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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保护发展森林资源领导小组的

通　　知

高府发〔２０２１〕６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相关部

门，驻区各单位：

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和“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

环境行为”要求，严厉打击各类涉林违法行

为，着力加强森林资源源头监管，全方位落

实属地责任，强化林业生态资源保护管理，

推动形成森林资源大保护、大发展格局，为

筑牢嘉陵江重要生态屏障，提升林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积极为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贡献高坪力量，经研究，决定

成立保护发展森林资源领导小组。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组　长：兰吉春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何建新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徐洪伟　区政府办主任

陈晓明　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
主任

何　川　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唐　锋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姚明照　区委目标绩效管理办公

室主任

王　睿　区委编委办主任
青凌波　区财政局局长
任凤华　区发改局局长
刘宏波　区审计局局长
何红佶　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
杨建林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

业局）局长

陈仕伟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何

!

承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陈　君　高坪生态环境局局长
邓志勇　区城乡建设局局长
杜素太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跃平　区司法局局长
明　刚　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局长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

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高坪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林业局），由杨建林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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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南充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南充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法〉的通知》的
通　　知

高府办发〔２０２１〕２３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南充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充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

法〉的通知》（南府发〔２０２１〕３号）转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４月７日

南充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南充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法》

的通知

南府发〔２０２１〕３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南充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法》已经六届市委第２３６次会议、六届市政府第

１５３次会议审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南充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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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倡导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维护南充社会和

谐稳定，依法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

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

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２０１２〕３９号）、《四川省保护

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四川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综治办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

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川办发〔２０１３〕５号）等相关规定，结合

南充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见义勇为行

为，是指公民在履行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

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

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

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一）同正在进行的侵犯国家、集体财

产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作斗争的；

（二）同正在进行的危害国家安全、妨

害公共安全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

行为作斗争的；

（三）在发生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时，

抢救国家、集体财产的；

（四）其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

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免受正在遭受的侵害，

挺身救助的；

（五）积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侦破重

特大刑事案件，抓获犯罪分子起了重大作

用的。

本办法不包括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的

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和工作职责范围的

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充市行政区

域内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见义勇为人员的保护和奖励工作，具体工

作由同级党委政法委负责。

公安、教体、民政、财政、司法行政、卫

健、医保、人社、住建、退役军人等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见义勇为人员的保

护和奖励工作。

宣传、文化、精神文明等部门应积极宣

传见义勇为先进事迹，弘扬社会新风正气，

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爱见义勇为人员

的浓厚氛围。

第五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

织应当按照精神鼓励、物质奖励和提供保

障相结合的原则，对见义勇为人员及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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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彰和奖励，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基本生

活、医疗、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实际

困难。

第六条　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依

法受到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生活

困难的，给予必要帮扶。见义勇为负伤人

员享有被救助的权利。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培育

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等各类社会组织的

发展，引导并鼓励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定期

开展教育、公益捐助、志愿服务等多种关

心、关爱活动，在宣传、表彰、奖励、帮助解

决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实际困难等方面

切实发挥作用。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设

立见义勇为保护奖励专项基金，由各级政

法委具体管理。

第二章　确　认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申报

见义勇为先进事迹。应当在见义勇为行为

发生之日起９０日内向行为发生地党委政

法委进行申报，情况复杂的，期限可延长至

１８０日。

第十条　确认见义勇为应当做到行为

事实清楚，证据材料确实充分。党委政法

委收到申报材料后，对事实清楚、材料齐全

的，应当在３０日内作出认定；对事实不清

楚、材料不齐全的，应当要求申报人补齐材

料，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并在材料补齐或

者调查结束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认定；对需

要公安、司法机关配合调查的，相关部门应

在３０日内作出书面结论。下列材料经调

查核实，可作为确认见义勇为的依据。

（一）公安、司法机关提供的证明；

（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

村（社区）的证明；

（三）受益人提供的证明；

（四）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证明。

第十一条　见义勇为行为确认程序。

公民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的，由行

为发生地的县（市、区）党委政法委确认；外

国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的，由市

委政法委确认。县（市、区）党委政法委确

认有困难或者有争议的，可以移交上级党

委政法委确认。在确认过程中，党委政法

委可以组织纪委、组织、宣传、公安、司法行

政、人社、民政、卫健等有关部门的专家或

者邀请市民代表参与确认。

第十二条　对拟确认为见义勇为的应

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１５日。因保护见

义勇为行为人及其近亲属安全或者其他原

因需要保密的，可不予公示。公示期满无

异议或者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报同级人

民政府表彰奖励，并向社会公布；对不予确

认为见义勇为的，应当作出不予确认的书

面决定，并自作出结论之日起７日内通知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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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见义勇为人员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党委政法委应在报同级人民政府

