项目将融水现有的近1157个道路泊位及81
个停车场，采用智慧物联网平台进行运营和管

理，采用“统一平台、统一管理、统一标准、

智能化建设、大数据服务”的理念发展城市级

智能停车管理系统。项目的建设能有效提高城

市临时占道停车的周转率和规范停车行为，解

决城市停车导致交通拥堵、停车收费公信力

差、市民出行困难、城市绿色节能等问题，还

可与城管部门、交警部门、税务部门平台对接

实现数据共享。总投资750万。

县投促中心、县发改局、县城管执

法局、交通局、公安局交管大队

2020年融水县第二次集

中签约仪式

10
松果出行共

享电动车项

目

县城 0.15

北京阿帕科蓝

科技有限公司

贾巨万

17666891272

共享电单车

县投促中心、县发改局、县城管执

法局、交通局、公安局交管大队、

消防救援大队

2020年融水县第一次集

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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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