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123)45

.6789:;

<=>?@A

* + BCD EFG

, * HIJ

* - K L MNO PQR

. / !+#,%&STU

!

V

0 1 !

"#$%

"

&&'&#!!

!"!!

!"

#

#!$"

!$

#"

!"!!

!

%"

%

%"

&'(

!"#$%

&'()$%

)*+,-./0123456789:;<=>?

,*'#

!"!!

$

!!

V

%&'

!"#*+,$%

)@+,-./01234AB#)@+,-.$C

DE%FGFHIJKLM!

!"!%

&

!"!(

!"'=>?

,*W%

!"!!

&

()

V

)@+,-./01234AB)@+,-.NO

PQ!RS".TU1VWXYZ[(\;Z[!"]

^"=>?

,*W%

!"!!

&

(*

V

)@+,-./01234AB#)@+,-._`

DabcdefghiUjklmn'=>?

,*W%

!+!!

&

('

V

"!

))

%*#

)@+,-./012opq34rs,-."t

uvwxyz{|}~���=>?

,*-W%

!"!!

&

'"

V

)@+,-./012opq34AB#)@+,-

.

!"!!

!FH����|}klmn'=>?

,*-W%

!"!!

&

'&

V

)@+,-./012opq34AB#)@+,-

.����1:�:��KL�K��K=klm

n'=>?

,*-W%

!"!!

&

')

V

%'#

%)"

%)(

,,-.&,

!"#$

/01,23,45,6

%&'

789



书书书

区政府文件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总第２３期）

２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南充市高坪区“十四五”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的通知

高府发〔２０２２〕１４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

《南充市高坪区“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已经七届区政府第
１２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七届区委常委会第３４次会议审定，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

南充市高坪区“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前　言

“十三五”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

来，区委、区政府把乡村振兴作为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作为高坪区全局工作两个基本

面之一，城乡融合发展作为高坪区基本目

标，战贫、战灾、战疫取得积极成效，有力推

动了高坪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十四

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

五”开局以来，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

生百年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促

使大变局深化加速，我国将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脱贫

成果、实现乡村振兴，使“三农”工作“战略

后院”的地位更加凸显，高坪区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战略机遇期。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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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三农”工作制定了路线图、下达了任

务书、排好了优先序，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

“三农”领域投资，也为农业农村补短板、锻

长板、筑底板奠定了坚实基础。高坪区要

在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找准定位，构建新格

局，全面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迈

开新步伐。

第一章　发展基础与形势

１１　发展基础

１１１　区位概况

１１１１　地理区位

高坪区位于东经１０６°０２＇３９＂—１０６°２８＇

５７＂，北纬３０°３４＇０８＂—３０°５８＇２３＂。地处四

川盆地东北部、南充市东南部嘉陵江中游

东岸。东与蓬安县、广安市岳池县接壤，东

南、南与广安市岳池县、南充市嘉陵区毗

邻，西南隔江与嘉陵区相望，西、西北、北与

南充市顺庆区依江相连，北、东北与蓬安县

交界。

１１１２　交通区位

高坪西距成都２００公里，南至重庆１５０

公里，与成渝呈三角之势；国道３１８线（上

海至拉萨）穿境而过；境内有自西向东的南

广高速横穿高坪、位于西南面的兰海高速、

以南广高速为起点的张南高速和绕城高速

四条高速在高坪境内纵横交错，辐射全境；

能起降大型客机的高坪机场，已开通北京、

广州、深圳、西安、杭州等 １３条航线；达

（州）成（都）铁路全线最大的二级货运站

位于境内小龙街道，兰（州）渝（重庆）铁路

在此与达成线呈大“十”字交汇，交通区位

优势明显。

１１２　自然条件

１１２１　地形地貌

高坪区位于川中丘陵区，整体上地势

东高西低，形成由东向西缓倾走势，东部是

华蓥山脉支系金城山，为高坪区最高点，海

拔８２４６米。南边阙家镇鲜江村梯子湾靠

嘉陵江边，是高坪区的最低点，海拔 ２４３

米。受地质、山脉、河流、气候等因素的制

约和影响，形成平坝、浅丘、中丘和低山地

貌。平坝区分布在境内嘉陵江沿岸的江

陵、龙门、小龙、白塔、清溪、青居、阙家等乡

镇（街道）部分村社的一、二级台阶上，一般

海拔２８０米左右。浅丘宽谷坝区分布在境

内腹地的东观、走马、老君、青莲以及会龙、

长乐、龙门、擦耳、石圭等乡镇（街道）部分

村社，海拔在３００米左右。中丘中谷区分

布在擦耳、会龙、长乐、老君、青莲、青居、石

圭、阙家等乡镇（乡镇）部分村社，海拔３３０

米左右。低山、深谷地区主要分布在金城

山脉及其支脉的长乐、胜观、东观、老君、佛

门等乡镇（街道）部分村社，海拔 ５００米

以上。

１１２２　气候条件

高坪区属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

雨量充沛、光照适宜，兼有春旱少雨、回春

不稳，夏热多雨、旱涝不均，秋短天凉、冬暖

干燥、霜雾频繁等特点。年均气温１７５℃，

年均相对湿度７９％，年日照１３３０７ｈ，最冷

月平均气温 ６５℃，最热月平均气温

２７９℃，极端最高气温达４０１℃，极端最低

气温为 －３１℃，年≥１０℃的有效积温

５５５７３℃，年平均降雨量 １０２０—１１１２毫

米，无霜期３１４天。

１１２３　水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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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坪区内有一江四河，水系发达，流经

境内２０多个乡镇（街道）。嘉陵江从蓬安

县入境沿区境西北部边缘由北向南流经江

陵、龙门、小龙、白塔、清溪、都京、青居、阙

家８乡镇（街道），全长约１０２公里；近年平

均流量８７８立方米／秒，最大流量３２７万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１１９立方米／秒，径流

总量２７６９８亿立方米，年过境水量２６９７８

亿立方米。

１１２４　土壤条件

高坪区土壤类型有红棕紫泥土、棕紫

泥土、灰棕紫泥土、老冲积黄泥土、紫色冲

积土、灰棕冲积土等，土壤深厚肥沃，ｐＨ值

介于５—８５之间，适宜作物生长。

１１２５　土地利用现状

高坪区现有土地面积８０５万公顷，其

中农用地面积７０６万公顷，占总土地面积

的８７８８％，耕地３５８万公顷，占农用地面

积５０７％，农民人均耕地面积约０８９亩。

现已建成高标准农田３５７８万亩，中低产

田的面积为３２８６万亩，所占耕地比例为

６１１０％。区内耕地土壤以水稻土、紫色土

为主，水稻土占耕地面积的５７９％，紫色土

占耕地面积的３７１％，其他占５％。

１１３　社会经济条件

１１３１　行政区划及人口

高坪区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

中游东岸，幅员面积 ８０６平方公里，辖 １１

个乡镇、８个街道，人口６０万，其中，农业人

口４０万，耕地面积４６６３万亩。

１１３２　经济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２１２０１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５１％。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３６７３亿

元，增长６１％；第二产业增加值８３５３亿

元，增长４９％；第三产业增加值９１７５亿

元，增长４９％。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为 ２１２％、４２１％和 ３６７％，三

次产业结构为１７３∶３９４∶４３３。全区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１３８７９亿元，下降

１９％。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２０１６元，增长 ６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１５８５５元，增长９４％，城乡收入比

为２０２∶１。

高坪自古即以果州著称，素有“丝绸之

乡”“柑桔之乡”的美誉，是全国蔬菜产业

重点县、全国产粮大县、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全省现代农业建设重点县、全省现代林

业重点县、全省花椒特色农产品优势县。

２０２０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６６０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６８％。其中：农业产值

３６３６亿元，增长４７％；林业产值０８７亿

元，增长５２％；牧业产值２６８７亿元，增长

９４％；渔业产值１６４亿元，增长３８％；农

林牧 渔 服 务 业 产 值 ０３３亿 元，增

长１９１％。

１１３３　农业产业情况

近年来，高坪区重点发展粮油、生猪、

蔬菜、柑桔、花椒、佛手、蚕桑等主导产业，

全区农业逐步实现由传统化向规模化、产

业化、现代化转变。２０２０年，全区粮食播

面稳定在 ５３８万亩以上、产量 ２０８４万

吨，柑桔面积达２５万亩、产量２０万吨，蔬

菜常年播栽面积３３６万亩、产量４９１７万

吨，佛手面积达 １２万亩，年出栏生猪

５４５３万头，全区农业增加值实现３２１６亿

元、增长２８％，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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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十三五”发展成效

１２１　主导产业加速培育

通过多年努力，目前全区以粮油、蔬

菜、柑桔、花椒、生猪、蚕桑为主的产业体系

基本形成。一是晚熟柑桔产业不断壮大。

以嘉陵江流域，阙家、石圭、江陵、走马、东

观等乡镇为重点，建成嘉陵江流域高坪甜

橙农旅观光产业环线、螺溪河流域晚熟柑

桔粮经复合产业环线两条产业环线，柑桔

面积达２５万亩，年产量达２０万吨。二是

木本油料产业规模初具。沿金城山脉东西

布局，以会龙、胜观、长乐、擦耳等乡镇为重

点，已建成青花椒产业基地１０万亩，年产

鲜花椒达１５万吨，形成了金城山脉木本

油料森林康养产业环线。三是生猪养殖产

业加快发展。坚持种养循环，大力推行

猪—沼—果、猪—沼—菜等循环模式，引进

温氏集团３０万头生猪一体化项目，围绕种

植业基地布局１００个温氏托养场。目前，

已建成大型种猪场３个、大型生猪繁育基

地３６个、标准化养殖小区（场）２００多个，

其中万头标准化生猪规模场３个，年出栏

生猪达５０万头以上。四是佛手产业不断

发展。以佛门、老君等地为重点，已初步形

成佛手产业链，已建成佛手基地１２万亩，

年产量达４０００吨。

１２２　品牌创建特色发展

高坪区始终把农产品品牌创建作为发

展特色高效农业、提升农业竞争力的重要

措施，依托本土农产品优势，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一是

本土品牌做大做强。通过强化农业品牌顶

层设计和制度创新，以名企、名牌、名品为

抓手，做大、做强、做响高坪本土品牌。“高

坪甜橙”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溪贡米”、“过江龙牛肉”等６个品牌被

认定为四川省著名商标，“烟山冬菜”被授

予“中华老字号”荣誉称号，农业产品附加

值不断提升。二是品牌质量优势显现。始

终把做优品质作为品牌发展的第一要义，

大力实施质量兴农、绿色优农、品牌强农，

着力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高产品

知名度和附加值。目前，全区已完成无公

害基地整体认定，认证有机农产品２３５万

亩、绿色食品８个、有机产品３０个，被认定

为全省首批现代农业柑桔产业基地强县，

获得“中国甜橙之乡”的美誉，品牌基础不

断夯实。三是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围绕科

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品牌，以

特色产业品牌、领军企业品牌为主体，农产

品品牌体系基本完善。目前，全区建成省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１０个，市级龙头企

业３３个，建成国家级示范合作社３个、省

级示范合作社１４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２４

个，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依托

南充现代物流园区、当当网农村电商总部、

友信龙农产品交易中心等建立农村电商服

务店１６０余个，品牌效应不断扩大，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模式基本成型。

１２３　产业联动提质增效

提升现代农业园区。围绕粮油、蔬菜、

生猪、柑桔、花椒、蚕桑等主导产业，统筹布

局生产、加工、物流、示范、服务等功能，推

动生产要素向园区集聚，提升改造优势特

色产业基地，梯次推进省、市、区级现代农

业园区创建，打造一批一二三产业融合、产

加销一体、主导产业明显、产业链条完整的

现代农业园区。发挥中法农业科技园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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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作用，集聚创新资源，加强与科研院所

合作，着力拓展农村创新创业、成果展示示

范、成果转化推广、职业农民培训等功能，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一是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围绕农产品

初加工基地建设和冷链物流建设做文章，

全区建成粮油加工企业９个，建成蔬菜精

深加工企业３个，建成柑桔初加工基地５

个、精深加工企业１个，建成花椒初加工基

地５处，建成畜禽产品精深加工企业２个，

建成佛手初加工基地４处（１处在建），建

成农产品冷藏库１００００平方米，农产品加

工仓储正在快速发展。二是物流建设四通

八达。建成农产品集配中心２个，南充现

代物流园区友信龙３０万平方米农产品交

易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建成了较为完善

产业基地主干道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干

道，为产品销售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农旅

融合厚积薄发。按照农旅结合、三产联动

的思路，以中法农业科技园为引领，大力推

进特色乡镇建设，以旅促农、农旅互动，将

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中法农业

科技园评为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醉美

橙香”“走马观花”“擦耳桃源”等 ＡＡＡ景

区相继建成，２０２０年，全区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接待游客 ３３２８万人，旅游收入

１６６７亿元。

１２４　环境改善成果显著

“十三五”以来，在高坪区委、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

谐新农村，推进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以农村

环境整治为工作重点，结合高坪区实际，通

过“十三五”规划，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

是村容村貌有了新变化。通过环境整治，

道路硬化，村庄清扫，彻底改善了农村“脏、

乱、差”现象。二是危房改造成效显著。以

老百姓最急、最盼的住房保障问题为主，其

次为厕所、厨房改造。全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已争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省级１０９８２

亿元，市级补助资金３８１１万元，有效缓解

了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也

加快了危房项目改造的进度，项目惠及

７５８４万户，成就显著。三是农村生态治理

效果明显。污水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重

点，也是难点，东观镇投入２４００多万元建

设污水处理厂，每天能处理城乡居民生活

污水３０００吨左右，改善了东观镇街道污水

横流、臭气熏天的情形。高坪区十三五以

来累计投入资金１９４９亿元，不断开展城

乡环境整治，切实加强环境生态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区优良天数达标率 ９３２％，同

比上升 ２６％；ＰＭ１０同比下降 １１４％；

ＰＭ２５同比下降１４７％，“高坪蓝”已经成

为常态。蔚蓝的天空为高坪“宜居、宜业、

宜游”创造了条件，也是高坪蓝天保卫战成

果的见证。

１３　存在问题

１３１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通过“十三五”集中攻坚，贫困村的基

础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非贫困村的基

础设施显得相对薄弱。面临部分道路未硬

化、不连贯、农业用路宽度不够等问题，农

业现代化设施相对较低，灌溉设施不完善

等；改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

服务，逐步实现均衡性发展是高坪在“十四

五”要解决的问题。

１３２　乡村振兴人才缺失

随着城镇化加快，大量青壮年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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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成为乡村

人员主体。全区乡村高中文化以上常驻人

口比例较低，农村老龄化、缺人才的问题日

益突出。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乡村干部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逐年增

大，但工资待遇相对较低，收入来源较为单

一，有能力、能干事的乡村干部外流趋势明

显，“人才短板”成为高坪区乡村振兴的最

大“拦路虎”。

１３３　新型经营主体乏力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结构不优，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不强。从高坪区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情况来看，传统产业没有形成真正的

主导产业、品牌产业，产品市场化程度不

高，规模化经营效应不显著。由于存在个

别产业发展定位不准、规划不全等问题，大

多新型经营主体投资较大、产出效益不高。

同时也因为新型经营主体融资缺少可抵押

的资产，而政府搭建农业产业融资平台还

做得不够，也没有专门的农业信息平台，农

业技术等涉农信息交流不畅，新型经营主

体融资难度较大，影响发展。

１３４　三产融合深度不足

农业仍然处于为其他产业提供要素和

产品的初级阶段，产业之间互动融合程度

较低，过度依赖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产品

加工业大而不强，在要素资源利用、科学技

术研发、加工链拓展、产品类型等方面开发

不足；休闲农业发展速度较快而发展水平

不高，富有创意的精品较少，农业多功能性

开发不足。

１４　主要挑战

１４１　发展资金需求总量大与财政

投入能力有限的挑战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太多，量

大面宽，推进农业发展面临多方面、多类型

的资金紧缺挑战。本级财政资金可用于农

业发展的数量严重不足，亟需撬动大量社

会资本进入农业发展领域。

１４２　农业产业化能级提高与环保

要求不断严苛的挑战

一方面养殖规模化、农业产业化使得

农村畜禽养殖、农药、化肥、农膜和秸秆呈

现立体污染特征；另一方面要大力实施农

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行动，建立农业绿色循

环低碳生产制度，大力推广种养结合循环

农业发展模式和技术，加强产地环境保护。

１４３　现代农业技术要求高与劳动

力素质低之间的挑战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挑战严

峻。一方面，现代农业项目具有技术密集

型的重要特征，在生产管理、加工物流、市

场营销、旅游服务等方面对从业者综合素

质要求较高，农业高素质从业人才需求不

断提升。另一方面，农业优质劳动力不断

外流，农业从业者老龄化、低素质化趋向日

趋严重，农村懂生产技术、会经营管理的人

才匮乏。

１４４　丘区发展条件趋同与产业差

异化发展之间的挑战

高坪区属于典型的川中丘区地貌，自

然生态条件与周边区县相差无几，农业产

业发展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存在着较高

的同质化恶性竞争风险，自然生态条件趋

同与产业差异化发展成为高坪区农业现代

化发展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

１５　面临机遇

１５１　多重战略叠加，发展环境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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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旨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南充市、高坪区均出

台了多个指导区域农业发展的规划，为高

坪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了多重政策叠加的

重大战略机遇。与此同时，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战略、省级临江新区建设，为推动区

域通道、产业、平台、服务共建共享，协同开

展产业成链、集群招商和全区现代农业的

发展营造了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

１５２　成渝市场庞大，产品需求不断

增长

高坪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处于成渝经

济区北部，西距成都 ２００公里，南至重庆

１５０公里，是建设“成渝第二城”的主阵地，

是融入成渝的桥头堡。成渝城市群总面积

达１８５万平方公里，拥有２个特大城市、６

个大城市、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常住人

口达９２６７万人，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川渝地

区特有的饮食习惯，对于特色果蔬、生猪等

农产品市场需求极大，必将为高坪区现代

农业发展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机遇。

１５３　大众消费升级，促进供给结构

调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

品消费水平日益升级，对绿色有机、高端

化、个性化、差异化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

注重对农产品高品质、高质量的追捧，农产

品需求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为高坪区

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的发展

商机。

１５４　农村改革加速，激活产业内生

动力

近年来，高坪区农村改革不断深入，确

保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渠道日益畅通，农

村人、地、钱等要素广泛激活，逐步探索出

适合丘陵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农

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为农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巨大动力。

第二章　总体要求

２１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

全面落实省市关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决

策部署，按照“稳产能保产量、调结构延链

条、创品牌增效益”的思路，紧扣区委

“１３３６”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

“６３３行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念好“优、绿、特、强、

新、实”六字经，大力发展粮油、生猪、蔬菜、

柑桔、花椒、佛手、蚕桑等主导产业，推进农

业设施化、园区化、融合化、绿色化、数字

化，加快构建“６＋３”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

力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实现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为建设“大城门户、森林城市、活力高坪”做

出积极贡献，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步伐。

２２　基本原则

２２１　依靠科技，创新发展

采取有力措施，建立高坪区农业农村

科技支撑体系，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对

农业产业资源特点进行科学分析，应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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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高新技术，以集成省劳节本增效农业生

产技术以及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政产学

研用”协同创新，优化不同农业产业的优势

区、适宜区，着力优化产品结构、生产结构

和产业结构，推进“四新六良”配套，探索高

坪区现代农业推进路径，以科技进步来保

障高坪区农产品的品质特色、功能特色、季

节特色，推动高坪区农业产业步入创新发

展之路。

２２２　融合互动，协调发展

发挥高坪区区域比较优势，加大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

品结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拓展农业功

能，促进单一生产功能向生态、旅游、健康

和文化等复合功能转变，大力发展观光、体

验、休闲、康养等乡村旅游服务业，坚持产

村相融，统筹协调、统一规划、同步实施产

业布局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统筹规划产

业基地和新村的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新村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

支撑，促进高坪区现代农业、区域经济、历

史文化等协调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

化、优质化、动态化要求。

２２３　探索机制，共享发展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类施策，

探索高坪区不同区域差异化发展模式，促

进区域均衡发展。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构建有利于高坪区农业农村持续健

康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推进“四化

同步”。加快高坪区智慧农业发展步伐，培

育高坪区域公共品牌，提高特色农产品竞

争力。坚持农民主体，尊重农民经营自主

权和首创精神，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着力

培育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联盟，发挥统筹

组织与市场协调作用，引导传统农户提高

生产经营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在农

业农村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度，强化利

益联结，保障农民获得产业链各环节的合

理增值收益，让农民真正成为农业农村经

济发展的建设主体、受益主体。

２２４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严格执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尊

重、保护自然，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匹配，努力形成环境友好型的农业产业结

构，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行绿色发

展方式，推广粮经套种模式，按照因地制宜

发挥比较优势，宜养则养、宜种则种及连片

发展的原则，以特色、生态为亮点，打造高

坪区优势绿色农产品供给区，增强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

２３　发展目标

“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促

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业态、提高农民素质

和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推动全区农业现代化。到２０２５

年，全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全面建立，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大幅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决定性进

展，成功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力争

发展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

“都市休闲旅游农业示范强区”。

到２０２５年，具体目标为：

农业基础保障条件进一步改善。农业

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科技贡

献率、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

７０％和８０％以上，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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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１００％，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高标准农田

面积达４５万亩以上，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
套逐步完善。

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４６６３万亩，粮食播种面积
稳定在５４万亩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
２３８万吨以上，生猪、果蔬等产量保持稳
定增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优势特色产业深度拓展。打造一批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农业产业强镇，创建

一批省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省级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产业链条更加完善，农业全

产业链总产值超过１５０亿元。农业生产经
营水平明显提升，新型经营主体日益壮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快

速发展，成功培育一批国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场。

农业品牌数量有效增长。“三品一标”

认证工作全面推进，逐步建成“区域公用品

牌＋企业品牌”的品牌体系，进一步增强农
业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全产业链收益。

产业融合水平显著提高。农业产业融

合发展程度不断加深，农村一二三产业跨

界融合高质量发展，数字农业、休闲农业、

文创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取得显著

成绩。

绿色生产水平稳步提高，农村生态环

境不断优化。农业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农

业生产方式更加绿色，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率达９５％以上，化肥农药使用量
减少２０％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
合格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基本建成生活环境自

然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态宜居乡村。农业生产实现“一

控两减三基本”，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

治理有效。

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城乡

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三变”改革、农村金

融改革更加深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

壮大，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基

本打通，城乡发展差距显著缩小，城乡融合

发展西部样板区建设初见成效。

乡村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乡风文明程

度显著提升，农村社会和谐安定，农村基层

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更加突出，村党组织战

斗力、凝聚力、农民法治意识等进一步增

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功能作用充分发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区政府文件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总第２３期）

１１　　　

表２—１　“十四五”高坪区农业发展主要指标

类　别 指标项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基期值 目标值

指标属性

农业基础

保障能力

耕地保有量（万亩） ４６６３ ４７ 约束性

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２５ １０ 预期性

有效灌溉面积（万亩） ３０９０ ３５ 预期性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６５ ８０ 预期性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９１ １００ 预期性

农业信息化率（％） ５５ ７５ 预期性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６０ ７０ 预期性