确认前向社会广泛征询意见：

（一）报市级以上政府表彰奖励的；

（二）申报“革命烈士”称号的；

（三）社会反响较大需要征询意见的其

他情况。

第三章　保　护

第十四条　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单

位和个人有义务将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及时

护送到医疗机构，见义勇为受益人有保全

证据、提供真实情况、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

责任。

第十五条　救治见义勇为负伤人员的

费用，由公安机关责令加害人及其监护人

及时支付；无加害人或加害人及其监护人

无力承担的，由见义勇为人员所在工作单

位暂付；工作单位无力暂付或者无工作单

位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解决。

第十六条　见义勇为伤残人员的医

疗、误工及伤残后的生活补助费以及见义

勇为牺牲人员的丧葬费、生前抚养（扶养）

人的必要生活费等，按照下列顺序解决：

（一）加害人及其监护人承担；

（二）见义勇为人员所在单位承担或保

险机构按规定支付；

（三）发生地的见义勇为保护奖励专项

基金中支付；

（四）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解决。

第十七条　见义勇为人员参加了医

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按照保

险的有关规定办理。对见义勇为致残人

员，凡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的，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由人社部门落实相

应待遇；不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的，

按照《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由

退役军人等相关部门评定伤残等级并落实

相关待遇。

第十八条　因见义勇为负伤而误工的

人员，在国家规定的治疗期内，有工作单位

的，所在单位应视为正常出勤，原享有的劳

动报酬等待遇不变。

第十九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部分或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符合救助条

件的，由当地民政部门作为社会救助对象

予以救助。

第二十条　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符合烈

士评定条件的，依法评定为烈士，其家属按

照《烈士褒扬条例》享受相关待遇，由退役

军人等相关部门负责落实。见义勇为牺牲

人员不符合烈士评定条件，属于因公牺牲

情形的，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

定予以抚恤，由退役军人等相关部门负责

落实。属于视同工伤情形，被认定为因工

死亡的，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

于本人 ４０个月工资的遗属特别补助金。

参加工伤保险的，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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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由

人社部门负责落实；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

用人单位负责落实；遗属特别补助金由当

地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见义勇为牺牲人员

不符合烈士评定条件，且不属于因公牺牲

和视同工伤情形的，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２０倍加４０个月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

发放一次性补助金，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

单位落实待遇；无工作单位的由当地财政

部门安排，党委政法委负责发放，所需资金

通过见义勇为保护奖励专项基金统筹解

决。对于在非户籍地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

的，由事发地政府协调其户籍地政府共同

做好牺牲、伤残见义勇为人员的抚恤优待

和社会保障工作。

第二十一条　见义勇为人员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不计入家庭收

入，所得奖金或奖品按照现行税收政策有

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单位应当协调解决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的配

偶、子女及其扶养的亲属，在工作、学习、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第二十三条　人社等部门要积极扶持

就业困难见义勇为人员就业。地方各级政

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应当向符合就业困

难人员条件的见义勇为人员倾斜，并按规

定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

第二十四条　民政等部门要切实保障

低收入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基本生

活。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法定赡养人和抚

养人，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户籍所在

地县级民政部门要依法纳入救助范围。对

因突发性或临时性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

暂时困难急需救助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

实施临时生活救助。对见义勇为人员牺牲

或致残后丧失生活能力造成其子女事实上

无人抚养的，可优先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造成子女致孤的，属于城市特困供

养范围的，优先安排到城市特困供养机构

供养，符合农村特困供养的，按程序纳入农

村特困供养范围；对认定为孤儿的，依法纳

入孤儿保障体系，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发放

孤儿基本生活费。

第二十五条　教育等部门要加大对适

龄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受教育的保护力

度。见义勇为死亡或致残人员子女进入公

办幼儿园就读，应予以优先接收。见义勇

为死亡或致残人员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子

女可以在其居住地、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户口所在地、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由当地

