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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机构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机构（以下简称“促进机构”）建设的指导，给出了促进机构建

立、基本条件、服务模式、促进机构的重点工作和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等方面的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促进机构的建设。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先进制造业集群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 

在具备先进技术水平的制造业领域中，地理相邻、空间相对集中的上下游产业企业、机构通过相互

合作与交流共生形成的产业特色鲜明，具有创新、引领和示范作用的，规模宏大的复杂网络结构和产业

组织形态。 

2.2  

促进机构 promotion agency 

采用市场化运营方式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发展提供服务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3 机构建立 

3.1 总体要求 

3.1.1 以促进产业集约集聚协同发展为目的，根据布局合理、产业协同、资源共享、生态环保的原

则，对集群进行规划布局和功能定位。 

3.1.2 充分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创新产业发展模式，着力推进集群企业科技进步，促

进集群企业管理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集群核心竞争力。 

3.1.3 发挥行业协会、技术机构、集群企业作用，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联合打造区域品牌，提

升区域竞争力。 

3.1.4 促进机构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应具有明显的创新特征和引领示范作用。 

3.2 成立 

促进机构应由集群骨干企业、行业组织、研发机构、高等院校、金融机构等发起，成立具有代表性

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独立法人机构。 

3.3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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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机构应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促进机构的组织章程，并制定有决策、监督、管理、和运营

“四位一体”的组织架构。 

应根据功能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a) 决策机构：董事会（理事会）、全体成（会）员大会等形式； 

b) 监督机构：监事会； 

c) 管理机构：管委会、秘书处、专家委员会等形式； 

d) 运营机构：综合管理部、项目部、技术部、金融部、国际部、宣传部、培训部、运营公司等部

门。 

促进机构组织架构参见图1。 

 

图1 促进机构组织架构参考图 

4 基本条件 

4.1 基本要求 

4.1.1 促进机构应具备可持续服务的能力，包括开展服务业务的基本设施（固定的办公地点、办公设

备等）和高素质的基本人员。 

4.1.2 规划引导产业发展战略、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等。 

4.1.3 及时了解产业发展动态、行业共性和非共性问题，建立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帮助政府落实政

策，为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4.1.4 联合集群龙头骨干企业及国际国内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和技术合作，以解决行业共性技术和

卡脖子问题。 

4.1.5 研究制定集群发展行动计划和产业技术发展路径图，通过联合参展、对外技术交流和考察等形

式，促进集群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并代表集群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等； 

4.1.6 提供产业咨询、技术研发、投融资、经营管理、市场开拓、人才培育等服务，提高机构的造血

功能，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4.2 人员要求 

4.2.1 促进机构的人员宜根据所服务集群的规模、范围和功能等合理确定，宜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和辅助人员，以保证集群推进工作的需求，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2.2 促进机构负责人宜具备但不限于下列条件： 

——具有行业影响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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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丰富的行业专业知识； 

——了解企业和政府的运作模式； 

——具备强烈的事业心和开拓精神；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4.3 管理要求 

4.3.1 促进机构应制定与本组织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并形成规范性文件。 

4.3.2 促进机构应制定对外提供服务的实施标准，并进行规范化的管理。 

5 服务模式 

5.1 服务定位 

联合各类服务机构、行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本着互惠共赢的原则，为集群成员提供服务，增强集

群可持续发展能力，打造以促进机构为网络核心的服务集群体系。 

5.2 服务内容 

促进机构可提供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技术服务、人才服务、管理服务、售后服务、信息服务、

金融服务、展会服务等。 

5.3 服务对象 

促进机构的服务对象包括但不限于： 

——核心企业、配套企业、原辅材料企业和其他产业链企业等； 

——产业集群中各类辅助配套和公共服务企业； 

——各类高等院校等人才培育机构； 

5.4 服务集群网络 

5.4.1 促进机构是集群的枢纽，是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网络化的核心，通过市场化竞争

机制加强了政府部门、行业组织、运营机构、金融机构、教育教学机构、研究机构和各类企业等相关方

的高效联通。 

5.4.2 促进机构可通过网络化布局，促进集群中各类机构的沟通和学习，加强合作。还可通过共同制

定集群产业技术路线图，解决竞争性企业的技术难题，促进重大项目攻关的合作完成，最终打造成命

运共同体。 

5.4.3 以促进机构为网络核心建立的先进制造业服务集群网络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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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服务集群网络参考图 