主　要

农产品

供给能力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２０８４ ２３８ 约束性

生猪出栏量（万头） ５４５３ ７０ 预期性

蔬菜总产量（万吨） ４９１７ ５８ 预期性

水果总产量（万吨） ２１ ２５ 预期性

蚕茧（吨） １５０ ６００ 预期性

主要农产品商品化率（％） ６５ ８５ 预期性

农业生产

经营水平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个） ３６ １００ 预期性

农民合作社数量（个） ２３１ ３５０ 预期性

家庭农场数量（个） ５０５ ７００ 预期性

土地规模经营率（％） ５０ ６０ 预期性

新型经营主体辐射带动率（％） ６５ ８０ 预期性

年出栏５００头以上生猪标准化养殖比重（％） ８０ ８５ 预期性

“两品一标”农产品数量（个） ３４ ５０ 预期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 ９８ ９８ 约束性

可持续

发展能力

化肥、农药利用率（％） ４３．６ ４５．７ 约束性

农膜回收率（％） ９５ ９６ 约束性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９５．６ ９６ 预期性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９２．１８ ９４ 约束性

农民

富裕富足

高素质农民数量（人） 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 预期性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１５８５５ ２５５００ 预期性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３７．５ ３５ 预期性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年） ７５ ７７ 预期性

城乡居民收入比 ２．０２ １．８ 预期性

主要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９ １２ 预期性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５１．６４ ５７ 预期性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９０ １００ 预期性

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 ９０ ９５ 预期性

　注：基期值数据主要来源于高坪区２０２０年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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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产业发展布局

围绕高坪区乡村振兴“６３３”行动，加快

发展粮油、生猪、蔬菜、柑桔、花椒、蚕桑“六

大产业”，大力实施特色园区、特色小镇、特

色村落“三大工程”，全力打造嘉陵江沿线

都市休闲新村示范带、螺溪河流域美丽富

裕新村示范带、金城山脉生态宜居新村示

范带“三大新村示范带”，以此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

３１　产业空间结构

在总体布局上，通过“三带”拓展，突出

“多园”引领，“三区”协同的总体布局，实

现全域覆盖、同步推进、协同发展。

３１１　“三带”拓展

以粮油、蔬菜、生猪、柑桔、花椒、蚕桑

六大主导产业为抓手，全力推进三大新村

示范带建设，构建现代农业装备、现代农业

烘干冷链物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带动全

区现代农业实现绿色高质高效发展。

嘉陵江沿线都市休闲新村示范带。建

设范围：江陵镇、龙门街道、都京街道、青居

镇、阙家镇、石圭镇；主导产业：柑桔、生猪；

建设规模：柑桔 １６万亩、年出栏生猪 ２５

万头。

螺溪河流域美丽富裕新村示范带。建

设范围：老君街道、螺溪街道、走马镇、东观

镇、长乐镇（部分）、胜观镇（部分）；主导产

业：粮油、蔬菜、柑桔、花椒、生猪；建设规

模：粮油４０万亩、蔬菜２５万亩、柑桔６万

亩、花椒２万亩、年出栏生猪２５万头。

金城山脉生态宜居新村示范带。建设

范围：佛门乡、长乐镇（部分）、胜观镇（部

分）、会龙镇、擦耳镇；主导产业：粮油、花

椒、生猪、蚕桑；建设规模：粮油１０万亩、花

椒８万亩、蚕桑 １万亩、年出栏生猪 ２０

万头。

３１２　“多园”引领

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引领，围绕粮

油、蔬菜、柑桔、花椒、生猪、蚕桑等主导产

业，大力发展伏季水果、佛手、黄精、水产、

畜禽养殖等特色产业，构建省、市、区三级

现代农业园区梯次发展架构体系，建成一

批一二三产业融合、产加销一体、主导产业

明显、产业链条完整的现代农业园区，园区

基本实现“生产型、科技型、效益型和示范

型”功能，产业链条完整，运行机制完善，产

业基地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

化和信息化”。全区规划建设柑桔、花椒、

生猪、蚕桑等现代农业园区１５个，到２０２５

年争取创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２个、市级

现代农业园区 ５个、区级现代农业园区

８个。

３１３　“三区”协同

科学划定生产加工区、交易物流区、休

闲旅游区，“三区”协同，共同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

３１３１　生产加工区。重点推进阙

家片区、走马片区、江陵片区、擦耳片区、会

龙片区、胜观片区等产业基地建设，着力完

善基础设施，强化科技支撑、设施装备，推

进产业管护升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产量

品质提升。坚持农产品初加工就地加工原

则，重点建设盛世粮油初加工基地，广丰农

业蔬菜初加工基地，本味农业、橙之源农

业、波米尔农业、天下农园等柑桔初加工基

地，玉润木泽、荣生花椒、比尔森公司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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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加工基地，确保农产品初加工率到２０２５

年达８５％以上。在航空港工业园区，以烟

山味业、过江龙牛肉等龙头企业为引领，加

大柑桔、花椒、生猪等产业精深加工企业招

引力度，促进产业加工增值。

３１３２　交易物流区。建设农产品

产地交易市场，重点建设走马金凤山村蔬

菜产地交易市场，阙家镇利光村、走马镇姜

家祠村柑桔产地交易市场，擦耳镇擦耳村、

会龙镇老场垭村花椒产业交易市场，配套

建设冷藏集配中心，解决产品销售问题。

以当当网农村电商总部、友信龙３０万平方

米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及冷链物流体系为

引领，结合农产品产地交易市场，构建完善

农产品收集、调配、运输体系，让高坪农产

品通达全国，走出国门。

３１３３　休闲旅游区。依托中法农

业科技园、丝绸源点、嘉陵江青居曲流、凌

云山、金城山森林公园等景区，发展休闲观

光、采摘体验、科普亲子等农旅融合示范基

地，力争将高坪打造成为成渝地区乡村旅

游目的地。

重点景区建设：一是中法农业科技园

建设。重点完善省级示范主题公园农产品

加工体验功能拓展，加快建设温室智能大

棚设施农业、世界柑桔博览园、园艺化蔬菜

基地、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农业科技孵化

等项目建设，真正将其打造成为中国农业

公园、都市后花园、旅游目的地。二是醉美

橙香ＡＡＡ景区。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重

点推进农产品综合展示、科普培训中心建

设，完善景区景观节点填充升级，发展民宿

酒店，提升接待能力，适时举办橙花节、采

果节等节庆活动，促进农旅融合发展。三

是走马观花 ＡＡＡ景区。重点抓好柑桔等

农耕文化挖掘与展示，农时节气科普教育、

庭院经济与产业基地互补互联、农产品产

加销一体化建设等项目，举办乡村健身运

动，打造都市高效农业核心区。四是擦耳

桃源ＡＡＡ景区。重点丰富小型体育类项

目，依托花椒产业开发特色餐饮、特色养生

产品，抓好农家乐、民宿开发，开发功能性

特色产品，推动多种形态产业协同发展。

精品线路设计：一是中法农业科技

园—金城山脉生态康养旅游线。从高坪到

龙门，经 Ｓ２０６线、龙江路至中法农业科技

园，经江擦路至擦耳桃源返回龙江路，返回

高坪。其主题为湿地公园观光、戏水，体育

项目参与，赏花品果。推荐季节为春、夏、

秋季。二是嘉陵江流域高坪甜橙休闲观光

旅游线。从高坪经广高路至青青青林，再

到青居橙香烟山 ＡＡ景区，到阙家醉美橙

香ＡＡＡ景区，到花果利光景区，经南渝高

速返回高坪。其主题为柑桔历史溯源、柑

桔窖藏文化展示、生态风光观赏、赏花品

果。推荐季节为春季、秋季和冬季。三是

螺溪河流域晚熟柑桔田间乡愁旅游线。从

高坪出发，经南广、南大梁高速至走马，经

柑桔产业环线至长乐，经３１８国道至走马

观花 ＡＡＡ景区、巴国田园，再经３１８国道

返回高坪。其主题为乡村田园风光、农耕

文化展示、农事体验操作、农业科普教育、

田园慢生活感受。推荐季节为春、夏、秋、

冬季。

３２　重点产业布局及发展重点

３２１　优质粮油产业

以螺溪河两岸冲积平原和二级阶地为

核心，重点建设“国标三级”优质水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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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双低油菜基地。优化品种结构，稳定

粮食产能，在优势区域大力开展粮油高产

创建，推广高产、高效配套技术，鼓励开展

土壤改良和土地整理，通过“稻油轮作”

“粮经套种”模式，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稳定

全区粮食生产能力，全区粮食播面稳定在

５４万亩以上。

３２２　畜禽养殖产业

以提高生态养殖标准化水平为核心，

积极实施“稳生猪、壮禽兔、兴牛羊、扩水

产、拓蚕业”发展战略，以温氏集团为示范，

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推广“自然放牧＋圈养

育肥”“适度规模 ＋种养循环”养殖模式，

发展林下特色养殖，实施畜禽改良工程，优

化畜禽养殖结构，加快生猪生产转型升级，

围绕渔业产业布局，推进渔业健康发展，同

时加强养殖粪肥综合利用，减少污染，提高

高坪区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种养循环，大力推行猪—沼—

桑—蚕—果、猪—沼—桑—蚕—菜等循环

模式，引进温氏集团３０万头生猪一体化项

目，围绕种植业基地布局托养场。到２０２５

年，年出栏生猪达７０万头以上、肉兔达５０

万只以上、肉鸡达６５０万羽以上、鸭达１５０

万羽以上、鹅达１７万羽以上、达牛４０００头

以上、羊达１５万头以上、养蚕达１５万张

以上。到２０２５年，全区水域滩涂总面积达

５４８万亩，发展水产养殖总面积１８万亩，

水域滩涂开发利用比例可达４０４％。全区

稻田面积２１３０万亩，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面积１０万亩。

３２３　绿色蔬菜产业

瞄准消费生态化趋势，凸显高坪蔬菜

生态优势，以生态化发展为导向，提高蔬菜

品质和市场品牌效应，增强蔬菜产业整体

效益，培育三“零”即零添加、零公害、零污

染的农产品。近期以小龙、龙门、螺溪、走

马、东观、老君、江陵、阙家等８个乡镇为重

点，远期以青居、长乐、胜观３个乡镇为重

点。建设绿色蔬菜种植集聚区，加强蔬菜

基地建设，适度发展标准化设施蔬菜，持续

推进蔬菜“万亩亿元”示范区建设，推进品

种优化，加强技术培训、绿色防控、品牌认

证，着力打造成渝经济圈内优质蔬菜供应

基地。

３２４　柑桔产业

立足高坪区“中国晚熟柑桔之乡”的优

势，依托嘉陵江流域布局以优质柑桔为主

的特色种植业，持续巩固提升优质柑桔基

地，实现从规模扩大到质量提升、品牌营销

的发展转型。重点优化产业基地、推进品

种改良、提高质量安全水平、拓宽营销渠

道，培育果业知名品牌，整合优质甜橙资源

出口，打造成渝经济圈内优质柑桔供应基

地和出口示范区。以嘉陵江流域阙家、石

圭、青居、江陵和螺溪河流域走马、东观等

乡镇为重点，建成嘉陵江流域高坪甜橙农

旅观光产业环线、螺溪河流域晚熟柑桔粮

经复合产业环线两条产业环线。

３２５　木本油料产业

沿金城山脉东西布局，以会龙、胜观、

长乐、擦耳等乡镇为重点，巩固提升青花椒

产业基地１０万亩，形成金城山脉木本油料

森林康养产业环线。

３２６　蚕桑产业

以推动蚕桑丝绸高质量高标准发展为

主线，以胜观、会龙、擦耳、佛门等乡镇为重

点大力发展现代蚕桑产业，促进蚕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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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档升级，打造“丝绸新城”和 “丝绸小

镇”，年养蚕１５万张，产茧６０万公斤。

３２７　佛手产业

树立“大健康产业”理念，大力培育佛

手产业。充分利用山区林地资源，推广粮

经套种模式，在佛门乡种植佛手１２万亩。

加快佛手良种培育体系建设，做好品种选

育、良种引进、成苗供应，加强佛手产地初

加工建设。

３２８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

以中法农业科技园为引领，结合产业

布局，完善硬件设施，提升百里柑桔产业环

线，优化配套服务，强化文化保护，实施现

代农业、乡土风情、休闲度假和农事体验于

一体的旅游农业综合开发。

３３　现代农业园区空间布局

以六大产业为核心具有丘陵地区特色

的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体系，助力高坪区现

代农业发展。到２０２５年，全区分层、分级、

分批建设和认定现代农业园区，基本构建

省、市、区三级农业园区体系。

３３１　南充市高坪区柑桔 ＋猪现代

农业园区

２０２０年省级园区，涉及范围：阙家镇

溪头村、鲜江村，主导产业：柑桔、生猪，面

积１１万亩。

３３２　南充市高坪区擦耳花椒现代

农业园区

２０２０年市级园区，涉及范围：擦耳镇

新拱桥村、尖山沟村、双叉河村、擦耳村等，

主导产业：花椒，面积１万亩。

３３３　南充市高坪区走马晚熟柑桔

现代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走马镇姜家祠村、大石庙

村、走马村等，主导产业：晚熟柑桔，面积

０８万亩。

３３４　南充市高坪区龙江路晚熟柑

桔现代农业园区

２０１９年市级园区，涉及范围：江陵镇

双拱桥村、牌坊村、江陵坝村、元宝山村，主

导产业：晚熟柑桔，面积０６万亩。

３３５　南充市高坪区青居烟山柑桔

现代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青居镇烟山村，主导产业：

柑桔，面积０５万亩。

３３６　南充市高坪区阙家花果利光

柑桔现代农业园区

２０２０年区级园区，涉及范围：阙家镇

利光村、玛瑙村、红光村，主导产业：柑桔，

面积０５万亩。

３３７　南充市高坪区会龙花椒现代

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会龙镇老场垭村、关财沟

村、桂花井村，主导产业：花椒，面积 ０５

万亩。

３３８　南充市高坪区蔬菜现代农业

园区

涉及范围：走马乡金凤山村，东观镇邱

家树村，主导产业：蔬菜，面积０５万亩。

３３９　南充市高坪区南江片区水稻

现代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长乐镇天云寺村、灯高山

村、老元观村、四方井村；主导产业：水稻；

面积０５万亩。

３３１０　南充市高坪区金城山粮油现

代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长乐镇丁家庙、白羊桥、西

林沟、高滩寺、福龙桥、新桥沟，柳家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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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洞、粟家盖村９个村和胜观镇龙王塘、孢

房沟村２个村，主导产业：水稻，面积３２１

万亩。

３３１１　南充市高坪区擦耳油桃现代

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擦耳镇四面山村，主导产

业：油桃，面积０５万亩。

３３１２　南充市高坪区胜观花椒现代

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胜观镇广福寺村、高木桥

村、土巴寨村，主导产业：花椒，面积 ０５

万亩。

３３１３　南充市高坪区东观晚熟柑桔

现代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东观镇磐石滩村、糍粑坳村

等，主导产业：晚熟柑桔，面积０５万亩。

３３１４　南充市高坪区石圭柑桔现代

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石圭镇兰花村、华荣村、凤

鸣村，主导产业：柑桔，面积０５万亩。

３３１５　南充市高坪区佛门佛手现代

农业园区

涉及范围：佛门乡蟠龙寺村、大佛岩

村、金花村、荷花村、莲花村、爱国社区，主

导产业：佛手，面积１２万亩。

第四章　巩固提升产业发展基础

４１　推进农业生产条件建设

推进高标准农田、产业道路、通讯网

络、电力设施等建设，加大标准化规模畜禽

养殖、智能温室大棚等设施建设力度，扩大

节水灌溉设施运用面积，实施以沟、渠、田、

林、路合理配置，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确保土地生产能力得到有

效提升。至２０２５年，全区新增高标准农田

１０万亩，全区高标准农田占耕地面积比例

达７０％，省星级园区内高标农田覆盖率达

７０％以上。

４１１　加快完善农田水利设施

按照“山青、水秀、林丰、田润、路畅”的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原则，以灌区库区水

利工程、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渠系配套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节

水灌溉等项目为载体，加大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持续配套建设小水窖、小水

池等“五小水利设施”，探索“水源 ＋骨干

管网＋田间灌水器”分类实施建设模式，确

保全区水利薄弱环节得到有效补强，流域

和区域防洪排涝抗旱减灾能力全面加强。

不断完善田网、路网、渠网、电网、讯网等农

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

“旱能灌、涝能排、洪能防、旱涝保收”的稳

产高产农田，将现有骨干水利工程灌溉用

水利用系数提高至７５％；农田灌溉保证率

提高到 ９０％以上，节水灌溉普及率达

３０％，水土流失治理率达９０％，提高农业资

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增强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４１２　产业路网提升

配套完善农业产业经济发展要道、产

业大道、运输通道，加强机耕道和区域作业

道建设，提升农产品运输能力和农机作业

水平，有效解决“农产品运输难、农机下田

难”的问题。

改造村道路、社道路，满足现代农业运

输需求。提高乡村道路之间的通达度，改

造简易铺装道路以及未铺装道路，拓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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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社道至４０～４５米，满足大中型农机

和中型货车通行，提高运输能力。

加强机耕道建设。对无田间道路，地

不成块，田不成型，田（地）埂狭窄，农业机

械进出困难的田块地块，合理布设农机下

田设施，包括机耕桥、涵和下田通道，提高

农业机械化生产率。

４１３　耕地质量提升与保护

以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秸秆还田、

有机肥深翻增施、机械化深松整地、秸秆全

量处理利用等方式改良土壤，开展土壤调

酸补钙，培肥地力，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改

变不良施肥习惯，重点在蔬菜、果树等经济

作物上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开展水肥

一体化技术示范，逐步实现主要农作物测

土配方施肥全覆盖，减少肥料损耗和提高

肥料利用率。针对区内低产田，在改善灌

溉条件的前提下，逐年加深耕作层，增施有

机肥，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渗沙改土、沼渣沼

液综合利用培肥提升耕地质量。陡坡耕地

注意保持水土，保水保肥，对于较低坡度的

耕地，逐步改坡为梯，逐年加深耕作层，种

植豆科旱地绿肥，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肥

力。至２０２５年，中高等级耕地比重提高

３０％，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

覆盖率达５０％以上，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

率达６０％。

４２　提高设施装备和信息化水平

以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为支撑，提高农机化培训与推广，建

立以区农业机械化股为龙头、村级农机社

会化服务组织为基础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

系，强化农业生产设施装备配套，不断提高

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和推广水平，提高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加强物联网、智慧

云、益农信息社等农业信息化建设，发展智

慧农业，建立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推进

农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实现农业管理

数字化、生产资料交易便捷化、产品销售信

息化、技术协作网络化、提升农业信息化管

理水平。

４２１　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

全面推广应用旋耕机、喷药机、修剪

机、收割机、喷滴灌、生猪自动供水系统等

先进设施装备和农机应用程序（ＡＰＰ）、农

机跨区作业平台，建设一批“全程机械化＋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确保农业生产效率得

到有效提升。重点向粮食生产和重点作物

的关键环节倾斜，重点扶持大中型拖拉机、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及收获环节机械，油菜、

玉米生产收获环节机械。大力推进水稻、

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积极试验示范适合

丘陵地区的先进小型农业机械。建立健全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和扶持发

展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事服

务超市，壮大农机经营主体，加强农机操作

方面的技术人员培养，添置农机装备，扩大

服务范围，提升主体的服务能力。加强先

进适用农业机械的引进、推广、应用，加强

农机安全工作，提高农机安全管理的现代

化服务水平。进一步巩固“平安农机”示范

乡镇建设。至２０２５年，全区农机装备总动

力达到１５万ｋｗ，农机拥有量达到８０００台，

农机化作业量达到６８万亩，农机专业合作

社发展到５０家，农机维修网点发展到 ３０

个，全区农机应用综合水平提高至６５％，园

区农机应用综合水平达７０％。

４２２　加强农业信息化“四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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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实施农业大数据中心、物联网云平台、

农业专家库系统、益农信息社“四大工程”，

着力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农业生产、经营、

加工、流通、服务领域的渗透和应用，促进

农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推进农业生产

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

线化，以农业信息化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

造升级。

建立高坪农业信息大数据平台，建立

农业信息中心，包括全区农业 ＧＩＳ查询系

统、农业资源动态监测数据库、农业产业市

场行情监测数据库、农业政策查询系统等，

建设集数据监测、分析、发布和服务于一体

的农业大数据平台，与农业政务信息系统

互联互通，全面形成服务“三农”最权威、最

受欢迎的农业综合门户网站。

开展农业物联网建设工程。以园区为

载体，试点示范建立农业物联网，搭建智慧

农业平台，对大田生产、畜禽养殖进行精准

化管理。构建“天－地－人－机”一体化的

大田物联网测控体系，加大养殖场养殖环

境监控、畜禽体征监测、废弃物自动处理、

粪便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动物疫

病监测预警等信息技术和装备的应用。

建设农业专家库系统。整合农业专家

和农技推广服务等线上资源，开展专家线

上咨询，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智能装备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农民提

供灵活便捷、智能高效的在线教育培训、移

动互联服务和全程跟踪指导，提高培育效

果，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发展生

产的能力。

加快推进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完善全

区益农社建设。开展益农社信息员培训；

提高益农社设备质量；强化村级益农信息

社的数据采集功能，协调推动村务公开、社

会治理、医疗保险、文化教育、金融服务等

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加强宣传力度，

提高益农信息社 Ａｐｐ使用率；积极探索益

农社与淘宝、天猫、京东等大型网上交易平

台合作机制，拓宽益农社交易渠道和市场。

不断提高益农社的知晓度，增强益农社使

用率，推动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

和培训体验“四类”服务逐步全面覆盖，实

现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

页、有持续运营能力。

４２３　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

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制定灾害应

急预案，成立农业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加强

应急演练、科普宣教和应急管理组织体系

建设，为保持全区农业农村经济的平稳较

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建立灾害预警预报体系，监测、核查、

发布农业灾情，对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干旱、洪涝、风灾、冰雹等气象

灾害，森林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进行预

警。到２０２５年，全区建设５个区域自动气

象站和山洪雨量站，力争观测站平均间距

在１０公里以内，覆盖全区所有乡镇、重点

园区、病险水库以及地质灾害隐患区。气

象部门严密跟踪各类气象灾害发生发展过

程，提供气象灾害监测信息，提高气象预报

精度，构建了气象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建立用水、

保水、蓄水、拦水、节水五大技术体系，变被

动抗旱为主动抗旱、单一措施抗旱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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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抗旱、传统抗旱为科学抗旱。

建设（山）洪灾防治体系，建立防洪应

急机制，对江河洪水、暴雨内涝、水库和防

洪堤坝的溃坝等灾害进行防御和处置。各

乡镇布设防洪点和山洪灾害防治点，完善

山洪雨量站，山洪灾害防治率达１００％。补

充升级预警设施设备，建设群测群防体系，

增加应急检修车等应急救援工具，加强县

域防汛检查。

加强作物病虫草鼠害和养殖疫情防控

体系建设。以生产基地为依托，完善作物

病虫草鼠害监测点建设，力争监测点覆盖

面积在１５００亩以内；推广农业防治、生物

防治、物理防治、生态控制、化学诱杀以及

科学合理施用农药等可复制、可推广的农

作物综合防治技术，大规模推进农作物统

防统治，到２０２５年统防统治率超过８０％。

建立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养殖基地

为依托建立动物疫情测报站和兽药饲料安

全监测站，配套检疫监督基础设施。

建立种子、种苗、化肥、渔药等农业生

产救灾物资储备库，确保灾害发生之后的

农业安全生产。

４３　绿色农业产地环境保护与治理

坚持源头保护、系统恢复、综合治理，

坚持“一控两减三基本”，加强土壤污染防

治，严格保护农业产地生产环境，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

４３１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大力发展有机农业，采取作物秸秆、畜

禽粪便、绿肥以及作物轮作以及各种物理、

生物、生态措施，使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好

水土保持工作，改善土壤质地、增强土壤团

粒结构等稳定表土或提高植被覆盖率、增

加土壤微生物种类减少污染源。控制农业

污染，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

４３２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坚持绿色引领、种养循环思路，遵循

“种养结合、循环治污、水肥一体”的发展路

径，大力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副资

源综合开发、标准化清洁化生产，实施有机

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两个

替代”行动，使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得到有

效控制，努力实现零增长，健全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和可追溯体系，扎实推进“三品一