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安排到公办义务教

育学校就读，享受当地居民同等待遇。见

义勇为死亡或致１—４级残疾人员的子女，

中考时按报考学校录取最低分数线５％的

标准，降低分数录取。家庭经济困难在校

就读的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其就读学

校应根据教育资助政策有关规定，优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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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资助。

第二十六条　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

切实解决中低收入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的住

房困难。对符合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等保障性住

房准入标准的城镇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庭，

应优先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优先配租、配售

保障性住房或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对符合

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应

当给予优先安排和适当照顾。

第二十七条　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等

部门要提高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医疗保障水

平。对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医疗机构要建

立绿色通道，坚持“先救治、后收费”原则，

对急危重症的，要优先救治。因负伤造成

长期医疗费用个人负担较重的人员，可通

过医疗机构适当减免医疗费用、城乡医疗

救助等方式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致孤儿

童的医疗保障，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城乡医疗救助等制度覆盖范围，符合条

件的优先给予救助，参保费用可通过城乡

医疗救助制度解决。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要加大对见义

勇为人员的保护力度，防止见义勇为人员

及其亲属受打击、报复或陷害。见义勇为

人员及其亲属受到诬告陷害或打击报复

的，可以向行为发生地县（市、区）公安机关

申请调查，公安机关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并

给予答复。对不宜公开或本人不愿公开的

见义勇为人员，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应当

为其保密。

第二十九条　见义勇为人员因见义勇

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可依法向加害人追偿

或要求受益人补偿。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

立见义勇为人员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机制，

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

作。因见义勇为行为或者保护社会公共利

益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被请

求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或向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

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

援助。

第四章　奖　励

第三十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经确认

后，由各级人民政府按权限给予下列表彰

和奖励：

（一）嘉奖；

（二）记功；

（三）授予荣誉称号；

（四）颁发奖金。

以上表彰和奖励可单独或合并使用。

第三十一条　符合见义勇为行为，经

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确认为“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群体）”的，根据其事迹和社

会影响，授予或申报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分为“见义勇为公民”、“见义勇为勇士”和

“见义勇为英雄”。

（一）事迹突出并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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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群体）”可申报为“见

义勇为公民”，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确认

并批准授予；

（二）事迹显著或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

社会贡献的“见义勇为公民”，县（市、区）

委政法委可推荐申报为“见义勇为勇士”，

由市人民政府批准授予；

（三）事迹特别显著或有重大社会影响

力和社会贡献的“见义勇为勇士”，市委政

法委可以推荐为“见义勇为英雄”，由省人

民政府批准授予。

第三十二条　获各级人民政府表彰或

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可享受如下特殊

照顾：

（一）符合就业条件的，享受优先待遇；

（二）本人或其子女符合征兵条件且自

愿的，优先推荐应征入伍；

（三）报考国家公务员的，同等条件下

按有关规定优先录用；

（四）在校学生可享受本校最高奖

学金；

（五）国家有其他特殊照顾政策的，依

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见义勇为表彰和奖励由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决定。获“见义勇

为勇士”荣誉称号或记二等功的奖励

２００００元／人；获“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号

或记三等功的奖励１００００元／人；获嘉奖或

确认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群体）”的奖

励５０００元／人。见义勇为奖励按“就高不

就低”原则，以行为人获得的最高荣誉奖

励，不重复奖励。

第三十四条　对已经被确认为见义勇

为的人员，因见义勇为行为住院治疗或牺

牲（死亡）的给予一次性慰问金。受轻伤住

院治疗的５０００元／人；受重伤住院治疗的

１００００元／人；牺牲的３００００元／人。

第五章　资金使用

第三十五条　见义勇为保护奖励专项

基金的来源：

（一）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拨款；

（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

捐赠；

（三）基金收益和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六条　见义勇为保护奖励专项

基金用于：

（一）奖励、慰问见义勇为人员及其

家属；

（二）按照本办法规定资助生活困难的

见义勇为伤残人员和牺牲人员家属。

第三十七条　市、县（市、区）党委政法

委，根据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生活情况，每年

春节前对特别困难的，开展生活慰问，并发

放慰问金。

第三十八条　见义勇为保护奖励专项

基金的使用，由党委政法委召集相关部门

集体研究决定，书面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

后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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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严格管理见义勇为保护

