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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itisa.org 网站交流平台作用初显 

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站 www.citisa.org 自开通以来，功能逐渐完善，点

击率不断攀升。各试点联盟、地方科技厅等都借助网站开展信息交流，电子贸易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乳业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踊跃投稿，沟通交流联盟在利益机制、责任机制、信用机制

等方面的做法，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的探索，以及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进展；

四川省科技厅等地方科技主管部门也积极介绍本省联盟建设的进展和成效。有些联

盟通过网站寻找相近或互补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展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各试点联盟

通过网站邮箱，积极沟通开展标准工作的情况，圆满完成了标准工作情况的问卷调

查。 

欢迎联盟和各有关单位关注网站，并积极投稿，以更好地发挥出联盟网站的交

流作用。请点击访问“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站，网址为：www.citisa.org。 

 

联络组开展了联盟标准工作情况问卷调查 

推动联盟积极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开展相应的技术标准研究制定工作，是联盟

试点工作的重要任务。为了解试点联盟开展标准工作的情况，探索依托联盟制定技

术标准的有效方式，我们对 56 家试点联盟开展了标准情况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已

结束，各试点联盟及时反馈了问卷，TD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助试点联盟联络组

对问卷进行了分析，针对联盟开展标准工作的情况、组织方式、存在的困难等，进

行了初步汇总，形成了问卷分析报告。为科技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推

进联盟标准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持。 

http://www.citi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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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加工联盟召开理事会 

共同签署食品安全承诺书 

2011 年 11 月 1 日，以“新时期、新战略、树诚信、谋发展”为主题的肉类加工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一届理事会议在北京陶然大厦召开。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

司李新男巡视员、农村司产业科技处胡京华处长出席会议，国家肉类加工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所长王守伟、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玉芬、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祝义亮

等 33 位理事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理事长王守伟致欢迎辞。李新男巡视员和胡京华处长分别做重要

讲话。李新男巡视员对联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各位理事能抓住当前机遇，充

分总结前期工作中的好经验好方法，促进联盟更快更好发展。他勉励大家，在新时

期要继续完善产业技术创新链，加强信任机制的建设，提高联盟准入“门槛”，营

造优势互补的合作环境。他对联盟拟建立联盟标准，打造高品质标志性联盟产品，

给予高度评价。 

胡京华处长介绍了“十二五”期间政府对食品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以及现代

食品产业的发展趋势，她指出，肉类加工产业在经济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联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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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应着眼于实现全程产业链的工业化、多元化，强化产业共性核心技术的创新

能力。 

会上，举行了理事单位授牌仪式，各成员企业共同签署了《联盟成员保障肉类

食品安全承诺倡议书》。会议审议通过了理事长王守伟所作《联盟工作报告》和秘

书长乔晓玲所作《秘书处工作报告》；讨论了《知识产权协调委员会工作办法》、

《肉类产业联合研发基地管理办法》等制度建设草案；补充了新申请加入联盟单位

的审批程序；讨论了发生产业突发事件时的媒体应对策略，承诺在保护消费者利益

的同时要维护产业利益；商定先选取 1-2 个典型产品，正式着手制定联盟标准。 

各位理事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联盟的各项工作，争取在“十二五”时期内，

将联盟打造成高效、完善的产业技术创新综合性平台，发挥技术创新的引领带动作

用，为产业乃至行业的健康发展谱写最强音！ 

（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供稿） 

 

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召开 2011年第 2次专家委员会 

2011 年 9 月 21 日， “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2011 年

度第 2 次联盟专家委员会在江苏常州市召开，38 家联盟成员单位的专家委员或代表

共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吕建雄副所长和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南京林业大学家具与工业设计学院吴智慧

院长分别主持。 

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叶克林所长向会议代表汇报

了“联盟科研创新工作进展和计划”，重点介绍了“十二五”联盟按产业链组织创

新链的科研创新工作计划，以及申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 863 计划等各类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的进展，并向与会代表通报了联盟在科技部设立了独立的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申报账户等内容。 