标”认证。积极推广“果沼畜”“菜沼畜”等

生产模式，推动种养加一体、农牧渔结合循

环发展。大力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加

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牧结合、种养加一

体、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实施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有序开

发特色优质资源，有利于推进特色产业转

型升级，推广应用绿色高效生产方式，加快

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建设，延伸产业链，

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推进资源循环利

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４３３　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加快农业结构和布局优化调整，推广

资源节约型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强化畜禽

粪便综合利用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秸

秆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废旧农膜、化肥农药

包装物等农业投入品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途径。

４３３１　畜禽粪污循环利用

支持现有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升级改

造，建设全环控、低耗能、环保型高标准圈

舍，重点推广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专业

化能源利用、固体粪便肥料化利用、畜禽养



区政府文件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总第２３期）

２０　　　

殖污水高效处理技术、家庭农场废弃物发

酵技术、粪便垫料回用、污水肥料化利用、

规模化畜禽场废弃物堆肥与除臭技术等经

济实用技术模式，推广“三改两分再利用”、

种养一体化等畜禽粪污处理模式，建设粪

污存储、收集、处理、转运和利用等设施。

根据各规模养殖场饲养工艺和环境承载力

的不同，因地制宜推广运用畜禽养殖废弃

物堆肥发酵成套设备，采取经济适用技术

促进畜禽粪污就近就地还田利用。

加强规模化养殖场（小区）污染治理，

督促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小区）根据污染防

治需要，配套建设粪便贮存、处理、利用设

施，鼓励在养殖密集区域建立粪污集中处

理中心。在散养密集区，鼓励因地制宜继

续推进农村户用沼气等设施建设，实施畜

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等环

境整治。至 ２０２５年，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小 区）粪 污 处 理 设 施 装 备 配 套 率

达１００％。

４３３２　秸秆资源综合利用

禁止秸秆露天焚烧，推进秸秆全量化

利用。依托耕地质量提升与保护、农业综

合开发等项目推广全株秸秆酶联用发酵技

术、秸秆腐熟剂腐熟还田；实施农艺、农机

融合，大力推广农作物秸秆机械还田技术；

通过引导养殖企业将秸秆青（黄）贮、微贮、

揉丝、压块贮藏等处理方式把秸秆转化成

饲料，实现秸秆过腹还田；通过林业“三

废”、农作物秸秆生产生物质固体成型燃

料，把秸秆转化成能源；通过食用菌企业利

用秸秆作食用菌基料，菌渣（包）用作生产

有机肥原料；通过加工企业将秸秆制成人

造板、家具、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编织材

料、装饰材料等。通过秸秆肥料化、能源

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五化”利用

途径，至２０２５年，实现年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１００％以上。

４３３３　加强农副产品综合利用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联合攻

关，研发提取、分离与制备技术，开发新能

源、新材料、新产品，集中建立农副产物收

集、运输和处理渠道，加快推进秸秆、稻壳

米糠、麦麸、油料饼粕、果蔬皮渣、畜禽皮毛

骨血、水产品皮骨内脏等副产物循环利用、

全值利用、梯次利用，不断挖掘农产品加工

潜力、提升增值空间。到 ２０２５年，农产品

加工水平显著提升。

４３３４　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

处理

开展农膜、化肥农药包装物等农业投

入品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推广使用高标准

农膜，开展液体地膜、新型可降解地膜试点

试验，综合治理地膜污染，建立健全农膜回

收处理体系，建设废旧残膜回收网点，农膜

废弃物实现基本回收利用。建设一批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站和无害化处理站，加强

农药化肥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采取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农药换包

装、现金回收、回收保证金等多种方式，建

立健全农药化肥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

系，建立农药化肥包装废弃物处置和危害

管理平台。至２０２５年，农膜农药化肥废弃

包装物综合回收率提高至９０％。

４３４　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

坚持有机为主、化肥减控的原则，大力

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持续推进柑

桔、设施蔬菜、粮油产区开展有机肥替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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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试点，适当扩大到节肥潜力大、经济效益

好的林药产业。组织专家分区域、分品种

制定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和施肥管理

技术规程，指导农民科学施肥。结合养殖

发展，加强有机肥堆沤处理，就地解决有机

肥源，创新有机肥来源，采用果园套种绿

肥、蔬菜与绿色轮作等方式，绿肥翻耕还

田，利用蔬菜废弃菜叶、菜头及落叶、草皮

等进行堆肥、沤肥，增加有机肥使用量。深

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提高测土配方施肥

水平，启动微生物专用配方肥及有机 －无
机复混肥料的生产与推广应用，集成推广

水肥一体化、机械深施等化肥减量增效

技术。

第五章　优化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按照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的总

体要求，围绕“五化”（设施化、园区化、融

合化、绿色化、数字化）推进现代农业产业

基地建设。

５１　绿色种植生产基地
５１１　优质粮油基地

５１１１　产业布局
高坪区素有川东“鱼米之乡”的美誉，

优质粮油在高坪分布较广。到２０２５年年
底，新建和提升优质粮油基地８万亩。

──粮油生产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能
力达到２３８万吨，油料生产能力达到２３２
万吨，确保粮食和油料总产量稳定在２３８
万吨和 ２３２万吨以上，巩固产粮大县
地位。

──供给结构明显改善。主要粮油作
物品种优质率达到９６％以上；国标二级以
上优质稻面积达到６５万亩；优质“双低”
油菜面积达到６５万亩。

──支撑基础更加强劲。完成３２２５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５５万亩重要农产
品（油菜籽）生产保护区建设，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６５％以上。

──生产机制更加优化。特色优质粮
油产业基地达到８万亩，适度规模经营比
重提高１０个百分点，新型经营主体耕种面
积突破５万亩，创建国省知名粮油品牌１—
２个，产业融合互动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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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　高坪区粮食和油料生产能力布局

乡镇、街道
粮食生产能力

（吨）

油料生产能力

（吨）

重点发展优质水稻乡镇

（街道）

全区 ２３８０００ ２３２００
白塔街道 ５７８ １１０
清溪街道 １８７０ １１０
小龙街道 ４３１０ ２７５
龙门街道 １２６３８ １３１３
螺溪街道 １５１９３ １０１３
青莲街道 ３９６０ １７７
老君街道 １０４９０ ５８０
都京街道 ６０９５ ８０６
江陵镇 １２８７５ １６３６
擦耳镇 １２４７３ １２０９
会龙镇 ２３２６１ ２９７９
东观镇 ３４３１８ ３２２４
长乐镇 ３４０８５ ３４３１
走马镇 １８７２４ ２１７３
胜观镇 １２７４５ ５８０
青居镇 ６７９８ ６０４
石圭镇 ５０５５ ５６８
阙家镇 １０１５４ ９５９
佛门乡 １２３７８ １４５３

东观镇

长乐镇

走马镇

会龙镇

螺溪街道

龙门街道

　　５１１２　发展要点
高坪素有川北“鱼米之乡”之美誉。继

续巩固粮油大县地位，稳定粮油播种面积，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结合本地优势，积极发展口感

较好的优质水稻、鲜食玉米，加强质量标准

认证，建设绿色、有机粮油基地。

　　以长乐、胜观、东观等乡镇为核心，培
育经营主体，加快土地流转，加强新品种、

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建成相对集中连

片、适度规模经营、结合机械化生产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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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优质粮油基地。

５１２　绿色蔬菜基地
５１２１　产业分布
绿色蔬菜基地主要分布在高坪区的小

龙、龙门、螺溪、阙家、青居、东观、走马、老

君、江陵、长乐、胜观等乡镇；力争在 ２０２５
年底，高坪区绿色蔬菜基地总面积达到１２
万亩，绿色蔬菜总产量达到３８万吨。

表５－３　绿色蔬菜基地分布

时期 涉及乡镇（街道）
绿色蔬菜基地面积

（亩）

现有
小龙、龙门、螺溪、阙家、青居、东观、走马、老君、江陵、

长乐、胜观
１０

近期新（改）建 小龙、龙门、螺溪、阙家、东观、走马、老君、江陵 １５

中远期新（改）建 青居、长乐、胜观 ０．５

合　计 １２

　　５．１．２．２　发展要点

　　“十四五”期间，加强蔬菜基地建设，确

保蔬菜播面不减；创新蔬菜产业发展机制，

走“专合组织 ＋基地 ＋农户”的产销路子，

做强品牌；继续推进有机蔬菜基地建设，扩

大绿色蔬菜科技示范园规模，提升我区蔬

菜档次；加强蔬菜生产的质量安全监管，确

保食品安全。全力打造老百姓高质量、高

产量的“菜篮子”。力争在２０２５年全区播

栽蔬菜总面积达 ３６万亩，总产量达 ５８

万吨。

近期新（改）建专业基地１５万亩，主

要涉及小龙、龙门、螺溪、阙家、东观、走马、

老君、江陵；中远期新（改）建专业基地０５

万亩，涉及长乐、青居、胜观等。

５１３　优质柑桔基地

５１３１　产业分布

立足“中国晚熟柑桔之乡”的发展定

位，坚持把柑桔产业作为群众致富增收的

拳头产业来培育，做大规模、做强品牌、做

出效益。以嘉陵江流域，包括都京街道、青

居镇、阙家镇、石圭镇、龙门街道、江陵镇；

螺溪河流域乡镇，包括走马镇、东观镇、长

乐镇等乡镇为重点，大力建设嘉陵江流域

高坪甜橙农旅观光产业环线、螺溪河流域

晚熟柑桔粮经复合产业环线两条产业

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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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３２　发展要点

大力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优

质柑桔基地，通过新型品种引进、栽培技术

创新，赋予柑桔更多的“文化、技术和品牌”

含量，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到２０２５年，全区柑桔面积达到２５万亩。

５１４　花椒

围绕建设“中国木本油料之乡”，加快

推进全区花椒产业基地建设，全力打造“百

公里花椒产业带”，将花椒产业做大做强为

高坪区农业拳头产业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

业。夯实花椒产业基础，探索建立“企业＋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示范带动农户种植青

花椒，实现加工在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

探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财政投入

股权化、农村集体资产折股投入等创新性

制度。到２０２５年，以擦耳、会龙、胜观等３

个乡镇为核心，规模化种植花椒８万亩，引

进或培育２－３家花椒加工企业，重点开发

干花椒、花椒粉、花椒油等调味品加工

产品。

５１５　中药材

树立“大健康产业”理念，大力培育中

药材产业。充分利用山区林地资源，在中

药材生长适宜区，推广“果药、林药、药药”

等套种模式。以佛手、白芷等特色优质中

药材为主，加快中药材良种培育体系建设，

做好品种选育、良种引进、成苗供应，加强

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建设。到２０２５年，中药

材种植面积达１５万亩。

５１６蚕桑

四川南充是国家首批现代农业示范

区，全国优质茧丝原料生产基地。蚕桑产

业是高坪区乡村振兴“６３３”行动确定的主

导产业之一。高坪素有“丝绸之乡”的美

誉，是“世界丝绸源点”，是丝绸之路的真正

源头。在这里，有着传承千年的丝绸风韵，

丝绸文化浸润着高坪区两千多年，以此为

文化背景、依托土壤和气候环境的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蚕桑和丝绸产业。

５１６１　产业布局

按照市委提出的构建现代农业“３５３”

产业体系及区委提出的“１３３６”战略部署要

求，立足“中国丝绸之都，世界丝绸源点”优

势，以提升全产业链综合效益、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为目标，以推动蚕桑丝绸高质量高

标准发展为主线，在金城山脉，包括胜观、

会龙、擦耳、佛门等乡镇为重点发展现代蚕

桑产业，促进蚕桑产业提档升级。

５１６２　发展要点

采取“政府引导、龙头带动、农户参与”

的方式，通过政策鼓励，招引有实力的企业



区政府文件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总第２３期）

２５　　　

入园发展，建设优质蚕桑基地，推广“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发展高端

精品蚕业。同时，围绕都京丝绸产业园区

建设，填充蚕桑元素，培育龙头企业，擦亮

丝绸文化品牌，让蚕桑丝绸文化品牌助力

我区“丝绸新城”建设和 “丝绸小镇”打造，

推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至２０２５年，全

区蚕桑面积达１万亩，养蚕１５万张，产茧

６０万公斤。

５１７　蓝莓产业链

利用区域差异优势进行蓝莓露地生

产，提早供应鲜果市场，这是北方产区无可

比拟的优势，可以依据高坪区域不同的海

拔高度合理配置南高丛、北高丛或兔眼蓝

莓品种，高坪区日照充足、降水适中、土质

肥沃、有机质含量较高，且被嘉陵江环绕，

水源丰富，含有丰富有机物和矿物质的土

壤非常适合蓝莓生长，产区优势明显。在

解决本地富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当地农民

经济收入的同时，还以该区域为核心、辐射

周边乡镇，充分带动周边农业从业人员发

展蓝莓产业，促使高坪蓝莓产业的快速发

展。开展以嘉陵江生态保护与沿江开发和

农业、旅游有机结合，走产区景区化、田园

公园化、产品高端化路径，打造乡村休闲和

农业观光的乡村旅游综合体，进一步推进

蓝莓全产业链发展。

５２　生态养殖基地

５２１　生猪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做大做强生猪产

业。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框架体

系，优化养殖布局，按照禁养区和限养区要

求，在适养区结合种植业基地布局，实施

“猪—沼—果／蔬”“猪—沼—粮”生态种养

循环，以标准化养殖单元、养殖小区（场）为

切入点，逐步实现规模化养殖粪污贮存、处

理、设施全覆盖，以生猪为重点建立规模化

养殖粪便第三方综合治理利用机制，通过

引进有机肥加工企业集中处理养殖粪便，

力争实现资源化处理企业零的突破。注重

生猪品种引进，提升良种化率，加快动物防

疫基础设施和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

建设，提高养殖场区动物疫病源头控制能

力。以东观、长乐、阙家等乡镇为主战场，

采用“公司＋养殖家庭农场”的模式，加快

建立网上生猪交易平台，到２０２５年，年出

栏优质生猪达７０万头。

加快生猪养殖龙头企业的招引，支持

温氏农业畜牧有限公司等公司建设大型养

殖场，突出种养生态循环，重点在阙家、东

观建设种猪场，布局一批现代化、规模化养

殖场和家庭农场，辐射带动全区在适养区

发展现代化优质生猪养殖。

建设重点：一是生猪标准化养殖建设。

采用“企业（合作社）＋养殖单元 ＋农户”

的模式，示范带动全区改扩建年出栏１０００

头以上的标准化养殖场４０个，每个养殖场

按照标准配备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在全

区适养区新建６０个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配套完善贮粪塔、大中型沼气池、运粪

车、水处理厂等粪污收集、处理设施；开展

种养循环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扶持建立

一批标准化、设施化程度高的示范场，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达９０％以上。二是生猪防疫

检疫体系建设。完善区级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严格实施生猪产地检疫，开展“生

猪疫情网络化”和“生猪疫病溯源体系”建

设、完善区、乡（镇）和村（社）三级动物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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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监测网络管理制度，强化生猪及生猪产

品调运管理，坚决消除运输工具传播疫情

的风险。

５２２　特色水产

螺溪河是高坪区的一条重要河流，流

经全区１４个乡镇和街道。螺溪河流域是

高坪区主要的粮经复合产业基地，中粮集

团万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建于该区域，可

以依靠螺溪河流域大力实施稻渔综合种

养，充分利用稻田优势，发展稻鱼、稻虾等

立体种养，以“千斤粮、万元钱”为目标，发

展稻鱼耦立体种养模式的养殖基地。按照

生态优先、宜渔则渔的原则，在大中型水库

发展生态渔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有机

鱼生产基地，在池塘大力推广健康养殖，大

力推广池塘内循环、高位池、工厂化养殖等

设施渔业。在宜渔稻田利用河湖流域开展

多营养层次养殖、池塘循环水养殖基地。

东观武华水产５００亩特色水产养殖基地被

农业部认定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以

此为基地，将高坪打造成“鱼米之乡”。到

２０２５年，全区水产养殖产量达到 １３６万

吨，产值达１９６亿元。

５２３　优质畜牧类、禽类

我国是肉类生产及消费大国，但目前

肉类制品率只占肉类消费总量的 ２０％左

右。对标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４５％以

上，我国的肉制品行业呈现空间大、集中度

低、规模化程度低的特点，但肉制品行业仍

保持稳定增长，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其他畜牧类、禽类肉制品的迅速发展弥补

了猪肉产量下滑带来的生产缺口。

鸡产业。鸡肉行业整体向好发展，一

方面，前几年持续的低数量引种导致行业

供给短缺。另一方面，非洲猪瘟的爆发导

致猪肉供给缺口迅速增大。２０２０年中央

一号文件也首次提出优化肉类消费结构，

鸡肉以其一高三低（高蛋白质、低脂肪、低

胆固醇和低热量）及生产周期短、饲料转化

率高、经济效益显著、环境友好等优势将成

为未来发展的朝阳产业，预计未来鸡肉在

我国肉类消费的占比仍将不断提升，在养

殖鸡的同时，还能够带来附产业—鸡蛋。

至２０２５年，出栏肉鸡达６５０万羽以上，鸡

蛋产量达８０００吨，产值达到４０５亿元。

牛产业。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广优

良牛品种，加快良种体系建设，提高牛良种

率，加快牛产业由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标准

化、规模化、集约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实现

牛产业向质量、效益和生态并重的方向发

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安全的牛

肉、牛奶产品。大力倡导健康养殖方式，发

展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提高家禽

良种率，加快家禽产业由传统粗放式经营

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提高产业化经

营水平，发展精深加工业。

肉兔业。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广优

良肉兔品种，加快良种体系建设，提高肉兔

良种率，加快肉兔产业由传统粗放式经营

向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数字化方向发

展，实现肉兔产业向质量、效益和生态并重

的方向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安

全的肉兔产品。大力倡导健康养殖方式，

发展集约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山林生态

放养模式，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肉

兔产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发展肉兔产品

精深加工业。在金城山脉及嘉陵江下游乡

镇推广优质肉兔养殖，至２０２５年，出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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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５０万只。

第六章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６１　持续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依托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中法农业

科技园，对接成渝城市群庞大市场需求，大

力开发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工业。一是加快

农产品初加工发展。围绕柑桔、花椒、生

猪、粮油、蔬菜、水产等优势特色农产品，以

提高效益为目的，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在产

业基地有序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基地建设，

就地开展清洗、分级、保鲜、烘干、包装、贴

牌、贮藏、屠宰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减少

产后损失，推动高坪区农产品初加工水平

整体提升。二是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

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食品生产、药用

开发、功能性产品开发等为重点，围绕特色

农产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农业

文化创意型加工业，鼓励引导龙头企业与

科研院所合作，重点攻关精深加工技术，加

快现有设施、工艺条件、生产流程的数字

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支持有条件

的新型经营主体在产地发展初加工，就地

就近建设冷藏气调、烘干去湿、清洗分拣等

初加工设施。鼓励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技改

升级或引进先进农产品加工生产线，重点

发展畜禽屠宰及肉制品、粮油、柑桔、花椒、

蚕桑等优势产业精深加工，增加农畜产品

附加值。到２０２５年，高坪区农产品产地初

加工率达８０％以上，农产品精深加工率达

６０％以上。

６２　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体系

创新农产品流通模式和业态，促进传

统流通网点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

高质量高水平推进高坪区农产品冷链物流

建设。依托南充现代物流园区、当当网农

村电商总部、友信龙农产品交易中心，抓住

“互联网＋”发展契机，针对高坪区柑桔、花

椒、生猪、粮油、蔬菜、水产等特色优势农产

品，开展“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企对

接”“农餐对接”等多种形式的产销直供对

接，推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冷链物流等现代

流通方式发展，构建物流信息平台，积极培

育现代农业物流主体，鼓励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农业中介组织、农村经纪人等从事农

产品营销流通活动，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

企业，鼓励供销、邮政、快递和大型商贸物

流企业在农村地区经营布局，打通农产品

流通“最初一公里”。围绕南充保税物流中

心（Ｂ型）和南充现代物流园，加快建设农

业冷冻仓储设施、运输通道等冷链物流基

础设施。强化农村电商站点建设，规范农

产品交易物流市场运行，逐步建成现代化

农产品交易物流体系。实施品牌孵化、提

升、创新、整合、信息“五大工程”，鼓励新型

经营主体争创“三品一标”，提高高坪农产

品市场知名度。到 ２０２５年，建成布局合

理、覆盖广泛、衔接顺畅、功能集成的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和冷链物流体系。

６３　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

结合高坪区全域旅游空间布局和农业

产业布局，加速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大力

发展都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

加强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一批特色突出、

主题鲜明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引

导各类经营主体以加工流通带动业态融

合，发展中央厨房等业态。深度拓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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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功能，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科

技、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以农家乐为

基础、休闲农庄为主体、龙头企业为引领的

休闲农业经营体系，积极打造集创意农业、

农事体验、农业科普、生态康养为一体的都

市农业示范区。一是打造一批乡村文化旅

游景区（点）。立足高坪区优势特色农业产

业，融入地方文化资源，重点发展中法农业

科技园、百公里柑桔产业带、擦耳桃源、醉

美橙香、走马观花、大唐农场、凤凰故垒、青

青·青林等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景区，加快

培育休闲农业旅游，同时将江陵镇、青居镇

打造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小

镇。二是创建一批乡村美食示范点。打造

汉郡·美食街、东观辣子鸡、南江美食街、

大唐生态宴、鄢家花椒鸡、青林农家菜、溪

头大河鱼等特色美食名片，加大高坪甜橙、

过江龙牛肉、斑竹竹艺、大唐大礼包、黄溪

贡米、柏香腊肉等特色农产品推荐力度，打

造一批非遗文化体验基地、川东北农耕文

化展示基地和游客参与性较强的体验项

目。三是形成一批乡村旅游新业态。充分

立足高坪区脱贫攻坚、幸福美丽新村和乡

村振兴的建设成果，结合高坪区良好的生

态环境、农业园区、民宅新居、民俗文化等

资源，以大唐农场、金凤山村、元宝村、擦耳

油桃等为代表，打造一批农家乐园、花果人

家、养生山庄、生态鱼庄、创意文苑、民族风

苑、国际驿站、特色民宿等新业态，打造“果

州”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到２０２５年，全区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 ５００万

人，旅游产业综合收入达２０亿元。

６４　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

从资源区域化、资源独特性出发，挖掘

高坪区农产品的核心价值与文化内涵，把

农产品品牌建设作为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提升农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强化农

业品牌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以名企、名

牌、名品为抓手，做大、做强、做响高坪本土

品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将经营理

念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注入商标，塑造

企业特有的商标名称和产品品牌，建设企

业品牌体系，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

一是构建“１个区域品牌 ＋Ｎ个细分

品牌”农业品牌体系。围绕“好充食”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推行农产品质量认证体

系建设，将高坪区优势特色农产品主动纳

入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鼓励新型经

营主体开展农产品品牌认证，重点围绕“高

坪甜橙”“过江龙牛肉”“烟山冬菜”“天太

乳业”“柏香腊肉”“恒一罐头”“黄溪贡米”

