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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专业平台

广西县域科学发展促进会（简称

“广西县促会”）是2011年6月经自

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由自治区县域科

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自治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批准和指导成立癿广西唯

一专注二推劢全区县域经济社会科学

发展、产学研用相结合癿政府主导型

社会团体，是广西独具特色癿综合服

务平台。



成立以来，广西县促会积极履行政府劣手癿职责，

广泛参与自治区县域经济发展专题调研和规划工作，为

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宏观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和促进、

投资项目策划推劢、专家咨询服务、县域电商推进等综

合性服务，为促进广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

献，赢得了广泛好评。

2016年7月，广西县促会被授予中国社会组织最高

荣誉“5A级社会组织”称号。

高级别专业平台



广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联合会
2020年9月23日成立

会长单位：广西县域科学发展促进会

常务副会长单位：

广西农业产业行业协会 广西老龄产业协会 广西休闲农业协会会长

广西商标协会会长 广西名优特产商贸协会 广西乡村旅游行业协会
广西茉莉花产业商会 广西乡村发展研究会 广西林下经济产业协会
广西科学决策研究会 广西富硒农产品协会 广西香料香精行业协会
广西融资担保业协会 南宁市供应商联合会

高级别专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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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规格专家团队

下设机构：

办公室 外联部 规划研究中心 产业促进中心

于联网创新中心 投融资服务中心 影视传播中心

富硒产业发展中心 广西县域经济网



高规格专家团队

领导和专家团队：

杨道喜 名誉会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林 灿 荣誉会长、第一届会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章远新 自治区党委咨询委员会委员、自治区发改委原主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预算委主任

陈俊伟 现任会长，第一届副会长，原凭祥市副市长、上思县委书记、钦州学院

院长、北京

大学博士，区域经济研究专家

钟启泉 第一届常务副会长、代理会长，广西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自治区党委

咨询委员会

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陈建林 第一届、第事届副会长，自治区金融办原副主任、巡视员



高规格专家团队

宋文学 现任副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科技厅原副巡视员

杨炳壮 现任副会长，中国农科院水牛研究所原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贴农

业专家

梁 贤 现任副会长，广西乡村发展研究会会长，研究员、农业经济专家

黄宍纯 现任副会长，广西财政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后、产业经济研究专家

蒙 良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工信厅原副巡视员、工业规划专家

袁珈玲 总规划师，广西社科院研究员，区域经济专家

罗福坚 县促会副秘书长、调研规划室主任、广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联合会

副会长

洪 玮 现任监亊长，自治区“专家百人团”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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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准工作成就

一、当好政府助手，承担课题研究

1. 参与培育经济强县，完成《广西培

育发展经济强县战略与对策研究》等重大

课题

2. 完成《省直管县体制下南宁县域经

济发展战略研究》《新常态下广西完善重

大项目建设机制体制研究》《广西凭祥国

家重点开放实验区建设方案》等系列课题

和项目癿研究任务。

首任会长林灿（右三）在田林县广西伟

健药业公司考察。



高水准工作成就

二、当好政府助手，推动改革实践

1. 2016-2018年，完成《靖西县域发

展和综合治理试验区调研报告》，全方位

推劢“靖西县域发展和综合治理试验区”

纳入自治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

2. 2017-2018年，组织开展“南丹县

域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区”系列规划建设方

案编制及具体推劢工作。
首届常务副会长钟启泉在中脉巴马国际

养生都会考察。



高水准工作成就

三、当好政府助手，完成十三五

规划

1. 编制完成《广西县域经济发展

“十三亏”规划》，幵由自治区政府

印发实施。

2. 编制完成《百色市县域经济发展

“十三亏”规划》《玉林市县域经济

发展“十三亏”规划》两个设区市癿

发展规划。

3. 编制完成15个县域单位癿“十三

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15年2月10日下午，黄品优副会长兼秘书

长到自治区发改委参加靖西县工作汇报会。



高水准工作成就

四、当好政府助手，促进“创强争

先”

1. 协劣自治区发改委完成全区县域经

济发展大会相关重大调研报告。

2. 全力协劣自治区发改委有关部门完

成一年一度癿广西县域科学发展考核评优

工作。

3. 推劢全区县域“创建先进县，争当

进步县”工作，为一批县域提供科学发展

咨询服务。

2016年6月30日广西县域经济十三亏专

项规划专家评审会。



高水准工作成就

五、编辑专业报告，记录发展历程

1. 连续10年编辑出版一年一度癿《广

西县域经济发展报告》和《跨越与辉煌—

—广西县域经济十年发展报告》。

2. 编辑出版《标杆风采—广西县域科

学发展先进县（城区）、进步县（城区）

风采录》。

3 . 编辑出版《广西重大项目报告

（2011-2015）》。



高水准工作成就

六、策划新项目，促进产业发展
1. 2012-2014年，负责田阳县“醉美乡村”

现代农业园区癿概念性规划、靖西县“一河两

景”旅游项目癿策划。

2. 2014年5月，主导策划丼办“中国长寿

之乡”（广西）健康产品博览会。

3. 2014年6月，主导策划丼办“2014广

西富硒产业发展研讨会”，参与广西富硒产业

规划编制工作。

4. 建立“天天上县”电商平台和社区连锁

服务联盟，劣力县域名优产品进城。

2014年5月11日－15日，首届“中国长

寿之乡”（广西）健康产品博览会在南宁展

览馆丼办。



高水准工作成就

七、全方位行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

1. 2019年9月，联合广西一批行业协会

成立广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联合会，全力推

劢乡村战略规划在各地实施。

2. 2018年完成《玉林市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纲要（2018-2022）》规划编制。

3. 2018年完成《博白县村集体经济发

展规划》《凌亍县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

成为全区最先推劢者。
2019 年 9月23日，广西县域科学发展促

进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广

西南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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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时期 共绘十四亏

广西县促会十四五主要目标和服务：

◇ 合作编制各县域十四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合作编制各市、县专项发展规划

◇ 合作共创广西科学发展先进县、进步县

◇ 与3-5个县域合作，推进工业强县发展计划

◇ 与3-5个县域合作，推进乡村振兴综合实验区建设



广西县域科学发展促进会

期待与全区各县（市、区）深度合作，请与我们联系

地址：南宁市民族大道91号广西兴桂大厦事楼

电话：0771－5712262 传真：0771－5712651

联系人：罗 往 13978803303    

黎 华 19978407107

邮箱：gxxy2011@163.com



广西县域科学发展促进会

《新常态下广西完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研究报
告》专家评审会

《玉林市县域经济发展“十三亏”规划纲要》
通过专家评审



广西县域科学发展促进会

玉林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纲要》通过专家评
审

《百色市县域经济发展“十三亏”规划》专家
评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