联盟常务副秘书长、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科技处张宜生主任汇报了“2011

年度联盟专家企业行”活动的情况。此次活动为充分发挥联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单位的技术优势，更好地服务于联盟企业，及时了解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协助企业

诊断生产中的问题，以“联合协作、资源共享”为原则，在 7～8 月份间，联盟组织

了首次“联盟专家企业行”活动。张宜生副秘书长从活动组织情况、发现的技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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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取得的成效、活动各方提出的建议，以及联盟技术创新任务、技术保障措施等

方面全面总结汇报了活动情况。 

由联盟组织实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重点项目“木竹先进加

工制造技术研究”５个课题向会议代表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和验收准备情况。各课

题通过分工合作、联合攻关，充分发挥产、学、严的联动力量，均已完成任务合同

书中规定的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目前正在积极地完善课题总结，等待科技部的验

收。 “2011 年度木竹联盟科研计划”5 个课题也分别汇报了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在

课题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各课题的研究工作均已确定了研究方案，

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工作，部分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此外，会议代表还就“2012 年度联盟科研创新计划”新设领域和方向积极进行

了讨论，共提出 37 项意见和建议。联盟秘书处将结合“2011 年度联盟专家企业行”

活动提出的技术难题与需求，进一步总结凝练木竹产业近中期科研创新任务，针对

性地努力争取在各类科研创新计划中分别落实。 

（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供稿）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检查督导项目执行情况 

8 月 26 日，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农业机械

化科学研究院方宪法副院长带队专家组到黑龙江检查督导“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大型农用动力与作业装备研制”重点项目和“863 计划”“现代农机智能装备

与技术研究”、“秸秆收集固化成型关键技术及装备”重点项目有关课题执行情况。

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东北农业大学、佳木斯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

大学等 4 家单位分别汇报了所承担 7 项课题任务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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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对有关单位承担课题任务执行情况表示肯定，同时要求有关单位、课题

组要继续高度重视，群策群力，做好课题的执行工作，完成好课题，一是要进一步

提升研究的技术水平和层次，促进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产出；二是要加强对关键技术

突破和创新点的总结凝练，进一步突出项目研究的特点和亮点；三是要始终高度重

视经费使用和管理，做好预算执行和决算工作；四是要抓紧时间做好田间性能试验、

检测鉴定、示范推广、标准编制等有关工作，做好审计验收有关准备工作。 

根据安排，为全面了解项目课题执行情况，加强对课题执行的督促和指导，农

业装备联盟还将组织专家分批对三个项目的其他课题承担单位进行督导检查，确保

项目按时、高质量全面完成。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供稿） 

 

电子贸易联盟制定方案 

学习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改革精神 

10 月 17 日，电子贸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代表参加科技部组织的推进“十二

五”国家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改革视频会议。为贯彻落实“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

计划和经费管理改革精神，推进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加强“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和经费的管理，科技部会同财政

部修订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7 

 

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管理办法》并发布《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

业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围

绕科技发展需求和科技界诉求，着力解决科技计划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新

问题。改革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目标，加强系统布局，优化资源配置、鼓励开放共

享，通过多渠道征集指南与课题建议，建立备选项目库、采用网络视频评审答辩、

实施项目法人管理责任制和项目专员制等方式，完善科学的管理监督机制，同时，

加快技术转移、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重视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创

新环境，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全局性和长远性问题

中的重要作用。 

“十二五”是崭新的起点，根据会议精神，电子贸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

加紧设计、制定有针对性的会员培训与服务方案，组织即将承担 “十二五”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的成员单位和有意愿参与国家科技创新任务的联盟成员单位认真学习、

研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

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管理办法》、《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专项

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宣传、贯彻、落实改革精神，努力推进“十二五”

科技创新与发展。            

                             （电子贸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供稿） 

 

太阳能光热联盟 

与地方政府合作推进联盟发展 

10月26日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与黄冈市人民政府全面合作框架协

议签约仪式在黄冈宾馆会议中心举行。黄冈市委常委、副市长熊长江同志到会致辞，

并代表黄冈市人民政府与光热联盟秘书长邵继新签订了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参加此次签约仪式的还有光热联盟常务副秘书长李兴，以及来长沙锅炉厂有限