奖励专项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

用，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及捐赠人的

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５月１

日起施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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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南充武警支队教导处迁建项目

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高府办发〔２０２１〕２５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相关

部门：

因人事变动，南充武警支队教导处迁

建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相应调整，现将调整

后的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兰吉春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
区长

常务副组长：何建新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

区长

副 组 长：刘天灵　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
分局局长

廖祖远　南充武警支队副大队长
成　　员：徐洪伟　区政府办主任

石　宇　区政府办副主任
任凤华　区发改局局长
青凌波　区财政局局长
王跃平　区司法局局长

陈　君　高坪生态环境局局长
邓志勇　区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
杨建林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何红佶　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
朱旭东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总规划师

姜尤俊　小龙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　蜀　长乐镇党委书记
郭晓东　南充武警支队保障处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由杨建林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石

宇同志、朱旭东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具

体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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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工作流程的通知

高府办发〔２０２１〕２６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

门，有关单位：

为完善招商引资工作体制机制，促进

招商引资工作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打

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提升招商引资工

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根据“理顺流程、明确

职责、精准招商”的原则，现就进一步规范

招商引资工作流程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新引进南充市外投资（含外商投资），

符合我区产业发展规划，投资达２０００万及

以上的企业（不含房地产企业、建筑企业，

以下统称招商引资企业）。

二、工作流程

共分为信息收集、考察洽谈、评估审

查、项目签约、跟踪管理等五个阶段，视项

目情况可交叉或同步推进，具体需遵循以

下流程：

（一）信息收集阶段

１．信息收集。相关部门、园区管委会

和乡镇（街道）要结合我区电子信息、现代

物流、现代金融、丝纺服装、现代农业、装备

制造、文化旅游、现代服务、总部经济、教体

科技、医疗卫生、现代康养等１２个重点产

业，着力谋划一批发展前景广、产业链条

长、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产业项目，

充实招商引资项目库。相关部门、园区管

委会和乡镇（街道）要切实增强招商引资的

主动性，积极引荐对接来高投资项目，有效

挖掘优质项目信息，并及时报区对外开放

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经合外事局）

备案。

２．研判预审。相关部门、园区管委会

和乡镇（街道）要将项目信息提请项目对应

行业主管部门预审，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对拟招引项目的规划选址、环境影响、经济

效益、落地可行性等因素进行分析研判，形

成项目研判预审意见，并填写《南充市高坪

区招商引资意向项目备案表》，呈报区委、

区政府分管领导审阅，并报区对外开放合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经合外事局）备案。

（二）考察洽谈阶段

３．来高考察。通过预审的项目，由引

荐单位邀请意向投资方来高考察；涉及重

大投资项目的，由区委、区政府领导邀请意

向投资方来高考察；投资５亿元以上的重

大产业项目以及世界５００强、国内５００强、

民营５００强、上市公司等重点企业项目，由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接洽。各行业主管

部门具体负责客商接待、考察组织、项目对

接等工作，并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区委、区政

府，同时报区对外开放合作领导小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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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区经合外事局）备案。

４．外出考察。需组织外出考察的项

目，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提请区委、区政府领

导同意后，组织相关部门考察。外出考察

小分队要严格按照外出考察有关规定程序

和权限报批，从严控制人数和天数，严格遵

守有关纪律。考察结束后，外出考察小分

队牵头单位要及时将项目考察报告呈报区

委、区政府，并报区对外开放合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区经合外事局）备案。

５．对接洽谈。相关部门、园区管委会

和乡镇（街道）要加强项目的对接跟踪，单

位主要负责人要对项目亲自过问、亲自研

究、亲自推动，项目进展情况要及时向区

委、区政府报告。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围绕

项目投资额度、意向选址、用地规模或厂房

需求、经济效益、政策扶持、要素保障等内

容与项目方进行深入磋商，形成初步洽谈

意见后，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将相关情况

报区委、区政府，同时报区对外开放合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区经合外事局）备案。

（三）评估审查阶段

６．评估审查。拟落地项目由相关部

门、园区管委会和乡镇（街道）研究并报请

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由项目行业

主管部门组织项目准入评估，提出准入评

估意见。项目涉及用地的，由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提出选址建议方案。区委、区政

府分管领导根据项目准入评估意见和选址

建议方案，围绕项目产业定位、选址落地、

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组织相关单位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项目评估审查情况要及时