“佛门佛手”等省级优质农产品品牌，争创

“三品一标”农产品，提升品牌价值。支持

休闲农业、农村电商、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

创建品牌，提升高坪区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

二是着力整合资源。实施品牌孵化、

提升、创新、整合、信息“五大工程”，集中打

造、宣传、推荐一批区域公共品牌，努力提

升高坪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鼓励新型经

营主体积极申报使用“四川扶贫”“好充

食”“高坪甜橙”“黄溪贡米”等区域公共品

牌，共同维护高坪农产品良好品牌形象。

三是加强品牌营销宣传力度。积极搭

建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平台，通过电视、广

播、报纸等传统宣传媒体与网络直播、“两

微一端”等新媒体展开深度宣传，鼓励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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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参加各类农博会、展销会、商贸洽

谈会等活动，建立线上线下农产品营销推

广体系，讲好高坪故事。

四是建立健全品牌保护和激励机制。

建立知名产品品牌目录，将特色鲜明、质量

稳定、信誉良好、市场占有率高的农产品纳

入统一认证和管理，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

机制，加强品牌保护。在品牌认证登记保

护、产品防伪标识使用和证后监管等方面

实施动态化监管。实施严格的商标管理制

度，防止商标恶意抢注和侵权行为。根据

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因素，挖掘资

源潜力，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开发地域特

色突出、功能属性独特的区域公共品牌。

管好用活“高坪甜橙”“黄溪贡米”等现有

区域公共品牌，规范品牌授权管理，明确生

产地域范围，强化品种品质管理，提升区域

公共品牌的应用份额。到２０２５年，力争新

增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５件，创建市

级区域公用品牌１０个以上，累计认证绿色

食品４０个、有机食品１０个，逐步形成高坪

农业品牌集群。

第七章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７１　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７１１　组建产业化联合体

组建高坪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规

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联结龙

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牧、林）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

增值。

深入实施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

加强运行指导，开展“空壳社”专项清理，注

重典型示范带动，扶持一批规模适度、管理

规范、运营良好、联农带农能力强的农民合

作社，不断提升规范化水平，促进农民合作

社健康发展。

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

展，引导家庭农场、小农户与农民合作社、

龙头企业开展产品对接、要素联结和服务

衔接，打造一批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农民

合作社为纽带、以家庭农场和农户为基础

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构建分工协作、优势

互补、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实现抱团发

展、节本增效。引导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各

成员在充分协商基础上，明确权利责任、建

立治理结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持续

稳定发展。大力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

优化登记管理程序，积极开展示范创建活

动，支持农业大户兴办家庭农场，鼓励青年

农民、大学生创办家庭农场，促进小农户向

现代家庭农场转变。加大龙头企业引进和

培育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全产业链、全价值

链集成发展，引导龙头企业采取兼并重组、

股份合作、资产转让等形式，不断做大做

强，打造知名企业品牌。

增强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发挥其在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中的引领作用，主动适应

和引领产业链转型升级，健全农产品加工

和营销网络，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支持

龙头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为家庭农（牧、林）

场和农民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资金垫付、

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服务，建立技术开

发、生产标准和质量追溯体系。提升农民

合作社服务能力，发挥其在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中的纽带作用，拓展现有农民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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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经营范围，突出产前和产后服务，以农

民合作社为依托，稳妥开展内部信用合作

和资金互助，缓解农民生产资金短缺难题，

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

合作，使合作社成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

“粘合剂”和“润滑剂”。引导家庭农（牧、

林）场进行规范的生产记录和财务收支记

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强化家庭农（牧、

林）场与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开展产品对

接、要素联结和服务衔接，实现节本增效。

７１２　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围绕特色产业着力壮大国家、市、区三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梯队，打造乡村产

业发展“新雁阵”。通过扶优扶强、嫁接改

造、招商引进等办法，着力培育一批管理理

念新、质量信誉好、经济实力强的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引领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抱团发展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引导和支持龙头企业。

一方面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特

色优势农产品，引入企业进行产业基地或

示范园区建设。另一方面加大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嫁接、延伸产业

链。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头

引领作用，鼓励企业挂牌上市，打造知名企

业品牌，提升龙头企业在乡村产业振兴中

的带动能力，力争２０２５年，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达１００家。

７１３　持续提升经营主体能力

聚焦农产品加工、经营管理、市场营销

等关键能力提升，不断提高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市场竞争力。引导农民合作社依照章

程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成员积极

性，不断提升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依托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供销及各类社会化

服务组织等，开展农技推广、土地托管、代

耕代种、烘干收储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以及

市场信息、农资供应、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农机作业及维修、农产品营销等服务，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深入推

进示范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农业

产业化示范基地、农业示范服务组织、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创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７１４　优化发展家庭农（牧、林）场

积极培育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牧、

林）场，广泛鼓励和吸引大中专院校毕业

生、务工经商返乡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市场

经纪人等积极参与。按照有主体、有基地、

有加工、有品牌、有展示、有文化的“六有”

要求和产业高效化、发展生态化、产品特色

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品牌高端化

的“六化”发展方向，打造一批现代农业庄

园。在现有家庭经营基础上，加大规范指

导，发挥村集体统筹协调作用，适时引导农

户依法自愿有序流转土地经营权，鼓励农

户通过互换承包地、联耕联种、牲畜托养、

劳务互助等多种方式，扩大家庭经营规模，

使其成为真正的适度规模的家庭农（牧）

场，逐步扩大家庭农（牧、林）场群体，并鼓

励家庭农（牧、林）场向生产性服务业、农产

品加工业流通和休闲农业延伸，引导其成

为最具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１

＋１＞２”的聚合增益效应。到２０２５年，全

区注册家庭农（牧、林）场达４００家以上。

７１５　规范提升专业合作社

按照“努力规范一批、积极改造一批、

着力提升一批”要求，推进合作社实现管理

规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品牌化、社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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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产品安全化；进一步规范专业合作社

的章程、工商登记、组织机构、股金设置、民

主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经营、盈余分配、成

员账户设立等制度，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切

实保障合作社成员的财产权、经营权、分配

权等合法权益。引导专业合作社深入开展

规范化建设，开展示范合作社、达标合作社

的评选和认定，清理和淘汰“空壳社”，探索

梯次推进合作社规范、有序和健康发展；促

进合作社转型升级，创新合作社经营机制，

积极引入承包制、成本核算制、职业经理人

等制度，打造一批名社、强社、特色社。积

极引导同类专业合作社组建联合社，不断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到２０２５年，农民专

业合作社登记注册达６００家以上，新建农

民合作社联合社４０家，规范提升农民专业

合作社３０家以上。

７１６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

一是优选培训对象，明确培训内容，开

展培训活动，建立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育机

制。通过开展专家巡回指导活动，整合涉

农科研院所专家，继续进行“万名农业科技

人员进万村科技服务行动”，结合柑桔、花

椒、生猪等特色优势产业，以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返乡创业群

体（大学生、农民工等）为重点培育对象，重

点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营销、生态农

业、种植技能培训等内容开展培训。二是

强化知识更新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实行

“理论授课＋观摩交流 ＋实践操作”模式，

采取区级调训、乡镇集中培训、田间地头实

训等方式，开展多层次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和农民科技需求，形成

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

多元参与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到

２０２５年，培育各类高素质农民１０００人，其

中生产经营型３００人、专业技能型５００人、

专业服务型２００人。

７２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全面推进村集体股份经济改革，盘活

农村集体资产，支持村集体利用三资领办、

创办、参办、入股经济发展项目，创新村级

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

７２１　深化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

全面成立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建

立村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三套

马车”的运行机制。加快确权确股，将农村

耕地、林地、水域、集体资产等生产要素及

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和无形资产进行清产

核资和评估，重点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

有集体资产的股份，以家庭为单位，量化到

人、确权到户，对未承包到户的资源资产、

财政投入农村形成的资产等，分类确权确

股。通过“前期准备、清产核资、资格确认、

资产量化、股权设置、成立组织、建立体系”

七步走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将清产核资后确认的各类资产以股份或份

额形式量化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推行

“确权到户、户内共享、社内流转、长久不

变”的股权管理办法，鼓励支持经济合作社

积极探索资产租赁型、资源整合型、稳健投

资型、区位特色型、服务创收型等发展模

式，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实现农民对集体资

产的长久收益分配权。

７２２　创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支持村集体流转或利用机动地、没有

承包到户的集体“四荒”地、果园、养殖水面

等资源和村庄整治、宅基地复垦等结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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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其他可利用的集体资源，通过领办

或参股等形式，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

民宿经济等实体。支持村集体在符合规划

的前提下，盘活闲置房产或开发利用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以自主开发、合资合作等

方式来发展物业项目。通过土地整治新增

加的耕地纳入占补平衡指标，将指标转让

收益划归村集体。支持村集体承担或参与

财政支农项目建设，鼓励将财政投入形成

资产量化一定比例作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

的股金，投入各类经营主体。利用集体资

产、集体积累的资金和上级帮扶资金，采取

入股或参股企业、联建物业、联办产业园

区、联设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投资等“众

筹众创”模式“抱团发展”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

到２０２５年，全面消除村集体经济空白

村，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到１０万元以上。

７３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开展

“合股联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把小农生

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坚持宜大则

大、宜小则小，因地制宜推进土地入股、土

地流转、土地托管、联耕联种等多种经营方

式，形成“大集群、小单元”，立足实际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家庭经营、集体经

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到２０２５

年土地流转率达６５％，适度规模经营度达

６０％。进一步完善资产收益、土地流转、资

金入股、房屋联营、务工就业、产品代销、生

产托管、租赁经营等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发

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开展农超

对接、农社对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实

行订单农业。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户共同设

立风险保障金。增强政府扶持资金的“靶

向”作用，探索建立公平合理、效率优先的

收益分配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帮助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竞争力，增强其带动农

户发展能力，让更多农户分享政策红利。

建立健全“三会”制度，强化组织上的群众

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进一步理顺体制机

制和社社、社企、社资关系，促进行业合作，

扩大组织基础。推广入股分红、利润返还

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

７４　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农业作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基础，国家

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产业链根基在农

村，延伸至城市，联结城乡，利惠工农。只

有农业产业链根基牢固，农业抗风险能力

才能强化。农业抗风险能力加强对于我国

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

基础。

７４１　抵御自然风险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对现代农业影

响极大，农户损失惨重，为更好地让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需要提升农业抗灾害能力，

增强农户抗自然风险能力。一方面，通过

高标准农田、农业机械化、农业大数据等现

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农业建设更加

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并加快推广

使用，夯实生产体系基础，进而增强农业粮

食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另一方面，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三大粮食（水稻、玉

米、小麦）进行农业保险，确保在发生各种

灾害时，能够保证农民收入。

７４２　应对市场风险

一是积极联合电商平台，扩大需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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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二是修建冷藏、储存库，达到错峰销

售，获取更高的利益。三是要促进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与需求终端有效对接，提高其

“以需定供”的意识和能力，探索产业链逆

向整合的具体实践模式，解决农业产业链

中小生产与大市场不协调的突出矛盾，促

进产业链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促进农民

增加收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四是要

引进产业链其他环节利益相关主体，增强

产业链竞争能力的优质生产要素，提高农

业产业链稳定性、竞争性、产出效率和比较

效益。

第八章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８１　健全良种良繁体系

８１１　扩大柑桔苗圃基地

巩固提升现有柑桔苗圃基地，规划苗

圃用地，分为采穗区、繁殖区；采穗区栽培

优良品种，提供良种接穗，繁殖区繁育优质

木苗。建设标准化柑桔苗圃，培育一批具

有高坪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高产、抗病能

力强的品种。力争到２０２５年柑桔选育出５

个以上优良新品种，加快品种更新换代，为

全区柑桔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种苗。

８１２　完善畜禽品种改良及繁育

积极与省内外高校、科研单位和育种

公司合作，引入现有成熟的、适应高坪生态

环境的优质地方畜禽品种，建立本土化生

猪、肉牛、小家禽良种繁育基地，优化订单

生产管理模式，为稳定全区畜牧生产规模、

提高畜牧业发展效益提供优质良种。完善

畜禽良种繁育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与畜禽

生产相适应的育、繁、推一体化生产供应体

系，加强地方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对

本地特色优质品种资源进行遗传改造、引

进和推广畜禽新品种、改良提升畜禽生产

水平，创立具有高坪特色的地方优质品牌。

８２　构建科技支撑平台

８２１　提升中法农业科技园区核心

区建设

强化科技引领，根据市场需求强化技

术创新，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聚焦创新驱动

创新发展，加快高坪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应用，提升中法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的层

次和水平，构建农业科技新体系，使中法农

业科技园区真正引领全区农业产业快速走

上现代化之路。

８２２　加强农业大数据应用。

完善全区农业农村大数据采集传输体

系，探索基于大数据的授信、保险和供应链

金融等业务模式，深度开发利用农业生产、

市场交易、农业投入品等数据资源，为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８２３　搭建农业科技合作创新平台

搭建农业科技合作创新平台，发挥政

产学研用整合优势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

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职能和优势，积极

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提高科技应用转化率。

深化与关联科研单位和院校的科技合作，

加大与四川省农科院、省畜科院、省林科

院、省农机院、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

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农科教产学研

一体化农业技术推广联盟，加强与国家产

业技术体系及四川创新团队相衔接，推行

政府、科研机构、企业联办联营机制，搭建

“政产学研用”科技创新平台。健全高坪设

施农业专家服务团，构建新型科技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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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集成绿色高效高产技术，为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８２４　夯实农业产业体系

高坪区立足资源条件，发挥区域优势，

瞄准市场需求，围绕晚熟柑桔、花椒、生猪

等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粮油、蔬菜、水

产、中药材、木本油料等特色产业。推进园

区主导产业与特色产业的培育和打造，延

长产业发展链条、拓展农业发展的休闲观

光、科普教育、文化传承等功能，努力建成

一批集一二三产业融合、产加销一体、主导

产业明显、产业链条完整的现代农业园区。

８３　强化创新技术应用

８３１　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充分利用科研成果，大力推广多种生

态循环农业模式，以适应不同的农业生产

需求，实现生产循环和生态平衡。强化资

源环境保护，深入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行动和化肥农药双减行动，不断扩大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示范规模，大力推

行以种定养、以养定种种养循环发展，实现

全区所有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

推广生猪循环养殖模式。通过“猪—

沼—果”“猪—沼—菜”“猪—沼—粮”

“猪—沼—林”等模式与种植业深度融合。

推广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以粮油生产

功能区为核心，推广“稻—鱼（虾、蟹、鳖）”

共育生产模式。

推广林下养殖模式。在柑桔、花椒等

林果产业区，以家庭农（林）场形式，大力开

展林下养鸡，实现立体种养。

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提高粮油秸

秆、果树枝叶、蔬菜下脚料利用率，推广过

腹还田技术。

８３２　积极推广轮套间作模式

积极推广多种作物轮套间作模式，增

强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提高作物产

量，增加作物生产力的稳定性，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保证农业增收、农村发展、农民增

收。普及果菜、果药、林药等林果套作，玉

米／高粱—花生／红苕间套作生产模式；推

广“稻芋油”“麦玉芋菜”“麦菜玉豆”等粮

经复合种植模式；实行蔬菜品种科学搭配

轮作，尽量规避同科同属同种作物连作，缓

解连作障碍。

８３３　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探索建立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

治、生态控制、化学防治以及科学合理施用

农药等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作物综合防治

技术。开展生态控制、昆虫天敌保护及生

物农药应用等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推

广以草控草、科学间套种植等方式，减少一

般化学农药使用量，不断提高绿色防控覆

盖率，为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提供有力技术

支撑。

优先采用农业措施，改变传统连作习

惯，选用抗病虫品种，推广冬季翻耕冻土、

清洁田园、绿肥轮作倒茬、立体套作、生产

区互相隔离防交叉感染、机械或人工除草

等农业措施，树立科学生产、清洁生产理

念。严格执行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大

力推广农艺措施、生物措施、物理措施防治

病虫害，采用人工机械捕虫及太阳能频振

灯、黄粘板、性诱捕器等诱杀害虫等，探索

研究果蔬药释放天敌杀虫技术，提高物理

防治与生物防治水平。推广现代植保机

械，试点推广无人机施药技术，开展专业化

统防统治和全程社会化服务。到２０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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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农作物统防统治率达８０％以上，绿色

防控覆盖率达１００％以上，确保人畜及农产

品无农药毒害现象发生。

强化畜禽疫病安全防控，推进重大疫

病零费免疫，稳妥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

措施，实现重大疫病强制免疫密度达

１００％，确保重大动物疫病稳定控制和动物

卫生安全，大力开展种畜禽场动物疫病净

化工作，推进无疫区和生物安全隔离区建

设，防范外来动物疫病传入风险。加强规

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监督，切实做到“政府

保密度，业务部门保免疫质量”，提高疫病

监控水平，保持全区清净无疫的良好态势。

８３４　集成应用产业创新技术

针对高坪生态系统复杂性、生物多样

性和耕作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

段的特殊性，适应现代节本降耗、立体高

效、安全环保农业生产方式的要求，积极推

广各产业创新技术集成应用。

柑桔生产功能区积极推广早结丰产、

节本增效、绿色防控等栽培集成技术体系，

推广应用柑桔肥水药一体化管道系统、智

能化滴灌、叶片诊断施肥等现代栽培技术。

林业产业创新应用花椒树形培养技

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

花椒半机械采摘技术，推广花椒无刺型改

良新品种等。

中药材生产功能区科学选择中药材种

苗质量，以药用有效成分高、抗逆性强的地

方品种为宜，按照绿色防控标准，规范人工

栽培技术。

粮油生产功能区域推广化肥、农药减

量生产技术，水稻精量直播技术等，提高大

田作物的复种水平、机械化作业水平和粮

经套作水平，探索病虫害的自然平衡生态

种植技术，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

蔬菜生产功能区推广加厚地膜、地膜

一膜多用覆盖等技术，减少地膜使用和残

留量，提高地膜综合利用率，突出深耕深松

作业、节水灌溉、病虫物理防控。

生态养殖区着重应用快速育肥、种养

循环及饲料营养创新技术。引导企业采用

低蛋白、低磷、低微量元素以及无抗等配制

技术，减少环境氮磷、微量元素排放以及畜

产品药物残留，保证饲料安全；采用饲料资

源优化处理和高效利用技术，充分利用非

常规饲料资源和区域优势饲料资源，节约

饲料生产成本，提高饲料产品品质，促进养

殖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８３５　推广智能化节水灌溉应用

发展现代化灌溉排水工程系统，集约

化、高效率地使用水、肥，减少农业劳动力

投入；采用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提高农产

品产量和品质、降低生产成本；推广机械

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现代绿色高效生产技

术和生产模式，实现水、肥、药、土地等农业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逐步改变粗放式渠道漫灌的灌溉方

式，大力推广微灌、滴灌、喷灌等现代高效

节水灌溉模式，现代农业园区内普及推广

水肥一体化技术，调整种植结构，开展农作

物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管理，实现农作物大

面积种植，大力推广地膜和果园地布覆盖

等农艺节水保墒技术，采用多水源联网调

控技术、设施园艺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全

面提高农田灌溉节水能力，引领全区智能

设施应用，实现作物灌溉用水的精准化。

完善用水计量设施，树立节约用水意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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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肥一体化自动控制技术，确保农业生

产用水在免税范围内，减少农民负担，降低

生产成本，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达到农业增产、增质、增收的效果。到２０２５

年，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５万亩，全区节

水灌溉率力争达８０％以上。

第九章　推动“美丽高坪·宜居
乡村”建设

　　９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以开展“农村垃圾革命”“农村污水革

命”“农村厕所革命”为主要任务，全力推

进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改善人居环境。

９１１　开展农村“垃圾革命”

开展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整治

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工业污染“上

山下乡”，优先治理农村饮用水源地、重点

流域等区域存量生活垃圾。加快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和分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

减量、村民自治、市场运作，落实“户分类、

村收集、乡转运、区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

模式。每个村至少有１个垃圾收储设施，

每个乡镇（街道）有垃圾收运车辆和转运

站，每个乡镇（街道）按每３００－５００个农村

人口配备至少１名保洁员的标准建立一支

稳定的保洁员队伍。实现９０％以上行政村

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４０％以上行政村

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处理模式。实施

“一控两减三基本”，推动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和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区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９４％以上，废旧农膜回收

利用率达９６％以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置率达７０％以上。

９１２　开展农村“污水革命”

以房前屋后河塘沟渠为重点，积极开

展河塘、渠道、河道生态化治理，清捡漂浮

垃圾，实施清淤疏浚，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

体。实施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三年推

进行动”，建设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站）、

污（雨）水管网、富余污水处置工程等污水

治理体系。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工

程，在新农村综合体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新

村聚居点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加强生活污

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用，持续开展农

村生产用水计量计费，引导农民形成良好

的节约用水习惯，加强对难以纳入污水集

中处理的乡村客栈民宿、农家乐污水排放

进行统一管控。乡镇污水处理厂建成率达

１００％、行政村生活污水有效处理达８５％以

上，围绕“水安全有保障、水资源有保证、水

生态有保护、水文化有底蕴、水景观有特

色”建设目标，建成水美新村２０个以上。

９１３　开展农村“厕所革命”

分类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在城镇

推广单户、多户、联户等改厕模式和分散式

污水一体化处理技术，将厕所粪污进行无

害化处理。对中低山、丘陵地区农户，推广

厌氧发酵、膜生物降解等技术的综合利用

厕所；对农户开办农家乐、民宿场，推广使

用装配式厕所。开展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建

设和改造，同步实施粪污治理，全面消除露

天粪坑，推行粪肥还田，有效衔接厕所粪污

与生活污水处理。全面完成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改造，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８５％以上。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参

与、属地负责、政策支持、标准规范的原则，

开展城乡公共厕所、交通厕所、景区厕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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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改造，补齐厕所数量、提升厕所档次、

规范厕所管理，村级公共厕所覆盖面达

１００％，完成新建 ２５座和改建 ５４座厕所

任务。

９２　农村村容村貌提升行动

以实施“绿化村庄行动”“硬化道路行

动”“美化家园行动”为主要任务，筑牢生

态屏障，完善基础配套，美化农村环境，实

现村容村貌大提升。

９２１　实施绿化村庄行动

以嘉陵江（高坪段）绿色生态走廊建设

为重点，扎实推进造林增绿。大力实施天

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生物多样性保

护、湿地保护与恢复等生态建设工程。搞

好村庄绿化美化彩化规划设计。以铁路沿

线、集镇境内、村庄周围、道路两旁、房前屋

后、江河（包括渠道、塘坝等）周边、荒山荒

坡等增绿美化为重点，营造护村林、护路

林、护宅林、风景林、水源林。坚持因地制

宜，防止道路两旁过度绿化，确保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欣赏得到田园风景。制定古

树名木分级保护措施，划定保护范围和责

任，实施珍贵树木的种植保护计划。注重

乡村绿化与庭院经济、经济果林相结合，推

广房前屋后建设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等

“微田园”。完成嘉陵江生态走廊高坪段

８６公里绿化，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底全区森林覆

盖率达３５１％。

９２２　实施硬化道路行动

实施三年农村交通大会战，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推动农村公路

通畅工程向村社、院落延伸，畅通交通最后

“一公里”，全区改善提升通村路４００公里，

新建通组路２００公里，配套入户路６７０公

里，确保到村、到组、入户硬化率分别达

１００％、８０％、６０％。推动城区公交向乡镇、

村社延伸，在不断完善道路条件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城乡客运一体化，提高农村公路