6 促进机构的重点工作 

6.1 党建工作 

6.1.1 加强集群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6.1.2 开展党员教育、三会一课、五化建设、主题党日等活动。 

6.1.3 健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包括但不限于：党员教育管理办法、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三

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党支部换届选举制度、党支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

廉工作制度、党建经费管理办法、党务公开制度、党支部档案管理制度等。 

6.2 促进集群发展 

6.2.1 研究探讨集群的发展方向、技术政策、法律法规等，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预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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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研究制定集群产业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以及技术发展路线图。 

6.2.3 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开展市场调研，进行市场预报，建立

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6.2.4 向政府反映集群及成员单位的愿望和诉求，在集群中贯彻落实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维护成员

单位的合法权益。 

6.2.5 接受政府委托承办或根据市场和集群发展需要，举办本集群的国内外展览会、技术交流会、产

品推广会，组织成员参展、参观；通过联合参展、对外考察等形式，代表行业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帮

助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6.2.6 通过整合资源，培育引进一批领军主机企业和知名配套厂家，扶持主配协同优势做大做强。 

6.3 管理服务 

6.3.1 建立自律性机制，规范集群自我管理行为，提高企业形象和市场信誉。 

6.3.2 总结交流企业的管理经验；探索企业深化改革的新途径；推广企业管理的创新成果；促进企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6.3.3 整合供应链需求，建设核心零部件与共性大宗商品集中采购平台，为企业提质增效创造条件。 

6.3.4 做好集群内部的价格协调和价格自律工作，维护集群整体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公

平竞争。 

6.3.5 牵头组织制定供应商综合评价标准，建立合格供应商管理体系，为产业集群构建优质配套供应

商的“蓄水池”。 

6.3.6 提供产业咨询、投融资、经营管理、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等服务。 

6.3.7 开展用户满意度调研、企业产品质量调研等工作，收集和反馈行业产品质量信息，协助政府作

好质量管理工作，促进产品品种、性能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6.4 技术服务 

6.4.1 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突出核心主体企业，整合高校及主配套企业力量，开展创新中心建设工

作，聚焦解决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基础零部件问题，组织集群成员联合开展重大项目攻关，实现高效

协同创新，共享科研成果。 

6.4.2 依托集群骨干企业，探索实施标准领航行动、公共服务健全行动及中国标准“走出去”行动。 

6.4.3 根据集群发展需要，联合相关企业与标准化组织共同制定主机通用零部件标准体系，不断提升

主机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降低零部件企业配套成本。 

6.4.4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支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围绕产业前沿、关键技术开展专利布局。 

6.4.5 受政府部门委托组织行业产品的技术鉴定，企业资质评审，科技成果评审等业务。 

6.4.6 受委托对集群内重大投资、改造、开发项目进行前期调研和论证并提出建议，为用户的采购、

项目招标提供推荐性意见。 

6.4.7 经授权开展行业统计工作和网络信息化工作。 

6.5 培训服务 

6.5.1 受政府委托，组织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各类项目培训。 

6.5.2 组织教育教学机构、培训中心和企业单位联合开展专业课程、定制化管理课程培训。 

6.5.3 组织开展员工技能培训等各类线上、线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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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 

7.1 服务评价 

7.1.1 应收集和制定相关评价标准，组织对服务机构和促进机构本身的服务能力进行年度评价。 

7.1.2 应定期邀请专业机构对促进机构的服务能力和运作能力进行第三方评价。 

7.1.3 进行第三方评价的专业机构可包括但不限于具备资质的认证认可机构、标准化机构或行业协会

等。 

7.2 持续改进 

7.2.1 促进机构宜遵循“策划—实施—检查—处置”的循环管理方法，不断寻求对服务的有效性和服

务效率进行改进。 

7.2.2 促进机构宜考虑评价的结果，以确定是否存在改进需求，这些需求宜作为持续改进的内容。 

7.2.3 通过持续改进，不断提高促进机构的服务能力和运作能力，逐步实现全面市场化的运行机制。 

7.2.4 促进机构宜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集群内其他成员机构的改进效果实施监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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