责任公司、东莞市康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甘肃省建材设计院、广东五星太阳能有

限公司、湖北贵族真空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凯佳电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皇明太阳

能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太阳雨太阳能有限公司、武汉理工大学、新疆宝

安新能源矿业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等联盟成员单位的代表。黄冈市国

资委、招商局、科技局、规划局、质检局等单位的负责人，黄冈市部分相关院校、

企业的代表也参加了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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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上，熊长江副市长代表中共黄冈市委、黄冈市人民政府对光热联盟各

位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熊副市长介绍了黄冈的概况，表示黄冈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太阳能光热产业的发展，积极支持将太阳能光热产业做成集群，形成产业

规模和示范效应，并希望光热联盟多为黄冈的太阳能光热产业发展献计助力，实现

合作共赢。光热联盟秘书长邵继新分析了太阳能光热产业的良好发展形势，并指出

光热联盟将和黄冈市人民政府、黄冈市各相关企业建立全面合作关系，通过科技协

作、建立地方联盟分支机构、建立院士工作站、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关、合作开发

光热产品、联合培养太阳能技术人才。 

当天，光热联盟一行还参观了湖北贵族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兴和电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鄂东职业技术学院、湖北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和黄冈

禹王工业区。 

（太阳能光热联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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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站投稿规范的通知 

各试点联盟：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站是各试点联盟集中展示与相互交流的平台。为

促进试点联盟的交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试点联盟动态，为联盟健康有序发展提

供服务，现将投稿规范通知如下： 

一、稿件内容及格式要求 

（一）内容 

主要涉及： 

1、本联盟召开的重要会议、活动；联盟的重要新闻；试点联盟在区域开展的各

种活动（以上内容需配照片）； 

2、联盟承接国家重大专项的进展情况；联盟产品研发情况；联盟专业领域标准

化制定情况；联盟组建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情况； 

3、联盟简报； 

4、联盟宣传展示（联盟实例展示）； 

5、联盟新建网站； 

6、联盟的经验交流材料，包括三大机制、秘书处专职化、产业链构建等方面； 

7、联盟的新举措、新动态 

8、促进联盟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关工作报告等。 

（二）格式 

1、照片及图片类 

JPG 形式，不能小于 600px*400px； 

2、“联盟实例展示”需按要求制作成 4-5 张 JPG 格式的展板图片，宽度为 800px。 

3、新闻及报告类 

WORD 或 PDF（不超过 2MB）形式。 

二、联盟联络组收件箱的使用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站首页左侧居中位置设有“联盟联络组收件箱”，

供各试点联盟报送信息，方便各联盟与联盟联络组沟通交流。点击收件箱后，可直

接跳转至您的 outlook 或 foxmail 等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件，方便用户高效快捷的发送

邮件（前提：用户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件的账户信息已设置）。 

如不用此方式,也可直接发邮件至联络组电子信箱: citisa@citisa.org 

mailto:citisa@citi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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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需求”版块的账户使用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站中设有“合作需求”版块，旨在提供联盟间合

作、接洽的信息平台，各试点联盟可以在此发布需求信息、实现联盟之间的对话与

交流。 

联盟联络组拟向各试点联盟秘书处分配登录账户，各联盟秘书处确认接收账户

后负责管理与使用账户，确保“合作需求”版块的安全与健康运行。 

四、投稿方式 

（一）通过联盟网页上点击“联盟联络组收件箱”发送 

（二）通过电子邮件地址： citisa@citisa.org 发送 

（三）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 号 战略联盟联络组 100081 

联系人： 

邸晓燕：13121716345 

于 水：13810706055 

办公电话：010-62184553，62186866 

传    真：010-62184553 

 

 

 

 

 

联盟联络组办公室 

20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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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中科院、工程院、国家开发

银行、发改委、工信部、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关联盟 

 

本期责编：于水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 号  100081  

电话：010-62184553，62186866      传真：010-62184553 

网址：www.citis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