整体服务功能，达标村农村客车通率

达１００％。

９２３　实施美化家园行动

建设“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以村为单

元，依托资源优势，做特做精主导产业，建

设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形成一村带数村、多村连成片的发

展格局。用３—５年的时间，培育一批产值

超１亿元的特色产业专业村。

突出川北民居特色，大力提升农村建

筑和庭院外观设计水平和环境品质，引导

乡村开展“穿斗小青瓦、白墙坡屋顶、房前

经果园”的川北地方特色风貌改造，提升环

境品位、丰富环境内涵，让乡村融入大自

然，与周围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实施农房

“五改三建”（改水、改厨、改厕、改圈、改房

和建庭院、建沼气池、建入户路）。分批推

进乡村公共空间和道路照明亮化，推广使

用节能灯具和新能源照明。坚持“宜保则

保、宜改则改、宜建则建”的原则，保护好具

有传统历史文化价值的土坯房，修缮加固

好具有安全隐患的土坯房，拆除重建好无

法加固的危旧土坯房。突出川北民居特色

风貌，保护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抓好农村危房改造，切实

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六

顺六净”行动，集中清理公共空间和庭院私

搭乱建、电气线路私拉乱接清理，拆除废弃

濒临坍塌杂物房、牛栏圈舍及残墙断壁等。

完成全区农村土坯房分类改造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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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村、交通干道沿线完成农房风貌改造

和“五改三建”，实现农村住房外观特色和

内部功能“双提升”。推进实施园区变景

区、田园变公园、家园变花园、农房变客房、

产品变商品的美丽经济“五变”行动，发展

乡村旅游、养生养老、运动健康、电子商务、

文化创意等新业态。

９３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９３１　全面统筹，加强农村基础硬件

设施建设

９３１１　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

以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为重点，采

取连片集中供水、集镇扩网供水等方式，逐

步让农村居民用上自来水。全面落实河

（湖）长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实行饮用水水源地禁养区保护，严控养殖

污染，建设村组畜禽粪污集中收集处理设

施。划定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实行严格的水源林保护，鼓励将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和流域干流、支流沿岸一重山范

围内的森林、林木划入生态公益林区域。

全区农村集中供水率达９０％、自来水普及

率达８０％、供水保障率达９５％，基本建成

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供水

网络。

９３１２　加快农村电气通讯网络化

加快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着力解决电

压不达标、架构不合理等问题，满足农民生

产生活用电需要。因地制宜推进沼气、太

阳能设施建设，扩大天然气农村覆盖面。

大力实施互联网进村入户工程，加快推进

光纤网络由行政村向自然村延伸覆盖，着

力打造天地一体、互联互通、宽带交互、智

能协调、可管可控、覆盖城乡的网络信息传

输体系，推进信息技术与农民生产生活、农

村公共服务、农村社会管理的深度融合。

实现书报全民读，电视户户通、广播村村

响、电影月月看、光纤宽带４Ｇ网络全覆盖。

大力开展“雪亮工程”建设，补齐农村治安

防控短板，符合条件的村实现全覆盖。

９３１３　加快乡村道路畅通化

完善交通道路网络，根据发展需要，加

强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和村内主干

道建设，保障汽车、拖拉机以及大型机械的

畅通，制定科学统一的道路标准，并按照规

定设置错车道，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健全

客运服务，形成以城市为中心、乡镇为节

点、覆盖行政村、延伸自然村的农村客运服

务网络，增强客运能力，增设客运站点，科

学设置班线，强化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城乡

公交一体化，确保农村客运基本满足农村

生产生活需要。

９３２　多措并举、推进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提质增效

９３２１　加快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增量扩能为目标，持续推动村级“１

＋６”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即不断完善村级

组织一个阵地建设，在加强便民服务、农民

培训、文化体育、卫生健康、综治调解、商贸

物流等６项服务的基础上扩展农民群众有

需要的公共服务项目。可在“中心”周边根

据需要规划建设幼儿园，配套建设养老、金

融、安全避险等公共服务设施。改革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构建农村新型

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生活保障水

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发展成果共享。

９３２２　加大公共服务资源投入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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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金投入方面，通过政府财政资金

支持、企业投资项目、社会力量筹资等多方

面、多层次、多渠道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

力度。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养护资金上，按

照“保基本、全覆盖”的原则，为公共服务可

持续性提供保障。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个人、

集体和社会力量投资公共服务事业，提高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社会资源投入方面，

采用服务外包、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创新

满足农村居民多样化需求的服务形式。

９３２３　大力推进重点领域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

在农村公共医疗服务方面，逐步健全

城乡医疗保障均等化制度。进一步完善农

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制度等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

险监督管理制度和反欺诈机制。通过引领

新生活风尚，引导科学生活方式，强化健康

教育，提升乡村居民生活健康品质。在农

村教育服务方面，提升教育服务品质，完善

幼儿教育服务网络、促进义务教育高位均

衡、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加强校企合作和专业培养，促进产教

融合、建立完善的特殊教育支持保障体系

和质量评价体系、增强师资队伍素质，提升

乡村老师教育积极性。

９４　数字乡村建设

９４１　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大幅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加强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

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发

展。推进农村地区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

和升级改造。提供农业生产经营、生活事

务、就业劳保、知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信息

化服务设施，加快推动农村地区水利、公

路、电力、冷链物流、农业生产加工等基础

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进智慧水

利、智慧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农业、智慧物

流建设。

９４２　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建设

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为

目标，推动“信息技术 ＋智能装备”实践应

用，加强农业耕地、劳动力、自然资源、集体

资产、经营主体等基础数据采集整理，深化

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

融合应用，实现种植、养殖数字化、规模化

发展，大力发展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

渔场等新型农业生产基地，同时实现农产

品加工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提升农业

生产环节的效率。经营上发挥“互联网＋”

优势，发挥农村电商作用，消除农产品生

产、消费的信息屏障；借助直播带货等手段

形成农产品营销新模式，促进农产品的标

准化、品牌化和价值化。服务上利用互联

网、智能手机等技术手段，将政策、科技、市

场等信息快速精准传达给农民群众。在农

村产业新业态上，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建设数字田园、数字养

殖、数字种业，将信息技术渗透应用到农业

生产经营全过程，助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全力争创省级以上数字农业应用

推广基地。

９４３　加快乡村治理数字化建设

乡村党建上，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实现村级党建工作的一体化、数字化、

智能化，提升管理效率和科学化水平，实现

智慧党建。政务上加快推动“互联网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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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实现涉农政务服务“网上办”“马

上办”“一网通办”，打通乡村政务服务“最

后一公里”。村务管理上，借助“互联网 ＋

村务”实现村务、财务网上公开，利用数字

手段创新村民自治形式。乡村综治上，运

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实现智慧综

治，构建立体化基层综治联动体系，提升基

层综治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实现平

安乡村。乡村应急上，构建乡村智慧应急

体系，实现灾情有效预警、预防、应急事件

快速处理、应急资源高效调度，最大程度保

障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９４４加快乡村民生数字化建设

乡村教育上，借助“互联网 ＋教育”推

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与乡村的对接，实现

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乡村医疗上，借

助“互联网＋医疗”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与乡

村的对接，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提升乡村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

的普惠性和通达性。乡村文化上，通过数

字化手段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通

过互联网方式进行主流思想和文艺创作在

乡村的传播，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加快推动数字化公共服务在乡村的普及、

实现城乡民生服务均等化。

９５　乡风文明建设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积极开展感恩奋进主题教

育，深化“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塑造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大力宣传先进典

型的崇高精神和先进事迹，引导群众爱国

爱党、感恩扶贫，积极变礼革俗、抵制陋习。

强化基层党组织核心堡垒，扎实做好乡镇

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

篇”文章，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探索建立农

村德治体系，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深

入推进乡村惠民工程，进行农村生活垃圾

污水治理、农村风貌提升等整治行动，改善

村容村貌。统筹推进农村宣传文化阵地建

设，进一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充分发挥村级文化活动室“文化乐

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服务功能，深入

挖掘传承历史文化、传统技艺等，让节日更

富人文情怀，让农村更具情感寄托。同时

结合高坪实际，为村落修建活动广场等场

所，提升农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乡村注

入强大活力，建设美丽乡村新画卷。

第十章　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

１０１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全面推进村集体股份经济改革，盘活

农村集体资产，支持村集体利用三资领办、

创办、参办、入股经济发展项目，创新村级

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

全面成立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建

立村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三套

马车”的运行机制。加快确权确股，将农村

耕地、林地、水域、集体资金等生产要素及

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和无形资产进行清产

核资和评估，重点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

有集体资产的股份，以家庭为单位，量化到

人、确权到户，对未承包到户的资源资产、

财政投入农村形成的资产等，分类确权确

股。通过“前期准备、清产核资、成员资格

确认、资产量化、股权设置、成立组织、建立

体系”七步走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将清产核资后确认的各类资产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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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或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推行“确权到户、户内共享、社内流转、

长久不变”的股权管理办法，鼓励支持经济

合作社积极探索资产租赁型、资源整合型、

稳健投资型、区位特色型、服务创收型等发

展模式，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实现农民对集

体资产的长久收益分配权。

１０２　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改革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强

宅基地管理，严格落实“一户一宅”规定，建

立健全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

体办法，探索赋予农民住房财产权流转等

权能。按照“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使

用、自愿有偿退出”的目标要求，在探索宅

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

退出机制、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

式、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等方面开展了改

革试点，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利修法

的制度创新成果。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

和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优化村庄用地布

局，有效利用乡村零星分散存量建设用地。

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发展乡村旅游、下

乡返乡创新创业、健康养老等。

１０３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

管等政策措施，推动金融资本继续向“三

农”倾斜，确保农业信贷总量持续增加、涉

农贷款比例不降低，金融“支农”“扶贫”力

度显著加大。

完善普惠性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引导

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对接符合条件的项

目，给予支农支小再贷款支持。符合条件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规定落实现行小微

企业贷款税收减免政策。引导鼓励农担公

司做大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担保业

务。推动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和农商行回归

本源，组建村级金融服务组织，完善金融服

务网络。加大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中长期

信贷支持，创新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农村

金融产品提供机制，依法拓宽农业农村领

域抵质押物范围，支持开展温室大棚、养殖

圈舍、土地经营权、生猪活体依法合规抵押

融资，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业农村发

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施互联网金

融服务“三农”工程，着力提高农村金融服

务覆盖面和信贷渗透率。健全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市场服务体系，推动农村各类产权

流转交易公开规范运行。

加强乡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覆盖农

户、农场、农民合作社、休闲农业和农产品

生产、加工、流通等农村社会成员的信用档

案，健全信用“红黑名单”制度，实施守信联

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组织开展对农

户、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建立健全

农民信用联保制度，完善政策性农业信贷

担保体系和机制，健全农业信贷担保费率

补助和以奖代补机制，支持按市场化方式

设立担保机构，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银

保担”风险共担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鼓励保险机构开

展产量保险、收入保险等业务，探索开展天

气指数保险等新型险种，支持将柑桔等农

产品作为保险标的开展优势农产品保险，

扩大保险覆盖面，推广农房保险、大型农机

保险等普惠保险业务。加快完善农业保险

制度，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能力，推动政策性

保险扩面、增品、提标，降低农户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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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探索在非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中适

时引入农业保险经纪公司。完善农村金融

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大力推广“政银保”模

式，探索开展“财政 ＋银行 ＋保险 ＋担保”
业务。探索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和

风险准备金制度，稳步扩大特色农产品目

标价格保险范围。落实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政策，协调保险机构及时足额理赔。

１０４　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
落实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健

全完善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措施，营造

良好的集体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引进产业

项目，扶持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引进一批

乡村企业，通过“企业 ＋村集体 ＋农户”模
式，共同开发经营闲置资源，推动农民变股

东。加强发展物业经营，利用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引导集体建设用地新

建商铺、仓储、农贸市场等物业项目，增加

创收渠道。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联合企

业和合作社，承接农资供应、土地托管、代

耕代种、统防统治等农业生产服务，以及道

路养护、公路绿化、环境卫生等农村公共服

务，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升级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平台，为村级集体组织招商租

赁、合作入股和项目引进等做好服务。引

导社会资本支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打造

区域性集体经济产业集群，推动集体经济

“串点连线”“补链成群”“抱团发展”，集体

经济强村（年收入 ５０万元以上）占比达
８０％，其中年收入 １００万元以上占比
达５０％。

第十一章　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

１１１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线，突出

政治功能，提升组织能力，把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

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

的坚强战斗堡垒。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

导核心地位，优化镇（街）党政机构设置和

事业站所结构布局，充实镇（街）党务工作

力量。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党员教育活动，健全落实农村

党员定期培训制度，完善党员岗位创先争

优长效机制，树立先进典型，强化党员意

识，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和致富带

富能力。加强党组织对农村各种组织统一

领导，加大在农民合作社、农村企业、农村

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民工聚居地建立党组

织力度，优化跨村经济联合体党组织设置

和隶属关系。推进基层党组织制度，实施

“十指连心”工程，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改进

作风，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严格党内政

治生活，积极推进党务政务财务服务公开，

严格落实按“四议两公开”程序决策村级重

大事项制度，加强村干部履职情况监督检

查，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整体

素质和公信力。在农村开展“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宣讲活动。

１１２　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

坚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

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１１２１　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坚

持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推进民主选举、民

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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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健全民主决策程序，严格落实村民会

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立健全重大决

策前和实施过程中协商的长效机制，依托

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

积极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

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推广基层治理“大

事”“小事”“私事”三事分流工作机制。推

广“积分制”“老马工作法”，建好新时代

“新风小院”，深化开展小院讲堂活动，发挥

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村务监

督委员会作用，规范职责权限、监督方式、

管理考核，坚持村务公开制度，提高村务监

督工作的水平和实效。

１１２２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不断深化农业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

进农业部门综合执法。全面推行一村一

警，加强乡村法律顾问工作，落实“村（居）

法律顾问全覆盖”制度。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常态化，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村集

体资产、扶贫惠农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推

进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建立防范和

整治“村霸”长效机制。加强基层执法人员

业务培训和法治意识培养，将政府涉农事

项纳入法制化轨道，严格实施行政执法人

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强化法治意

识，宣传与群众相关的基本法律，广泛开展

法治文艺演出、“法治电影进村”、法治书画

展等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引导干部群众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１１２３　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

管齐下，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

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实

施以“十抵制十提倡”为主要内容重点治理

工作，发挥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会、红白理

事会、道德评议会等“一约三会”及村社风

俗监督员作用，推进设立村社“失德曝光

台”、组建“美德劝导队”，加强婚丧礼俗整

治，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

陈规陋习。开展“乡村德法相伴”活动，充

分利用院坝会、茶话会等形式开展村民普

法教育，力争２０２５年开展农村群众性法治

教育活动１００场以上。

１１３　提升乡镇为农服务能力

充分发挥镇（街）服务农村和农民的作

用，加大镇（街）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加强镇

（街）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使镇（街）

成为为农服务的龙头。推进“放管服”改革

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整合镇

（街）和区级部门派驻镇（街）机构承担的

职能相近、职责交叉工作事项，建立集综合

治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公共服务等于

一体的统一平台。构建区镇（街）联动、功

能集成、反应灵敏、扁平高效的综合指挥体

系，着力增强镇（街）统筹协调能力，发挥好

镇（街）服务、带动乡村作用。大力推进村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管理服务

向农村基层延伸，为农民提供“一门式办

理”“一站式服务”，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将农村民生和社会

治理领域中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

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

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推动各级投放的公共

服务资源以镇（街）、村（社区）党组织为主

渠道落实。支持农产品企业向镇域集聚，

创建产业集群，实现加工在镇、基地在乡、

增收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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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

充分发挥妇联、团支部、残协等群团组

织作用，加强与基层党组织联系，建好农村

阵地，发挥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

会组织职能，助力乡村治理。鼓励和引导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推进自

治组织与新型经济组织有效契合，实现经

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合二为一”。鼓励返乡

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企业家及其他贤

达之人发挥价值引领和文化治理作用，提

升镇村为农服务能力。坚持专业化、职业

化、规范化，完善培养选拔机制，拓宽农村

社区人才来源，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着力做好老年人、残疾人、青

少年、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服务工作。

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村社

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展。

１１５　培育乡村文明新风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深入推进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体的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着力培育乡村文明新风。

１１５１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

管齐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落

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宣传教育，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弘

扬和培育核心价值观，增强农民国家意识、

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感意识。加强诚信教

育，倡导契约精神、科学精神，大力弘扬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分发挥好农村老党

员、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模范等农村

“五老”队伍和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

范、返乡成功人士作用，大力培育新乡贤文

化。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

设，加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与评选，

每年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与流

动文化进村、惠民电影放映等活动，进一步

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到

文化先行、思想先行。开展高坪惠民文化

旅游消费季活动，以文化、旅游、体育、商贸

消费为载体，精心打造惠民文化旅游消费

季活动。

１１５２　推动优秀乡土文化保护传承

积极利用乡村的本土文化资源优势，

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

本。开展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全面梳

理文物古迹、传统村落、传统建筑等物质文

化遗产，以及农耕习俗和民间故事、农事歌

谣、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提炼

传统文化内涵和特色。进一步梳理高坪传

统文化资源脉络，深入宣传推广丝绸文化、

嘉陵江文化、竹编文化、民俗文化等。开展

优秀乡土文化挖掘传承创新行动，注重继

承与创新相结合、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强

化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加快推

进传统工艺工作站、非遗数据库建设，打造

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承教育基地

等。推动民间传统工艺发展，大力培育“一

村一品”“一镇（街）一品”“多镇（街）一

品”等非遗手工艺特色村镇。推动高坪优

秀文化科学保护、有效传承、创新发展的科

学理念。

第十二章　重点工程及投资

高坪区“十四五”农业农村规划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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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２１１亿元。其中：基础设施９个重点项
目投资１０６１７０亿元，特色效益农业３４个
重点项目投资７５４９６０亿元，农产品加工
物流３个重点项目投资２２０亿元，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１个重点项目投资９５０亿

元，人居环境综合整治３个重点项目投资
２０３９７９亿元。

１２１　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
基础设施 ９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１０６１７１亿元。

表１２—１　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规划投资

（万元）

１ 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高标准农田１０万亩，主要包括耕作田
型调整、土壤改良、灌排系统、田间道路系

统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３００００

２
高坪区灌溉渠

系 配 套 工 程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各级渠道 １１４８公里，整治各级渠道
３９０公里 ３１６００

３
高坪区农田水

利 工 程 建 设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及改造提灌站２０座、山坪塘９０座、石
河堰３座、蓄水池６００个、渠系１２０公里，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２０平方公里

４０００

４ 产业道路建设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及提升产业基地主干道２０公里，新建

产业路６０公里、产业便道８０公里
８５００

５ 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１０座，主要包括大
坝除险加固，引水洞、溢洪道、闸门等整治，

机电更新维护，完善自动监测和智慧管理

系统等

２５００

６

嘉陵江干流高

坪区吊马坝防

洪 治 理 工 程

项目

江陵镇 ２０２５ 新建和整治加高堤防１８３公里，完成堤防
基础开挖回填、基脚砼浇筑，砼面板护坡等

５０７１

７ 水肥一体化系

统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水肥一体化系统３万亩，根据产业基地
实际情况采用喷灌、滴管、主管到地块等多

种方式，用于基地喷肥、喷水及喷药，节约

生产管护成本

１２０００

８ 农机装备提升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机耕道５０公里，购置粮油、蔬菜、柑桔、

花椒、生猪养殖等农机装备５００台（套）
７５００

９ 培肥地力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培肥地力面积５万亩，采购有机肥、生物菌
肥，提升产业基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恢复

地力

５０００

　　１２２　特色效益农业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
特色效益农业３４个重点项目，总投资７５４９６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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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２　特色效益农业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投资

（万元）

１
高坪区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全面推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

燃料化等技术，达到全域秸秆禁烧
２９８００

２
高坪区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

量，种植绿肥

２５３００

３
高坪区现代粮油产

业园区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１新品种的引进２０个，推广５００００亩。２建设
新技术的示范基地５个、推广面积１００００亩。３
品牌培育３个。４建设粮油产品烘干设施设备
５个。建设初加工企业、深加工共５个。５建设
电商平台６个。６推广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面
积３００００亩。７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１００
个，开展社会化服务４００００亩。８基础设施建
设，土地整治１００００亩，产业道路１０公里

１５０００

４
高坪区现代种业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１品种展示评价及安全性监测５００个。２新品
种试验、示范及推广面积６００００亩。３建设种
子繁育基地４个，面积８００００亩。４建设实验
室４个。５购买实验设备

１００００

５
螺溪河流域粮经复

合型及农旅农耕文

化建设工程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高标准蔬菜、水稻、粮油园区建设、螺溪河沿岸

景观打造、旅游设施设备建设
１６００００

６
国家特色产业园创

建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推进全区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做优品

质，做大产量、做强加工、做响品牌，创建全国特

色产业优势发展区

５５０００

７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科技成果１０—１５项的转化利用，农业新技术的
示范推广１０—１２项，农业品牌的培育１０个

１３０００

８
南充市高坪区农产

品质量监管体系建

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可视系统、追溯体系以

及检测体系；区、乡镇（街道）检测体系
１２０００

９
畜禽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畜禽标准化养殖场１０个，建设圈舍１２００００
平方米，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设备，提档升级

６０个生猪规模场，完善养殖设施设备
１２０００

１０
核心育种场无疫小

区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建设核心种猪场３个，核心场周边３公里范围内
农户退养，新增完善疫病防控设施设备。建设

核心育种无疫小区３个，核心场周边３公里范围
内农户退养，新增完善疫病防控设施设备

２８０００

１１
生猪养殖无疫小区

建设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建设生猪养殖无疫小区２个，核心场周边３公里
范围内农户退养，新增完善疫病防控设施设备

８０００

１２
生猪品种保护及培

育基地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建设生猪品种保护及培育基地，建设种猪舍、配

种场、实验室等，完善相关设施设备，主要用于

本地生猪品种的保护，优良新品种的引进、培

育、推广

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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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投资

（万元）

１３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续建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畜禽规模养殖场及专业户配套建设沼气池或异

位发酵床积粪池、储液池、堆粪棚等粪污处理设

施设备。建设还田利用管网，补贴社会化服务

组织运输沼液，畜禽粪污还田３０万亩，建设有机
肥厂１个，建设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基地１２个

３０００

１４ 新建水产基地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水产园区６０００亩，包括（养殖塘标准新建、
产业路、深加工，粗加工，饲料厂等配套设施）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
天敌微生物生产繁

育基地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生防天敌扩繁、储运、运输、释放及质量检

测等设施设备１套，理化诱控诱集装置的生产和
组装设施设备１套。天敌及授粉昆虫扩繁基地
２０００亩，主要配备繁殖天敌所需设施和田间释
放专用设备１套，冷链储运设备和质量检测设备
各１套，建设扩繁车间３０００平方米、专用储备库
２０００平方米。微生物（生物农药）扩繁基地
１０００亩，主要配备菌株活性提纯、质量检测、产
品分装、环境自控等设施设备各１套，以及生产
线扩容和冷链储运设备各１套。理化诱控产品
生产基地１０００平方米，主要改扩建实验室、实验
场圃和中试生产线