呈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四）项目签约阶段

７．协议起草。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项

目招引审查意见起草投资协议，项目所涉

及的相关部门参与项目洽谈和协议起草，

投资协议应明确项目相关投资约定（包括

项目概况、投资额度、用地性质及规划指

标、土地出让、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周

期、投产时间、退出机制、违约责任、投运后

对地方财税及就业贡献等）以及相关政策

条件（环保、安全、节能等要求），并同时约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协议合

法性审查后，经协议起草单位班子会议集

体研究通过后，由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召

集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审议，审议通过并

修改完善后，再按程序提交区委常委会、区

政府常务会审议。

８．协议签订。项目协议一般由区人民

政府签订，或经区人民政府授权同意后，也

可由相关部门、园区管委会和乡镇（街道）

签订。协议签订后，项目洽谈、审议和协议

等相关资料提交区经合外事局备案。

（五）跟踪管理阶段

９．土地出让。签订投资协议后，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和项目涉及部门、园区管

委会、乡镇（街道）要按协议约定按期完成

用地预审、土地征收、报批程序等前期准备

工作，并依法依规供应项目用地。

１０．履约管理。区对外开放合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加强项目履约管理，每季度

收集各相关部门开展项目履约督查情况，

针对项目的工作进展、投产达效等情况形

成督查通报，对项目开展全过程履约监管，

确保项目按期投产达效。项目涉及相关部

门、园区管委会和乡镇（街道）要针对项目

开工、竣工、投产、达产等关键环节加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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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监管，发现项目存在履约风险的，要及时

约谈投资方，督促按期履约。

三、保障机制

（一）强化组织领导。坚持把招商引资

作为“一把手”工程、“一号”工程，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将亲自谋划、亲自研究、亲自

推动；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要主动研究分

管领域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带队招大引强、

主动推动项目落地；各部门、乡镇（街道）要

树立招商引资“一盘棋”思想，注重信息沟

通，加强工作衔接，既各司其职，又团结协

作，形成招商合力。

（二）强化服务保障。推行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领导挂钩联系制，对达成意向的投

资项目，落实区级领导挂钩联系，并组建项

目专班，明确工作职责，形成“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个班子、一抓到底”的工作格局。

进一步完善项目跟踪服务“承包制”工作机

制，坚持从项目洽谈、项目审批到项目落

地，落实“保姆式”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真正把投资者“当客人、当亲人、当家

人”，切实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

周到、不放空炮”。

（三）强化督查考核。区委目标办、区

经合外事局要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和项目

推进考核办法，督导相关单位制定项目推

进计划，明确时间表、细化任务书、绘制作

战图，实施挂图作战。实行“月调度、季通

报、年考核”机制，相关部门、园区管委会和

乡镇（街道）项目推进情况将纳入年终目标

考核。

附件：１．南充市高坪区招商引资工作
流程图

２．南充市高坪区招商引资意向
项目备案表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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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关于李玉兰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高府人〔２０２１〕５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
各部门：

经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六届区政府第９６
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任命：

李玉兰为四川南充航空港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主任；

侯臖尧为南充现代物流园管理委员会

主任；

何　懋为南充市高坪区乡村振兴服务
中心副主任。

免去：

李玉兰的南充市高坪区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职务；

郭育肇的南充市高坪区应急管理局副

局长职务；

安　静的南充市高坪区螺溪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职务，保留原职级待遇；

刘爱军的南充市高坪区以工代赈办主

任职务。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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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关于张天鹏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高府人〔２０２１〕６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
各部门：

经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六届区政府第９６
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任命：

张天鹏为南充市高坪区保障住房管理

中心主任；

李海群为南充市高坪区投资促进服务

中心副主任。

免去：

张天鹏的南充市高坪区公路管理局副

局长职务。

区长：兰吉春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