７４２０

１６
南充市高坪区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实验室改建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在原旧实验室大楼的基础上，改建一层生物安

全ＢＳＬ—２级实验室，包含样品接收、样品保存、
样品处理、培养、病例解剖室、ＰＣＲ诊断室、病原
学微生物室等２１间，总面积约２１５平方米；购置
各类仪器设备３１台（套）

５００

１７
高坪区乡镇畜牧兽

医站能力提升建设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购买阙家镇、擦耳镇等８个乡镇畜牧兽医站的业
务用房（办公用房、库房和检测室），改建长乐

镇、走马镇等６个乡镇畜牧兽医站的业务用房；
配套１９个乡镇畜牧兽医站防疫、检疫监督执法
设施设备

１２００

１８ 智慧农业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数字田园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远程监测控制中

心，工厂化育苗系统，生产过程管理系统，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溯源系统，农产品智能分级分

选系统，农业综合数据服务中心，数据共享交换

与开放系统

１８０００

１９
农作物病虫疫情田

间监测点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农作物病虫疫情田间监测点１０个，主要配
备自动虫情测报灯２０台、性诱监测诱捕器５万
套、气候监测仪１０台、重大病害智能监测仪１０
台、田间可移动实时监测设备２０套（可移动监
测单兵设备）和数据传输、汇总、分析等软硬件

设施设备１０套，以及简易交通工具１０辆

２０００

２０
巩固提升“两乡基

地”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巩固提升柑桔基地１５万亩、花椒基地５万亩，改
造机械化基地１５万亩，集成先进技术和设备，建
设柑桔初加工基地５个配套冷链物流，建设柑桔
产地市场５个，建设电商服务平台３０个

５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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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投资

（万元）

２１
乡镇畜牧兽医站实

验室检测能力提升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建设高坪区１９个乡镇（街道）畜牧兽医站标准
化实验室

１０００

２２
兽医社会化服务体

系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提升全区行政村的兽医社会化服务人员（村级

防疫员）待遇，建立和完善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
１４４０

２３
南充高坪农业科技

园转型升级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北部片区柑桔和伏季水果种植园水肥一体灌溉

系统建设及数字化升级，３０公里产业道路升级
建设，园区市政配套升级，冷链物流系统建设，

农业产业基础配套升级

３００００

２４
迁飞性害虫雷达监

测站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购置迁飞性害虫雷达 ２套、车载式移动雷达 ２
套，以及配套观测用房１０００平方米、高空测报灯
１０台、气象信息采集等设施设备２套

１，５００

２５
重大病虫疫情应急

防控设施及物资储

备库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重点物资储备库２０００平方米，配备自走式
喷杆喷雾机１００台、航空植保机械５０台等大中
型防治装备，配套转运运输、远程指挥调度和维

修设备１套，建设药械、农药运输工具２辆等物
资储备库

３５００

２６
现代农业园区创建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巩固提升园区产业基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大

力发展初深加工，促进园区融合发展，争取创建

省级园区２个、市级园区５个、区级园区１０个
３００００

２７
专家工作站建设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专家工作站２个 ６００

２８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新机制示范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四新”示范基地 ９个，提升科技成果转
化率

９０００

２９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培育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３家，省级以上示范合作
社６家

２１００

３０ 品牌创建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强化“黄溪贡米”“高坪甜橙”地标宣传推广，新

培育优势特色农产品品牌１５个
４００

３１ 人才培养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培养致富带头人、职业经理人、高素质农民、产

业工人等１５００名以上
７００

３２
病虫害绿色防控示

范片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建设粮油、柑桔、花椒病虫绿色防控示范片１０万
亩，主要推广捕食螨、黄板、太阳能杀虫灯、生物

农药、生草栽培等

８０００

３３
镇村电商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镇村级电商服务中心５０个 １０００

３４
蚕桑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巩固提升桑园基地，修建配套小蚕共育室３０００
平方米、养蚕大棚１０００００平方米，引进优质桑、
蚕新品种，推广蚕业新技术，按照“五良”融合和

“五网”配套的标准建设产业道路、蓄水池、沟渠

以及环线道路等，推出绿色防控技术，修建蚕和

茧收烘中心４个，延伸蚕桑产业链条，建设桑枝
菌大棚，种植桑枝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

１４０００

　　１２３　农产品加工物流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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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物流３个重点项目，总投资２２０亿元。
表１２—３　农产品加工物流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投资

（万元）

１
农产品初加工基地

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新建粮油、蔬菜、柑桔、花椒等农产品初加工基

地５个、农产品展示中心２个，配套商品化生产
处理线３条及其设施设备

６０００

２
农产品交易体系建

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建设柑桔交易中心２个、花椒交易中心１个 ３０００

３ 冷链物流建设项目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柑桔分拣分级、预冷包装、烘干脱水等商品化设

施设备，花椒烘干设施，建设仓储保鲜设施
１３０００

　　１２４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１个重点项目，总投资９５０亿元。

表１２—４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投资

（万元）

１
农村一二三产业发

展先导区创建
高坪区 ２０２５

以中法农业科技园和“醉美橙香”等 ＡＡＡ景区
为引领，统筹“两乡”基地建设和农产品加工物

流，打造嘉陵江流域百公里柑桔旅游环线、螺溪

河流域走马观花旅游环线、中法农业科技园擦

耳桃园旅游环线等３条旅游环线，推进全域农业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９５０００

　　１２５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３个重点项目，总投资２０３９７９亿元。

表１２—５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重点项目及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址

建设

年限
建设内容及规模

投资

（万元）

１

南 充 市 高 坪 区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建设工程

高坪区 ２０２５

建设污水处理一体化设施４０套，生活污水净化
沼气池 ７３０个，建人工湿地 １处；治理沟（渠）
５５７００米，新建沟渠３１３００米；整治塘堰１００座；
新建农村户用厕所４７１０座，改建农村户用厕所
４５６０座，新建公厕５３座，改建公厕３１座，建联
户粪污处理设施４９８处；购置分类垃圾桶１５７２
个，购置压缩垃圾转运车 ２２台；道路硬化
１０５９９０米，新建联户路８４２００米，整治危房４４３
处，栽植行道树４６０００米，安装路灯１４０００盏，修
建文化休闲广场１２７００平方米

２０３４２

２
村庄公共基础设

施—村庄干道道路

建设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涉及１８个乡镇（街道）、３５２个村，新建道路６２０
公里，改建道路１５３公里，道路扩宽６８４公里

１４６９８０

３
农村综合性公共服

务中心建设
高坪区 ２０２５

涉及１８个乡镇（街道）、３５２个村，新建、改建村
级公共服务业务用户４４３万平方米，新建、改建
村民活动广场 ２２万平方米，添置设施设备
３２４７０台套

３６６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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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强化规划保障

１３１　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区委书记、区政府区长任组长，

区级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区级相关部门、乡

镇（街道）主要负责人任组员的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于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年度工作方

案，具体负责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日常工作。

将南充市高坪区现代农业“十四五”产业发

展建设工作纳入全区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

署。区级各部门密切配合、统一思想、形成

共识，打破部门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加强区

级各部门与乡镇（街道）之间的配合、联系

和协调。

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相关行业

部门协同配合，加快制定完善土地、资金、

人才等要素支撑的政策措施。持续增大土

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比例，加大本级

财政投入力度；制定完善资金整合方案，切

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优先保障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用地需求，探索创新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途径和方式，盘活农村

存量建设用地。着力创新金融助农方式，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推进科技兴

农、人才兴农，集聚各方面要素，为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保驾护航。

建立健全产业发展动态跟踪机制，将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纳入区级部门和

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范畴，科学设置考

核指标，定期督查政策落实、基地建设、产

品销售、品牌打造、主体培育、带农增收等

情况，严格开展考核评比。

１３２　强化政策支持

１３２１招商奖励政策

严格落实省、市、区有关农业招商政策

和惠农政策，积极开展上门招商、以商招

商、展会招商、“互联网 ＋”招商，以招商活

动为平台和契机，宣传推介高坪区现代农

业资源和优势，明确招商计划，落实招商任

务，努力促成项目投资和合作。

１３２２　土地扶持政策

落实川委厅〔２０１８〕５０号文件“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需求”

的精神，按照多规合一的思路，项目用地在

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的基础上，统筹协

调，保障种养循环、设施农业、仓储物流、休

闲旅游等规划用地，推动项目落地。年度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适当向农业龙头企业和

农民合作社项目倾斜。鼓励农民以土地承

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参与“十四五”农业产业

建设和经营。引导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

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

式规模经营。

１３２３　公共服务政策

做好电力、通信等公共服务保障，有关

部门主动服务农业龙头企业，各类公共服

务项目优先安排到农业产业优势集中区。

涉农企业用电，按照用电性质执行优惠的

电价政策，工商、质检、卫生、自然资源、税

务、金融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延伸服务网点，

涉及行政收费的一律按最低标准执行。住

建、环保、林业部门加强农业农村环境整治

与美化工作，水利部门加强水利灌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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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套建设，科技部门积极支持农业产业

的科技开发。

１３２４　税收减免政策

参照相关政策，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

补、贷款贴息等多种形式，支持农业企业基

地建设。农业产业新建企业税收实行分类

计税，并享受最优惠政策，专项用于农业产

业建设管理和扶持企业发展支出。通过财

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扶持农业保

险，积极扩大种植业、养殖业保险覆盖

范围。

１３３　打造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构建以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为引导，企

业自有资金投入为主体，民间投资和外商

投资等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投资

为补充，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信贷为

支撑的现代农业产业建设投融资机制。

１３３１　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

现代农业产业建设以业主投资为主，

同时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争取

贷款贴息，通过现有的融资平台进行融资。

政府将着重抓好“十四五”现代农业产业规

划、基础设施和标准化厂房建设，提供高效

化优质服务。

１３３２　加大政府财政帮扶资金

设立区级专项资金，用于“十四五”现

代农业产业建设，争取更多的中央和地方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十四五”现代农业产业

建设，将财政、水利、自然资源、科技、交通、

农业农村、扶贫等各部门支农资金，按照资

金渠道、性质、用途不变的原则，依据建设

要求统筹安排，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成效。

１３３３　强化金融保险支撑

推动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合作金融支

持“十四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与相关金

融机构合作，发起和设立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投资基金，不断加大对经营主体的信贷

投入。把农业保险作为支持农业的重要手

段，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

提高风险保障水平，建立农业保险协同工

作机制。

１３３４　激发主体经营活力

加快规模化发展。引导农民依法自愿

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鼓励农民在自愿前

提下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龙头企业，

发展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多种

规模经营模式。支持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

服务主体开展专业化规模化服务，鼓励和

引导工商资本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

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

模式。

推行产业化经营，完善农业产业链与

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深入推进土地经营

权入股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采取“保底收

益＋按股分红”等方式，让农户分享加工销

售环节收益。打通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产

业链条，促进龙头企业、专合组织等主体数

量、质量和效益同步发展，推进农村劳动力

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１３４　突出科技引领

１３４１　提升农业科技推广水平

确保各级财政支持的农业技术研究和

开发投入逐年增长，强化农业科技的创新、

转化、孵化、信息、宣传和培训等平台建设，

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研相结合、

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科技推广转化服务体

系，促进科技成果加快对接和转化，促进科

技推广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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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２　构建多元化科技创新体系

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及优势企业研

发部门进行科技创新合作，加强各类涉农

企业自主科技创新工作，打造多元化的科

技创新服务体系。

１３５　增强人才支撑

１３５１　创新人才引进培育机制

要引进人才和培育人才两手抓，创新

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不断优化人才引进

政策，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形成有利于

引进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环

境。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素质

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推动建

立健全职业农民扶持制度，相关政策向符

合条件的职业农民倾斜，壮大职业农民

队伍。

１３５２　建立人才创业创富制度

探索建立人才创新创业创富的激励机

制，支持鼓励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富有开

拓创新精神、勇于承担责任并在群众中有

威信的人才，积极投身到现代农业建设第

一线创新、创业和创富。引导农民外出务

工、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新创业。

１３５３　加强农民培训教育

通过技术讲座、专业培训、函授和夜校

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支有道德、善经营、能

带领广大农民致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培养一支有理想、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民技

术队伍，培养一批有文化、有素质、有技能

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十四五”现代农业

建设提供可靠的农民人才队伍支撑。

１３６　提升管理水平

１３６１　突出规划引领

围绕规划确定的建设目标、重点任务，

分解规划提出的指标任务，着力抓好规划

安排的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建设进程。

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宣传高坪区农业

的优势与特色、重点项目和优惠政策等，扩

大影响力、吸引力，为争取项目、招商引资

营造良好氛围。

１３６２　强化项目监管

针对规划实施的重点项目，构建从项

目的申请、立项、批准和实施一体化跟踪服

务监督和管理机制，形成规划建设、产业政

策、技术政策、项目信息、准入标准等信息

互通，放管并重、上下联动、纵横协管，确保

重点项目资金及时到位、问题及时解决、质

量安全受控、顺利实施完成。

１３６３　加强宣传推介

加大对“十四五”现代农业规划、重点

项目、发展优势、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宣传

推介，加强对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种养

示范大户的宣传推介，加快培育一批农产

品驰名品牌和“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１３６４　开展年度考核

定期开展“十四五”现代农业建设考核

评价，建立规划中期评估机制，跟踪分析规

划执行情况，根据评估结果及时修订完善

规划内容。采取不定期抽查、实地检查等

多种形式，加强对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把“十四五”现代农业建设成效纳入各

级领导班子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１３７　加强土地资源保障

１３７１　明确用地范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

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产业以农

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拓展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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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功能，延伸产业链条，涵盖农产品生产、

加工、流通、就地消费等环节，用于农产品

加工流通、农村休闲观光旅游、电子商务等

的产业用地，土地用途可确定为工业用地、

商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等。乡村发展用

地应按照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乡村

产业发展专项进行合理安排。

１３７２　强化用地监管

坚守１８亿亩耕地红线，防止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坚决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

知》和《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

生产的意见》两份文件，严禁违规占用耕地

绿化造林和挖地造湖、严禁超标准建设绿

色通道等行为。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和生

产结构，合理规划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与布局，加大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力

度，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科学合理

利用耕地资源，防止耕地“非粮化”“非农

化”，切实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水平。

１３７３　加强用地盘活

耕地占补平衡以区域自行平衡为主，

探索针对乡村产业的省市区联动“点供”用

地；细化、完善配套制度和政策，开展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增加乡村

产业用地供给渠道；积极开展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有序开展区域乡村闲

置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宅基地、村庄空闲

地、厂矿废弃地、道路改线废弃地、农业生

产与村庄建设复合用地及“四荒地”（荒

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土地综合整治，盘

活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的方式，重点

支持农村三产融合、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

返乡入乡创新创业，完善设施农业用地管

理办法。

第十四章　环境影响评价

１４１　环境现状

１４１１大气环境现状

高坪区属于典型的丘区农业大区，工

业较为薄弱，同时工业以建筑业为主，化

工、纺织、制造、电力及食品饮料等较少，且

集中在城镇周边地区。２０１８年 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４６４微克／立方米，ＰＭ１０年均浓

度为７１７微克／立方米，ＳＯ２年均浓度８６

微克／立方米，ＮＯ２年均浓度３３３微克／立

方米，ＣＯ年均浓度１１毫克／立方米，Ｏ３年

均浓度 １２８４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率

为８５３％。

２０１９年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为 ４１６微

克／立方米，ＰＭ１０年均浓度为７３２微克／

立方米，ＳＯ２年均浓度 ５６微克／立方米，

ＮＯ２年均浓度２８５微克／立方米，ＣＯ年均

浓度１１毫克／立方米，Ｏ３年均浓度１１６微

克／立方米，优良天数率为８９％。

２０２０年１—１０月，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为

３３２微 克／立 方 米，比 ２０１５年 下 降

４８１２％，ＰＭ１０平均浓度为 ６１２微克／立

方米，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３４２％，ＳＯ２年均浓度

４７微克／立方米，ＮＯ２年均浓度 ２４５微

克／立方米，ＣＯ年均浓度 １０毫克／立方

米，Ｏ３年均浓度１２２微克／立方米，优良天

数率为９３２％，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２２５８个百

分点。

全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逐年上升，主

要农产品种植区域附近大气污染较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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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环境较好。

１４１２　水利资源概况

高坪区属嘉陵江水系，嘉陵江从北向

南，流经高坪区西侧，其支流呈树枝状展

布，网系密集。主要支流有螺溪河、蜿堰

河、阙家河、罗家河及沿江小流域，流域面

积覆盖全区。受降水季节分配不均的影

响，区内河流年际变化非常大，大致是冬

枯、春缓升、夏汛、秋汛。

嘉陵江主干水系的特征是：河道蜿蜒

曲折、流量大、季节分配和年际变化大，嘉

陵江干流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８２７９立方

米／Ｓ，最大流量为２８９００立方米／秒，最小

流量为 １０２立方米／秒，有充足的外来

水源。

遍布全区的嘉陵江各级支流，由于汇

水面积小，多为季节性河流，每到枯水期几

乎无地表径流。全区有中型水库１处，小

（一）型水库１１处，小（二）型水库３６处，

各级塘、库、堰共计１４９０处，遍布整个区。

虽然塘、堰、库等水利工程蓄水较多，但配

套渠系不完善，同时还存在集中蓄水与分

散供水的矛盾，每遇干旱，常出现供不应

求，远水难解近渴的矛盾。因此，自落实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群众为保灌保栽

起见，稻田多蓄成冬水田，从而导致冬水田

面积急剧增大，复种指数和土地利用率显

著下降。因此，应采取措施加强水利工程

管理，完善配套渠系，提高灌溉效益，充分

利用地表迳流，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

１４１３　土壤环境现状

高坪区各乡镇（街道）耕地土壤环境质

量类别分布差异较大，但多以优先保护类

为主。高坪区优先保护类耕地在全区各乡

镇（街道）及嘉陵江均有分布。其中东观镇

优先保护类耕地分布面积最多，共 ７２２０７

亩，占此类耕地总面积的１３４６％；其次为

长乐镇、会龙镇、走马镇和佛门乡，面积分

别为６９９７２亩、４９５６８亩、３３６８４亩和３１３３４

亩，分别占优先保护类耕地总面积的

１３０４％、９２４％，６２８％和 ５８４％；此外，

优先保护类耕地面积在１００００亩以上的有

螺溪街道（２９６９５亩）、龙门街道（２９５９８

亩）、擦耳镇（２８３６２亩），阙家镇（２７８８８

亩）、江陵镇（２７６９０亩），胜观大岭镇

（２５４８５亩），老君街道（２０９５２亩）、青居镇

（２０２５２亩）、青莲街道（１７４０２亩）、都京街

道（１６５９７亩）、清溪街道（１１２２７亩）、小龙

街道（１０３４８亩），其余乡镇（街道）优先保

护类耕地均不足万亩，嘉陵江优先保护类

耕地面积最少，只有２１２２亩，仅占优先保

护类耕地总面积的０４０％。除擦耳镇、都

京街道、会龙镇、青莲街道、清溪街道、阙家

镇、嘉陵江外，全区其他乡镇（街道）均有安

全利用类耕地分布，分布面积最多的乡镇

（街道）是螺溪街道，面积为１４２１亩，占螺

溪街道耕地总面积的４５７％；其次是青居

镇，面积为１３１５亩，占青居镇耕地总面积

的６１０％；安全利用类耕地在１０００亩以上

的乡镇还有佛门乡，面积为１０７６亩，占佛

门乡耕地总面积的３３２％。

２０１９年，高坪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４３４ｇ／ｋｇ～３９９ｇ／ｋｇ之间，平均为１４５ｇ／

ｋｇ；全氮含量在０４４ｇ／ｋｇ～２７８ｇ／ｋｇ之间，

平均为 １０３ｇ／ｋｇ；碱解氮含量在 ２８ｍｇ／ｋｇ

～１５０ｍｇ／ｋｇ之间，平均为６６９ｍｇ／ｋｇ；有效

磷含量在１３ｍｇ／ｋｇ～７１２ｍｇ／ｋｇ之间，平

均为 ９７７ｇ／ｋｇ；速效钾含量在 ３４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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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ｍｇ／ｋｇ之间，平均为１０７ｍｇ／ｋｇ。土壤酸

碱度（ＰＨ值）以微碱性（７５—８６）为主，

占耕地的６３９％，中性土壤（６５—７５）较

少，仅占１２％，微酸性（４９—６５）占２４％。

对照全国耕地地力等级，高坪区耕地地力

以３等和８等为主，其中，三等地的面积最

大，为１２４８２１５６亩，占高坪区耕地总面积

的 ２６７９％；其 次 为 八 等 地，面 积 为

９４４６８７７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２０２８％；再

次为四等地，面积为 ７７９８６２５亩，占耕地

总面积的１６７４％。之后依次排序，七等地

面积为 ５５２７６０３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１１８６％；二等地面积为４２５２７４７亩，占耕

地总 面 积 的 ９１３％；九 等 地 面 积 为

３４２５７４９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７３５％；五

等地面积为２５８８８１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５５６％；十等地面积为６５６２３３亩，占耕地

总面积的 １４１％；一等地面积为 ２９２６３４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０６３％；六等地面积为

１１７４３４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０２５％。根

据各等级的面积加权平均，高坪区２０１９年

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５２１。

１４２　环境影响分析评价

１４２１项目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

１４２１１　施工期

本项目在建设施工中，开挖、回填土方

作业量小，产生的粉尘较少，使用的施工机

械将产生一定的噪声，对周边人居生活带

来一定影响。

１４２１２　运行期

投产后产生的污染源有各类畜禽排泄

的粪、尿、畜禽舍冲洗产生的污水、废气、加

工厂产生的噪声、废弃物以及病死畜禽的

尸体等。

１４２２　项目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本项目的环境因素，包括项目周边环

境对畜禽养殖场生产环境的影响，也包括

本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由于该区域内

为农作物、水果的主产区，需要大量的肥

料。通过对该项目进行合理布局，养殖场

环境保护设施、废弃物处理设施（包括污染

物的综合利用、处理、处置）同步设计、同步

施工和同时投入使用，就能做到粪污就地

消化，实现粪污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

化，从而形成一种功能稳定、和谐的良性生

态循环。

１４２２１　废物的种类

养殖场产生的污染源有各类畜禽排泄

的粪、尿，畜禽舍冲洗产生的污水，养殖场

生产产生的废气以及病死畜禽的尸体等。

１４２２２　对大气污染

畜禽的粪尿排出体外后迅速腐败，产

生硫化氢、氨气等有害气体，污染畜禽舍和

大气环境。

１４２２３　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

粪便污水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主要是

过量有机物和过量氮、磷等营养物质所带

来的危害，但本项目建有沼液处理站，可将

粪便污水等废弃物二次再利用，改善养殖

场废弃物对水体和土壤发污染。

１４２２４　稻渔基地对环境的影响

１减少化肥施用量。稻鱼共生可增

强土壤肥力，减少化肥使用量。系统中的

鱼类摄食稻田内杂草，排出粪便可直接转

化为肥料，增加稻田有机质含量和养分，实

现系统内部废弃物资源化，起到保肥和增

肥的作用，减少化肥的施用。研究表明，稻

鱼共生系统内磷酸盐含量是单一种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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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２倍，而氨的含量则是单一种植系统的

１３～６１倍，对于养鱼的稻田，只要施足底

肥（堆肥、绿肥等），就可以减少甚至不使用

化肥。另外，系统中鱼类的来回活动可松

土，增大了土壤孔隙度，提高土壤通气性，

有利于肥料和氧气深入土壤层，起到了提

高肥料利用率的作用。

２减少使用除草剂。农田内的杂草

是影响水稻生长发育和产量的有害生物，

除了与水稻争肥之外，还争夺地面、空间、

水分和阳光，同时也是水稻病虫害的宿所。

据测定，杂草从稻田中吸取的氮素占稻田

植物吸收总氮量的８％以上，因杂草影响，

水稻将减产 １０％ ～３０％。稻鱼共生系统

中，鱼类为稻田除草作用明显，具有人工除

草无法相比的彻底性，且不具有时效性，可

控制水稻整个生育期内的杂草危害，有效

减少化学除草剂的使用。有关学者研究表

明，与水稻单作比较，稻田养鱼系统杂草生

物量明显降低，在水稻生长期，稻田内阔叶

杂草及稗草几乎绝迹。

３减少使用杀虫剂。稻鱼共生系统

可有效减少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有利于

提高产品质量及产量，达到节本增效、减少

农药污染的双重作用。稻田内的病虫害直

接影响水稻产量，据资料统计，病害导致世

界水稻减产１０％左右，虫害使世界水稻产

量减产３４％左右。纹枯病是水稻重要病害

之一，研究表明，稻田中生物多样性的增加

可明显控制纹枯病、稻瘟病等水稻病害的

发生。在稻鱼共生系统中，鱼类食用水田

中的纹枯病菌核、菌丝，从而减少了病菌侵

染来源，同时纹枯病多从水稻基部叶鞘开

始发病，鱼类争食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鞘，

及时清除了病源，延缓了病情的扩展。另

外，鱼在田间窜行活动可以改善田间通风

透气状况，增加水体的溶氧，促进稻株的根

茎生长，增加水稻抗病能力。稻田中多物

种共存同样对虫害的发生、发展有很好的

控制效果。研究表明，稻鱼共生系统中鱼

类对稻田中的昆虫有明显的吞食能力，基

本能控制稻田的稻飞虱、蛾类及其幼虫，特

别是对稻飞虱有较好的控制作用，稻飞虱

主要在水稻根部取食，鱼类的活动可使植

株上的害虫落水，进而取食落水虫体，减少

稻飞虱等虫类的危害；与未养鱼稻田相比，

养鱼田水位较深，水稻基部露出水面高度

较少，缩减了稻飞虱的危害范围。此外，稻

田养鱼还可显著提高害虫天敌的数量，天

敌的增加也促进了稻田虫害的控制。

４维持生态平衡。稻鱼共生系统是

典型的农田生态系统，系统中水稻、杂草构

成了系统的生产者，鱼类、昆虫、各类水生

动物构成了系统的消费者，细菌和真菌是

分解者，稻鱼共生系统通过“鱼吃昆虫和杂

草—鱼粪肥田”的方式，减少了化肥及农药

的使用，降低了稻田水的 ｐＨ值，提高了稻

田中水溶性 Ｎ、Ｐ、Ｋ含量，改善了水质，使

系统内的物质和能量朝着有益于稻鱼双方

的方向流动，维持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保

证了农田的生态平衡。

在稻鱼共生系统中，稻田水体为鱼类

的生存提供了空间，水体面积大、水位深、

循环快，水体含氧量增大，加之植物光合作

用能释放大量氧气，使水层中氧充足，为鱼

类的良好生长提供了基础，鱼类食用大量

杂草，增强了透光性，使水层表面增温较

快，有利于水稻生长，鱼类的不断活动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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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田水充分对流，提高了下层水和土壤温

度及水下溶氧量。

１４３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１４３１　划定保护区

１４３１１　划定优先保护类耕地

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划定优先保护

类耕地。根据国家技术规范，按污染程度

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

严格管控类三个类别，以耕地、园地为重

点，分别采取相应管理措施，保障农产品产

地环境安全。以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结果为

依据，开展耕地、园地土壤的监测与评价，

有序推进耕地、园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

定，逐步建立分类清单，根据土地利用变更

和土壤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每３年对各类

别耕地、园地面积及分布等信息进行更新。

１４３１２　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依据“面积不减、质量有提高、布局总

体稳定”的原则，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实

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耕地污染

程度不上升。２０２２年底前，基本完成“两

区”建设任务，形成布局合理、数量充足、设

施完善、产能提升、管护到位、生产现代化

的“两区”。全区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重要农产品供给水平保持稳定，农业产业

安全显著增强。

１４３１３　完成耕地地力等级评价

按省市统一部署，制定高坪区耕地质

量等级变更调查评价与农产品产地环境例

行监测工作方案，完成了５个农产品产地

土壤环境质量省级监测点位设置和２个省

级监测点建设，加强与四川农业大学协作，

按照国家统一规范开展土壤监测和评价。

依据监测、检验、化验、检测等数据，按照立

地条件、地形地貌、土壤理化性质、耕作制

度及利用方式，以土种为单元，完成全区耕

地地力等级评价和农产品产地环境例行监

测评价，有针对性的提出加强农产品产地

环境保护、耕地质量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１４３２　严格污染防控

１４３２１　强化企业环境监管

加强日常环境监管，对排放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废水、废气排放和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强化对

含重金属污泥等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和安

全处理处置力度，防止对周边农用地土壤

造成污染。规范废弃物处理处置活动，要

求从事固体废弃物和化学品储存、运输、处

置的企业，完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

设施，监控周边农用地土壤，健全危险废弃

物源头管控、规范化管理和处置机制，禁止

在农用地排放、倾倒污泥、矿（渣）等可能对

土壤造成污染的固体废弃物。

１４３２２　强化城乡生活污染控制

结合宜居环境建设行动，完善城乡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和垃圾治理。严格规范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运行管理，坚决查处渗滤液直排和超标排

放行为，完善生活垃圾填埋场防渗漏、防扬

散等措施，加大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去向

检查力度，规范污泥处置。到２０２５年，区

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达１００％。

１４３２３　强化农业投入品管控和农

业废弃物处理

推动“一控两减三基本”和农业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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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循环利用，加强农业投入品使用环

节的监管，推进化肥农药施用量零增长行

动。全面推广生物、物理杀虫、灭菌和测土

配方施肥及秸秆还田技术，减少了化肥、农

药用量，有效地保护耕地。

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继续开展畜

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大力推广先进工

艺技术和生态养殖模式，确定废物无害化

处理方式和消纳场地，指导畜禽养殖废弃

物综合利用，防止畜禽养殖活动对农用地

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到２０２５年，规模化养殖场配套建设废
弃物处理设施设备比例达１００％，全面完成
非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任

务，实现零排放或达标排放。污染治理措

施如下：

１粪污和污水的处理
干湿分离、液氧发酵、种养循环、还田

还土。畜禽粪便及污水经污道输送到沼气

池经过发酵，产生的沼气用于养殖场自身

生活需要，沼液经过二次发酵后用作周边

农田植物肥料。后期考虑新建污水处理站

对沼液进行深度处理后实现达标排放。

雨水经过专用沟渠进入雨水池沉淀后

排放或者直接排入河中，也可用于冲洗圈

舍、浇灌花草树木。

２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本方案主要采取农牧结合，就近处理

就地施用的原则，使畜禽养殖场粪污化作

农肥，投入周边农田果园，变害为利，使猪

场的污染源就地消纳，既节省投资，又符合

国情。

规模化养殖畜禽产生的粪、尿是氮、磷

污染的来源之一，但氮、磷又是农作物所需

的有机肥料，采用农牧结合，畜禽—沼—

果／畜禽—沼—菜一条龙，不仅较好地解决
了氮、磷污染的问题，又为农作物生产提供

大量的优质有机肥原料，是实现农业良性

循环的一种经济有效的良策。

图１３－１　粪污处理利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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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养殖场环境保护

养殖场污染途径有自身污染和外来污

染，做好养殖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的发

生，可避免或减少养殖场疫病发生，对提高

生产效率和保证产品品质具有重要的

作用。

４养殖场绿化

养殖场绿化是防止养殖场污染的重要

途径之一。养殖舍排出的有毒有害气体主

要有二氧化碳、氨气、硫化氢等挥发性气

体，种植绿色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部

分二氧化碳，并吸收部分空气中的有毒有

害气体，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绿化还可调节养殖场温度、湿度、气流

等，有利于夏季防暑，在冬季，树木可挡风，

降低养殖场气流速度，有利于防寒、保暖。

另外，养殖舍间种植植物隔离带，可防止人

畜来往而引起的疫病传播，同时，还能起到

防火的作用。

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

使用，防止兽药、饲料添加剂中的有害成分

通过畜禽养殖废弃物还田对农用地土壤造

成污染。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建立农

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处理体系，建设

农村定点有偿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

站点，建立健全贮运和综合利用网络，到

２０２５年，废弃农膜回收率达８０％以上。

１４３２４　强化灌溉水水质管理

加强农用地灌溉水水质管理，根据农

用地土壤调查与评估成果，以采矿和重点

监管企业下游河流为重点，对主要灌溉水

水源水质监测，灌溉用水应符合农田灌溉

水水质标准。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应

的水质标准，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

品。禁止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或

者医疗污水，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城镇污

水以及未综合利用的畜禽养殖废水、农产

品加工废水的，应当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

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１４３３　开展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

行动

大力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测土配

方施肥、沼渣、沼液还田，加快建设商品有

机肥生产企业，鼓励农民增施商品有机肥，

减少化肥使用量，通过有机肥替代和秸秆

肥料化来减少化肥施用数量，增加土壤有

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微生

物环境，提高土壤涵养水分和养分能力，减

少土壤水土和养分流失，切实保护和提升

耕地质量。

１４３４　加强监测与预警能力建设

强化农业环境监测、农产品检验检测、

农产品产地安全监测，完善农业生态环境

和农产品安全监测网络体系，提升监管检

测能力。建立高效的农业面源污染预报预

警系统和快速反应系统以及重大农业面源

污染事故监测体系。根据农用地土壤污染

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布设土壤环境监测

风险点位，定期对可能受到污染的农用地

土壤相关活动进行现场检查与监测。加快

建立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的监测体系，

切实加强化肥、农药等农资市场管理，有效

实施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管理监控。

１４４　综合评述

南充市高坪区“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建设符合国家西部开发需要，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上顺应国家发展

方向，适应市场需要，规划区内环境保护基



区政府文件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总第２３期）

６０　　　

础设施建设做到完善；项目建设区的规划

与地区的功能区划相符；规划区建成后对

外界环境的影响，在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

下在当地环境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环境承

载力和环境安全总体上能够支持南充市高

坪区“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区的

发展。

综上分析，在采取有效环境保护措施

的前提下，南充市高坪区“十四五”农业农

村现代化规划区的建设具环境可行性。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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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４高坪区地形地貌分析图
附图５高坪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附图６高坪区水系分布图
附图７高坪区交通布局图

附图８高坪区农业产业发展空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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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

高坪区在四川省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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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

高坪区在南充市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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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

高坪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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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４

高坪区地形地貌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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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

高坪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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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６

高坪区水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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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７

高坪区交通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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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８

高坪区农业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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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９

高坪区优质粮油产业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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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０

高坪区精品水果产业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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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１

高坪区绿色蔬菜产业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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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２

高坪区木本油料产业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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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３

高坪区生猪养殖产业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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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４

高坪区蚕桑产业规划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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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５

高坪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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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６

高坪区现代农业园区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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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南充市高坪区赋予乡镇（街道）区级
行政权力事项清单、责任清单（第二批）的

通　　知

高府发〔２０２２〕１５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赋予乡镇（街道）县级行政权力事项指

导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川办发〔２０２１〕４２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南充市高坪
区赋予乡镇（街道）区级行政权力事项清单、责任清单（第二批）（随文附后），现印发你们，

请严格遵照执行。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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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南充市高坪区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高府发〔２０２２〕１６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各园区管委会，各相关指挥部（领导小组）：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南充市高坪区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印发你们，请按照实施方案的工作安排部署，认真抓好落实。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

南充市高坪区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政府《关于开展

“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攻坚行动的通

知》精神，贯彻市政府“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

百天”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全力以赴拼经

济、搞建设、抓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开展“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攻坚

行动，要求各部门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当

前第一要务，担当作为、奋勇争先，抢抓今

年最后一百天时间，实施超常攻坚行动，采

取超常措施，推动“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尽

最大努力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造成的损

失补回来，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二、攻坚时间

２０２２年９月底—１２月底
三、重点任务

（一）开展攻坚行动

１．履约践诺攻坚行动。围绕“政府兑
现承诺、企业实现投资”为专项行动内容，

全面清理２０１９年以来签订的政府类招商
引资合同履约兑现情况及扶持政策兑现情

况，推动政府与投资方承诺事项逐一落实，

化解一批相关矛盾和争议，树立诚信政府

良好形象，切实维护投资主体合法权益，依

法依规打造优质的法治环境、政务环境、投

资环境、营商环境，切实体现“亲商、安商、

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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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转企升规攻坚行动。深入开展潜力

企业培育、在库企业壮大行动，筛选一批发

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的中小微企业入库培

育，实施新一轮小微企业成长行动，持续推

动“小升规”，对个“个转企”“产转法”“升

规入统”的企业，实施多角度政策激励，力

争新增年度规上工业企业净增９户以上，

规上、限上服务业企业各１２户（由区经信

局牵头起草《工业企业“升规入统”培育机

制》，区金商局牵头起草《服务业“转企升

规”培育机制》，按程序送审后，另行印

发）。

３．招商引资攻坚行动。结合全省“贡

嘎培优”五年行动计划和省市平台活动，围

绕我区“１３３６”战略部署和“１＋３”现代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全力引进一批

龙头企业、高精特新项目、产业链填平补齐

项目等，促成一批在谈项目尽快签约、签约

项目尽快开工，确保新签约项目不少于２８

个、引进到位资金不低于８６亿元。

（二）组建工作专班

１．组建财政收入工作专班。由区财政

局牵头成立加强组织财政收入工作专班，

通过加强财源培育、强化税费征管、加强土

地出让、强化国有资产（资源）经营、加强资

金争引等措施，实现财政收入稳定。

２．组建服务业发展工作专班。由区金

融工作和商务局牵头成立服务业发展工作

专班，通过开展惠民消费券发放、汽车促

销、家居促销、进口商品博览会、综合促销

等系列促销活动，扎实做好我区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的稳增长促消费工作，挖掘

消费潜力，恢复市场信心，实现服务业

发展。

３．组建重大项目工作专班。由各项目

责任单位牵头，聚焦省、市重点项目，以及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项目，针对

每个项目组建重点项目工作专班，明确 １

名牵头县级分管领导，坚持挂帅出征、挂图

作战、顺排工期、倒排工序，年度任务重新

细化到周、开工时间明确到天，确保全面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

（三）建立督查调度约谈机制

建立经济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招商引

资督查调度约谈机制，由区委目标办、区政

府督查室、区发改局、区统计局、区经合外

事局组成联合督查组，每月对经济运行、重

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工作进行督查，区政

府每月进行调度，对主要经济指标排位靠

后、重点项目建设滞后、招商引资成效不显

著的单位开展挂牌通报、约谈提醒、追责

问责。

四、工作要求

（一）坚持目标导向。各地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开展“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攻

坚行动的重大意义，坚持部门联动、统筹推

进。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

部署，围绕全年目标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主

体和时间进度，确保各项重点任务圆满

完成。

（二）坚持问题导向。各县级分管领导

要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线工作法，对攻坚

行动开展情况采取每周一分析、半月一督

导、一月一通报，创新问题解决措施，确保

攻坚行动顺利推进。

（三）坚持结果导向。对攻坚行动开展

情况开展定期通报，对推进情况较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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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单位通报表扬，对推进情况较差、进

度滞后的单位通报批评，并纳入年度目标

绩效考核管理。

附件：１．南充市高坪区开展招商引资
“履约践诺”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

２．南充市高坪区招商引资攻坚
行动方案

３．高坪区加强组织财政收入工
作专班

４．南充市高坪区服务业发展工
作专班

５．南充市高坪区重大项目工作
专班

６．南充市高坪区经济运行督查
调度约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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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南充市高坪区开展招商引资

“履约践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企业发展为中心”
的理念，进一步加强政府诚信建设，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根

据区政府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招商引

资“履约践诺”专项行动，全面提升合同履

约率、资金到位率、项目开工率、投产达产

率，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清理政府类招商引资合同履约兑

现情况及扶持政策兑现情况，推动政府承

诺事项落实，化解一批相关矛盾和争议，切

实维护投资主体合法权益，树立诚信政府

良好形象，促进全区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二、工作要求

以“政府兑现承诺，企业实现投资”作

为专项行动工作内容，建立健全并落实招

商引资项目引进、服务、督办工作机制，完

善招商项目手续、保障配套要素，切实提高

政府诚信意识和服务效率；督促企业履约，

推动招商引资项目按照合同约定保质保量

落地建设、投产达产和持续运营，构建政府

和企业“双承诺、双诚信”长效机制。责任

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树立讲诚信推

动政府公信力大局意识，依法依规打造优

质的法治环境、政务环境、投资环境、营商

环境，进一步促进招商引资项目约定合同

兑现和落实，切实体现“亲商、安商、富商”。

三、清理范围

本次清理的政府合同，是指区政府和

各园区管理机构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与投资

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范围

包括：

（一）２０１９年以来签订的合同；
（二）２０１９年前签订，但仍存在争议、

投诉或正在进行仲裁、诉讼程序的合同。

四、实施步骤

（一）开展摸底排查。自本方案下发之

日起，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

区管委会按照“项目属地”原则，区级相关

部门按照“行业主管”原则，认真组织对

２０１９年以来政府类招商引资合同履约兑
现情况及扶持政策兑现情况开展大排查，

分政策优惠类、资金扶持类、资源配置类、

其他承诺类逐个对本辖区内、本行业内招

商引资项目进行摸底排查梳理，可采取主

动上门的方式与企业进行“面对面”核实，

针对已签订合同投资项目性质、内容、时

间、约定事项、项目推进等情况，查找存在

的问题和合同约定条款未实现的原因，设

置招商引资项目履约及扶持政策兑现情况

进行摸底排查（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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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表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确认并加盖

单位公章后连同原招商引资项目签订合同

报区对外开放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完

成时限：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前）

牵头单位：区经济合作和外事局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农业

农村局、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区财政局、区城乡建设局、

区金融工作和商务局、区教育科技和体育

局、区民政局、区国资办，临江新区高坪管

委会、航空港经开区管委会、现代物流园管

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制定兑现方案。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区直相关部门、园区管委

会要对招商引资项目履约及扶持政策兑现

情况摸底排查梳理出的问题进行综合研

判，认真组织分析未兑现的原因，坚持问题

导向，按照“谁签订、谁负责”的原则，围绕

未兑现问题的原因、解决承诺兑现措施及

建议、政策依据、明确兑现责任单位和兑现

时限要求等制定兑现方案，报区对外开放

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形成全区总体工

作方案，经区政府专题会议、区政府常务会

议、区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审议通过后组织

实施兑现。（完成时限：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前）

牵头单位：区政府办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司法

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区城乡建设局、区金融工作和商务局、

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区经济合作和外事

局、区民政局、区国资办，临江新区高坪管

委会、航空港经开区管委会、现代物流园管

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有序实施兑现。始终坚持合法合

规原则。对合法合规并且完全有条件兑现

的，要限时兑现；对合法合规但及时兑现有

一定困难的，要认真组织研判，结合国家政

策、法律法规创造条件给予兑现或部分兑

现；对政策因素、规划调整或其他人为不可

抗力因素导致未兑现的，要主动向投资方

进行解释和说明，取得对方理解，通过协商

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或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

方式对之前的条款进行调整；对投资方不

履行合同、效益低下、慢建久跑、占而未建、

占而未用、逾期不开工，甚至恶意圈占资

源、破坏生态环境、损坏群众利益的项目依

法实施有序退出。（完成时限：２０２２年１１

月３１日前）

１．土地类牵头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城乡

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区、区金融工作和商务局、区教育科

技和体育局、区民政局，临江新区高坪管委

会、航空港经开区管委会、现代物流园管委

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２．资金类牵头单位：区财政局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城乡

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金融工作和商务

局、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区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区民政局、区审计局、区税务局，

临江新区高坪管委会、航空港经开区管委

会、现代物流园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３．政策类

牵头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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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区城乡建设局、区金融工作和商务

局、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区民政局、区经

济合作和外事局，临江新区高坪管委会、航

空港经开区管委会、现代物流园管委会，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四）认真抓好总结。由区对外开放合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统筹，各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相关部门、园区管

委会配合围绕２０１９年来政府类招商引资
合同履约及扶持政策未兑现情况进行摸底

排查，对制定兑现方案、实施兑现等前期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查找不足和短

板；进一步对约定投资内容、投资进度、双

方权利义务、协议变更程序、违约责任、政

策兑现等招商引资合同内容进行规范，对

招商引资合同约定条款坚持集体研究、集

体决策；对于新拟定招商引资签约合同或

对于约定事项进行变更，坚持依法依规进

行合法性审查程序，确保合同约定事项科

学有效，严禁随意更改。（完成时限：２０２２
年１２月３１日前）

牵头单位：区经济合作和外事局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农业

农村局、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区财政局、区城乡建设局、

区金融工作和商务局、区教育科技和体育

局、区民政局、区国资办，航空港经开区管

委会、现代物流园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区级相关部门、园区管委

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认识，要把开展招

商引资“履约践诺”专项行动，作为贯彻落

实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点工作来

抓，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的工作格局，扎实推进专项行动稳步、有序

开展。

（二）提升协调力度。针对２０１９年来
政府类招商引资项目合同约定事项及扶持

政策未兑现的问题，要及时组织兑现；针对

招商引资项目申办、开工建设、投资诉讼中

的问题，要积极协调解决；针对项目推进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上报、研究解决。

（三）加强督促整改。由区对外开放合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对专项行动阶段性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整改。对于兑现整

改工作推进不力的，将报请区委目标办通

报批评，并纳入招商引资年度目标绩效考

核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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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南充市高坪区招商引资攻坚行动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系列决策部署，进一步加

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推动全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市、区

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决策部署，

围绕市委“制造强市”、区委“１３３６”战略部
署和“１＋３”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建设，突
出“招大引强”目标导向，奋力招引一批

“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科技含量高、产

出效益好、发展可持续”的优质企业，为全

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全力

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责任单位

（一）项目招引部门（单位）

临江新区高坪管委会、区经济和信息

化局、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区民政局、区

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国资办、区

金融工作和商务局、区经济合作和外事局、

南充现代物流园管委会、航空港经开区管

委会、都京丝绸文化产业园建设指挥部（排

名不分先后，下同）。

（二）项目服务部门（单位）

区委办、区人大机关、区政府办、区政

协机关、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

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区人

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发展和改革局、

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高坪生态环境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审计

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统计局、区行政审批

局、区医疗保障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

工商联、区民营经济服务中心、区会展博览

服务中心、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三、工作目标

结合全省“贡嘎培优”五年行动计划和

省市平台活动，围绕区委“１３３６”战略部署
和“１＋３”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全力引进一批龙头企业、高精特新项

目、产业链填平补齐项目等，促成一批在谈

项目尽快签约、签约项目尽快开工，推动全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

四、工作重点

（一）聚焦产业精准招商。围绕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汽车汽配、现代物流、丝纺服

装等重点产业、传统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统筹协调各项目招引部门，加强合

作、形成合力，坚持抓大不放小、喜新不厌

旧，扎实开展产业招商、沿链招商、资本招

商、以商招商，全力以赴招大商，招强商，集

中引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地。

（二）聚焦龙头延链补链。突出“制造

业为大、制造业为重、制造业为先”，紧盯渝

西、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重点区

域，围绕弘信、三环、富安娜等龙头企业，大

力开展强链补链延链招商，着力引进一批

上下游优质企业，加速形成产业集群集聚。

（三）加大外出招商力度。坚持领导带

头招商，充分发挥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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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率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赴区外开展

招商推介、考察企业、项目洽谈等手段，招

大引强，引进一批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企

业总部、细分行业优强企业。强化小分队

招商，统筹组织区级各部门领导干部组成

专业化招商小分队，通过积极走出去、大力

请进来，有的放矢开展精准对接招商活动。

（四）制定出台招商政策。结合我区实

际制定并出台高坪区制造业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等政策性文件，持续加大对大项目、好

项目的扶持力度，发挥好政策的激励作用，

强化政策执行兑现，不断优化政策环境。

（五）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突出项目土

地保障，定期收集整理可用于招商引资土

地供给和收储计划、标准厂房供给和修建

计划、招商扶持资金安排等要素情况，做到

心中有数，夯实项目快速落地基础。推动

水电气等要素工作“适度超前”，全力保障

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

（六）创新招商方式方法。坚持“市场

主导、政府引导，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原

则，聚焦要素保障、政策扶持、金融服务等

落地关键环节，强化“一企一策”“一事一

议”，探索建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积极探

索“政府＋基金 ＋企业”“新飞地 ＋总部基
地”合作新模式，发挥政府产业基金杠杆作

用，推动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开启“基金

招商”“金融招商”新模式，以基金为线，串

起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构成开放再出发

的新态势。

（七）提升企业服务水平。区级各相关

部门（单位）要加强在项目签约、建设、生产

等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优化审批流程，减

少审批手续，共同推进项目落地。定期召

开企业家早餐会、投资者恳谈会等活动，广

泛听取企业家诉求，做好外来投资人员住

房、落户、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等服务工作，

营造亲商安商的社会氛围。

（八）做好立体宣传推介。利用网站、

政务新媒体、融媒体、商协会组织等各类宣

传平台，动态发布招商信息、项目进展、政

策解读等内容，充分展示我区亲商爱商重

商的良好投资环境。利用赴外参会参展、

开展小分队招商等时机，通过播放宣传片、

现场推介、发放《投资指南》《项目手册》等

方式，定向精准开展宣传推介。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高位推动。各责任部门（单

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招商引资行动对全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坚持部门联

动、统筹推进。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

总责，带队外出招商引资。相关部门（单

位）要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优势，积极捕捉有

效投资信息，对在谈项目给予政策信息支

持，助推项目顺利签约落地。

（二）强化招引实效。各责任部门（单

位）要结合我区产业发展实际和特色，梳理

一批重点项目，找准一批目标企业，精准实

施产业链招商，积极引进一批我区优势产

业的重大关键项目、填平补齐项目等。要

全面优化升级项目跟踪，围绕项目开工、建

设、投产等全流程，成立专项小组，细化部

门责任，做实协调保障，做好行业指导、政

策兑现等“后半篇”文章，确保签约项目有

力有效推进。

（三）畅通信息渠道。各责任部门（单

位）要明确１名分管领导和一名具体联络
员，定期汇总分析本部门（单位）招商引资

工作推进情况，自行动启动起，每月２０日
前将本月工作开展情况（见下表）报至区对

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政府大楼２０４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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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强化激励考核。区经济合作和外
事局负责统筹全区招商引资行动日常工

作，相关单位共同参与行动，严格按照“按

月上报、适时调度、年终评比”的原则，定期

收集信息，严格组织考核。鲜明结果导向、

用人导向，对工作主动、表现优秀、贡献突

出的一线招商干部，积极推荐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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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南充市高坪区加强组织财政收入工作专班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财政收入管理，强
化收入征管力度，促进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积极应对减税降费政策和新冠疫情影响，

不断提高财政保障能力，经区政府研究，决

定成立高坪区加强组织财政收入工作专班

（以下简称“专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落实省、市相关财税政策，进一步夯实

财政收入基础，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各项工作，促

进全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

二、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兰吉春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
区长

执行副组长：吴翰林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
区长

副 组 长：曾智斌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
区长

祝隆平　区政府副区长
邓颖晴　区政府副区长
蒋良成　区政府副区长
吴再合　区政府副区长
罗　丁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严　辉　临江新区高坪
管委会主任

徐洪伟　区政府办主任

田时伟　区财政局局长、区国
资办主任

胥雪松　区税务局局长
蒲怡燕　区发改局局长
陈道宽　区经信局局长
何　龙　区人社局局长
杨建林　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局长

姜尤俊　区城乡建设局局长
杜素太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建海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局长

王建明　区金融工作和商务
局局长

王　铖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跃平　区司法局局长
陈　君　高坪生态环境局

局长

王　清　区经济合作和外事
局党组书记

侯臖尧　物流园管委会主任
李玉兰　航空港管委会主任
满吉帅　区国资办常务副

主任

庞艇江　交警二大队大队长
胡建永　市房管局高坪办事

处主任

郭育肇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负责人

专班办公室设在区财政局，由田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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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胥雪松同志兼任办

公室副主任，负责专班成员单位的联络和

协调，承担专班日常运转工作，做好专班会

议筹备工作，完成专班交办的其他事项。

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能职责做好加强组织财

政收入各项具体工作。

三、工作组名单及职责

工作专班下设财源培育、税费征收、土

地出让、国有资产（资源）经营、资金争引等

５个工作组。
（一）财源培育组

组　　长：吴翰林　区委常委、区政府
副区长

牵头单位：区财政局、区税务局

成员单位：区发改局、区农业农村局、

区金融工作和商务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区经济合作和外事局、临江新区高坪管委

会、航空港管委会、物流园管委会。

主要职责：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创

新产业扶持方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积极为企业排忧纾困，增强

地方经济发展后劲。

长期目标：厚植可持续财源，做大做优

收入“蛋糕”，促进经济财政良性互动、协调

发展。

（二）税费征收组

组　长：吴翰林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
区长

牵头单位：区财政局、区税务局

成员单位：区发改局、区城乡建设局、

区人社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区国资办。

主要职责：加强税收收入形势分析和

调度，全面掌握税收发展情况，强化各部门

涉税信息共享，推动财税收入齐抓共管，不

断提高税收征管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实

行精细管理，挖掘税收潜力，以重点项目、

特色产业为纲，推进税源转业化管理，引导

企业在我区落户纳税。规范职能部门执收

执罚标准，盘活国有资产（资源）非税潜力，

稳定非税收入规模，提高非税收入质量。

阶段性目标：确保完成２０２２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目标任务。

长期目标：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不

断提升财政收入质量。

（三）土地出让组

组　　长：吴翰林 区委常委、区政府
副区长

牵头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成员单位：区财政局、区人社局、高坪

生态环境局、区发改局、区农业农村局、区

司法局、临江新区高坪管委会、物流园管委

会、航空港管委会、区国资办

主要职责：紧盯房地产市场走势，科学

制定年度供地计划，及早谋划和做好出让

前期准备，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服好务”

的工作思路，加大土地出让营销力度，做好

工作协调配合，确保拟出让土地按时交付、

土地出让金及时入库。

阶段性目标：力争在２０２２年底再实现
土地出让收入８亿元以上。

长期目标：精准使用土地，确保每亩土

地指标发挥最大效益，做到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市场长期稳定向好。

（四）国有资产（资源）经营组

组　长：兰吉春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
区长

副组长：吴翰林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
区长

吴再合　区政府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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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丁　区政府副区长
牵头单位：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成员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发

改局、区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高坪

生态环境局、区国资办、交警二大队、区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主要职责：对区内国有资产（资源）特

许经营权进行梳理，完善相关手续，确保实

现资产（资源）市场价值。

阶段性目标：力争在２０２２年底实现国
有资产（资源）经营收入１９亿元。

长期目标：不断规范管理，盘活存量资

产（资源），确保国有资产（资源）保值

增值。

（五）资金争引组

组　长：吴翰林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
区长

副组长：区政府各分管副区长

牵头单位：区发改局

成员单位：有资金争引任务的区级各

部门

主要职责：加强政策研判，捕捉政策导

向，加强项目谋划，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积

极向上对接争引，争取更多资金、项目落户

高坪。

阶段性目标：确保圆满完成年初下达

资金争引目标任务。

长期目标：争取更多资金、项目落户

高坪。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财政收入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事关全局、意义重

大。要深刻理解组织收入工作对促进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坚定信心、决

心，增强组织财政收入的紧迫感。

（二）细化工作举措。各牵头单位要坚

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强化财政收入形

势分析研判，细化针对性措施，确保财政收

入目标实现。

（三）强化协同配合。各责任单位要积

极主动作为，加强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切

实履行相关职责，强化组织财政收入力度，

促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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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南充市高坪区服务业发展工作专班

　　为吸引更多服务业企业落户我区，有

效促进全区服务业发展，培育壮大我区规

上限上服务业企业队伍，激励其为全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市前列作出更大贡

献，经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南充市高坪区

服务业发展工作专班。

一、组成人员

组　长：蒋良成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李林森　区政府办党组成员、

区地志办主任

王建明　区金融工作和商务

局局长

成　员：陈道宽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局长

田时伟　区财政局局长

姜尤俊　区城乡建设局局长

杜素太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屈　飚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周　韦华　区统计局局长

王篧力　区经合外事局局长

王　睿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胥雪松　区税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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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金融工作和

商务局，由王建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

责日常工作。

二、职责分工

（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城乡建设

局、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引导行业领域内符

合条件的企业开展主辅分离、成立独立的

法人单位。

（二）区财政局：负责入库企业财政奖

补兑现。

（三）区金融工作和商务局：牵头建立

“产转法”协同推进机制。负责协调驻区金

融机构，对入库商贸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建

立新增商贸服务业库，实施动态管理；建立

升规潜力企业转化库。

（四）区市场监管局、区行政审批局：负

责按月收集整理新增商业企业台账，全面

摸排“个转企”、“产转法”企业并建立台

账；强化注册登记服务，鼓励具备“产转法”

条件的产业活动单位以法人身份注册

登记。

（五）区统计局：负责加强统计指导，会

同区税务局摸排企业缴税情况，建立准入

库商贸服务业企业名录；牵头摸排培育库

内企业经营情况，帮助企业尽快达到规上、

限上企业标准，并纳入统计。

（六）区经合外事局：强化招商选资和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鼓励引进的产业活动

单位实施“产转法”。

（七）区税务局：负责按政策要求，减免

入库企业相关税金。

（八）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认

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完成区委、区政府交

办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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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一是高度重视。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落实，严格对照职责

分工，抓实抓细此项工作，以讲政治的高度

和责任担当，全力推动商贸企业发展，确保

工作落地见效。

二是协同配合。各成员单位要树立

“一盘棋”思想，加强沟通协调，做到步调一

致，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严格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

强对服务业发展工作开展情况的考核，适

时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督促所涉成

员单位及时整改落实。对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的将报请区委目标办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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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南充市高坪区重大项目工作专班

　　为深入贯彻中省市相关决策部署，坚

定落实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和区第七次党

代会“１３３６”战略部署，加快建设“大城门

户、森林城市、活力高坪”，加快推进高坪项

目建设，经区委区政府同意，成立南充市高

坪区重大项目工作专班，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工作专班成员名单及职责

组 长：吴翰林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

区长

执行副组长：曾智斌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

区长

祝隆平　区政府副区长、区公

安分局局长

邓颖晴　区政府副区长

蒋良成　区政府副区长

吴再合　区政府副区长

罗　丁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徐洪伟　区政府办主任

姚明照　区委目标绩效管理

办公室主任

蒲怡燕　区发展和改革局

局长

陈道宽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局长

谢小平　区教育科技和体育

局局长

张永艳　区民政局局长

杜黎明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田时伟　区财政局局长

杨建林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局长

陈　君　高坪生态环境局局长

姜尤俊　区城乡建设局局长

王　铖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杜素太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明　刚　区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局长

韩　惕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易　光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刘宏波　区审计局局长

曾　彬　区乡村振兴局局长

王建明　区金融工作和商务

局局长

王建海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局长

王　睿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赵宣铭　南充临江新区高坪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满吉帅　区国资办常务副主任

何　刚　南充现代物流园管

委会党工委书记

李仲翔　航空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党工委

书记

刘　俊　中法农业科技园建

设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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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林　南充临江东方发展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柯阳涛　南充临江东方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何卫东　南充临江东方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工作专班负责全区项目的统筹协调、

实施推进、督导落实、服务保障，下设办公

室和项目谋划、项目推进、项目服务保障、

项目督导４个工作组。办公室设于区发展

和改革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蒲怡

燕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一）项目谋划工作组

组　　长：吴翰林

成员单位：《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成立南充市高坪区重大项目谋划

专班的通知》上的成员单位

工作职责：研究解读国省相关政策，紧

盯国家扶持政策投向、产业投向、资本投向

等，加强对接沟通，用创新思维提高项目谋

划能力，聚焦中央预算内、地方政府专项

债、政策性基金投向领域，筛选项目，对项

目的可行性、示范性、带动性深入研究调

查，做深做细项目计划，进一步提高项目质

量，努力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撬动社会资源

和金融资本，有力有序高效实施。

（二）项目推进工作组

组　　　长：吴翰林

执行副组长：曾智斌、祝隆平、邓颖晴、

蒋良成、吴再合、罗　丁

成员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教育

科技和体育局、区民政局、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区公安分局、高坪生态环境局、区城

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

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局、

区应急管理局、区乡村振兴局、区金融工作

和商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南充临江新

区高坪管理委员会、南充现代物流园管委

会、航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中法农

业科技园建设工程指挥部、南充临江东方

发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南充临江东方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南充临江东方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工作职责：各中央预算内项目、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项目、省、市、区重点项目责任

单位牵头成立工作专班，由一名县级分管

领导作为专班组长，项目责任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作为执行副组长，相关要素保障单

位作为成员。县级分管领导要坚持周分

析、旬调度，深入项目建设一线，必要时可

采取集中会商、集中办公、集中审批，全力

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三）项目服务保障工作组

组　　长：各项目分管县级领导

成员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高坪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城乡建设局、区行政

审批局、区金融工作和商务局、区农业农

村局

工作职责：各项目责任单位要及时将

项目推进中的各类要素保障问题报行业牵

头部门研究，对行业牵头部门无法解决的

要素保障问题，及时呈送县级分管领导专

题研究，县级领导召集相关要素保障单位

负责人，集中审批，形成解决方案。对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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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领导无法协调解决的项目问题，及时

呈报项目督导推进服务专班进行专题

研究。

（四）项目督导工作组

组　　长：吴翰林
成员单位：区委目标办、区发改局、区

政府督查室

工作职责：坚持问题导向，每月定期对

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省、

市、区重点项目进行督导督查，对于较为紧

急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项

目可根据实际情况每日或每周进行督查，

对督查结果进行通报，将督查中发现的问

题形成问题清单，梳理移交相关项目责任

单位，加快问题整改，督促限期落实到位，

并将督查情况、整改结果纳入年终目标绩

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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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南充市高坪区经济运行督查调度

约　谈　机　制

　　为进一步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工作要求，深入贯彻区

委、区政府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决策部署，

全力以赴保持全区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

力完成主要经济指标、重点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工作年度目标任务，特建立本机制。

一、督查安排

（一）督查内容。包括地区生产总值、服

务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商品房销售面积、规上重点服

务业营业收入等１１项主要经济指标及省市

重点项目、中央预算内项目推进情况和招商

引资工作情况。

（二）督查时间。坚持定期督查和临时

督查相结合，根据需要可临时安排专项督

查，每月２０日前完成（节假日顺延）督查任

务，地区生产总值每季度督查一次。

（三）督查方式。由区委目标办牵头，会

同区政府督查室、区发改局、区统计局、区经

合外事局组成联合督查组，对照督查内容、

目标任务，通过单位自查、电话督查、现场督

查、暗访督查、跟踪督查、蹲点督查等方式进

行督查。

（四）意见反馈。联合督查组对督查结

果实行“挂账处理”，每月对照既定目标任务

进行综合评价（超进度、达进度、欠进度），形

成挂牌表全区通报。

二、按期调度

区政府每月调度一次全区经济运行情

况，听取经济运行督查情况汇报。会上欠进

度指标、项目责任单位和未完成招商引资任

务的责任单位负责人要紧扣存在问题作表

态发言，明确责任人员、整改（推进）措施、完

成时限，确保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三、结果运用

（一）通报批评。对主要经济指标完成

情况全市排名第三方阵，省市重点项目、中

央预算内项目欠进度的责任单位和未完成

招商引资任务的责任单位由区委目标办进

行通报批评，通报一律见人见事、点名道姓，

不得使用模糊语言。并向有关单位发出《提

醒敦促函》《整改通知书》，责令在规定时间

内抓好整改落实并反馈情况。

（二）约谈提醒。对主要经济指标完成

情况全市排名第三方阵和省市重点项目、中

央预算内项目欠进度、未完成招商引资工作

目标任务的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发出《约谈

通知书》，第１次由区政府分管领导对相关

单位和人员进行约谈，并在全区经济运行调

度会上作表态发言。第２次仍未整改到位

或未见成效的，责任单位要向区政府作书面

检讨，并由区政府主要领导对责任单位和人

员进行约谈。部分指标受历史原因处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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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阵，排名不是全市第九可不进行约谈提

醒；部分省市重点项目、中央预算内项目受

客观因素制约造成进度滞后的，可不进行约

谈提醒。

（三）绩效扣分。凡因经济指标排位严

重靠后、重点项目建设严重滞后、招商引资

任务未完成受市级挂牌通报、区级通报批评

的单位，由区委目标办按相关规定扣减责任

单位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分值。

（四）追责问责。受中、省、市督查发现

问题，造成严重后果及重大影响应予问责

时，由联合督查组提出建议意见，报送区委、

政府批准后，按相关规定移送区纪委监委、

组织部门按程序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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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高坪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

高府办发〔２０２２〕６０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有关

单位：

为加强对全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根据《国务院关

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发

〔２０２２〕４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成立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川办函〔２０２２〕２１号）和南

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南充市第

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南府办函〔２０２２〕１４２号）要求，经研究决

定成立高坪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领

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工作的决策部署，负责我区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组织和实施，协调解决普

查中的重大问题事项；指导各乡镇（街道）

和有关部门按要求开展工作，督促推动工

作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

二、组成人员

组　长：吴再合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任国平　区政府办党组成员

杜素太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建林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局长

成　员：石　宇　区发展和改革局党

组成员

邬映霖　区财政局副局长

杨家权　高坪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

张　麟　区农业农村局总农

艺师

冯素珍　区统计局副局长

谭　敏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副局长

夏友霖　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三、其他事项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

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张麟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

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

提出，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领导

小组办公室建立联络员制度，由各成员单

位有关科室负责人担任联络员，并作为领

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参与普查的具体工作。

（二）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工

作会议由组长或其委托的副组长召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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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参加人员

为领导小组成员，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

部门（单位）同志参加。

（三）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任务完

成后，领导小组按程序撤销。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９月４日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南充市高坪区２０２２年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高府办发〔２０２２〕６３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相关部门，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南充市高坪区２０２２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
们，请遵照执行。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３日

南充市高坪区２０２２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实　施　方　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危房改造相关政策，
确保我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顺利实施，根

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正式下

达２０２２年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的通知》
（川建村镇发〔２０２２〕１６４号）要求，结合高
坪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大力推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落地

落实

（一）目标任务和保障范围。２０２２年
我区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共１４５户，补
助资金保障范围调整为：农村低收入群体

（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

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

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任务数不足且符合

享受条件的在上报相关部门同意后可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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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目标任务提前实施。

（二）确保对象精准识别。相关乡镇

（街道）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中，要加强部

门协作和信息共享，精准识别保障对象，做

到应保尽保，严禁扩大保障范围。

（三）合理确定标准和改造方式。相关

乡镇（街道）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

保农村危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农村危

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建办村函

〔２０１８〕１７２号）要求，又不盲目提高标准加

重农户负担。对于自筹资金和投工投劳能

力弱的对象，要结合实际采取政府统一组

织施工队伍，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修缮加

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闲

置安全农房（租赁期限原则上不少于３年）

等方式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要

严格控制改造面积，原则上１至３人户控

制在４０—６０平米以内，且１人户不低于２０

平米、２人户不低于３０平米、３人户不低于

４０平米，３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２５平米、不得低于１８平米。相关乡镇（街

道）要引导农户按图施工，严格按照规定控

制农户建房面积，坚决防止群众盲目攀比、

超标准建房，甚至因建房返贫等现象发生。

超面积建房的对象户不得享受相关补助资

金。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需要

社保政策兜底脱贫的特困户，改造房屋面

积按下限标准控制。

（四）保障住房质量安全。农村危房改

造采用自建方式的，农户和乡村建设工匠

队伍对房屋质量负主体责任，相关乡镇（街

道）应当建立技术巡查制度，组织提供技术

力量支持，认真落实“五个基本”要求；采用

统建方式的，建设单位对房屋质量负主体

责任，相关乡镇（街道）要加强质量监管和

指导，落实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制度。

对于自建或统建类型的危房改造，相关乡

镇（街道）要按照《四川省农村住房竣工验

收管理指导意见》（川建村镇发〔２０１９〕１０１

号）或基本建设程序，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完善竣工验收记录或相关资料；对于置换

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的，区城乡建设

局按照《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

（建村函〔２０１９〕２００号）对置换或租赁的房

屋安全性进行鉴定，指导乡镇（街道）核实

相关协议。相关乡镇（街道）要严格执行

《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和《住房

安全保障考核实施办法》等文件要求，确保

２０２１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生产安全、质量

达标、建筑安全。其中：Ｃ级农村危房改造

维修加固必须达到主要部件合格、结构安

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具有卫生厕所，满

足人畜分离等基本居住卫生条件之标准；Ｄ

级新建房屋必须按照６度抗震设防标准建

设，必须要建顶圈梁、地圈梁、构造柱、２４

墙等（小青瓦屋面用 Φ８钢筋把檩条固定

在顶圈梁上），由乡镇（街道）负责，对 Ｃ级

危房原则上必须加固改造，鼓励具备条件

的Ｄ级危房除险加固；Ｄ级危房加固要按

照“消除直接危险，同步提高房屋整体防震

强度”的要求科学实施，确保质量安全。在

修缮加固过程中，必须购买相关专业且有

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出具的修缮加固方

案，方可进行实施，否则必须拆除重建。区

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农村危房改造的勘察设

计、现场施工和质量安全等提供咨询服务

及采购服务，确定房建工程监理公司及鉴

定单位，加强对监理人员的考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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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补助资金管理。区财政局将

严格执行《财政部 民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２０１６〕２１６

号”和《财政部 民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

国残联关于修改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等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２０１９〕

１１４号”）等文件规定，进一步加强农村危

房改造补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对发现套

取骗取、重复申领补助资金等有关问题要

会同住建等相关部门及时整改。区城乡建

设局及时将竣工验收合格和已置换或租赁

安全农房的农户名单提交区财政局。区财

政局及时拨付资金到区城乡建设局“一卡

通”专户，防止挤占挪用和截留滞留等问题

发生。

（六）大力提升改造成效。相关乡镇

（街道）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时应同步达到当

地抗震设防标准。要参照《四川省农村危

房加固改造技术指南》技术要求，高质量实

施农村危房加固维修改造，并引导农户同

步实施改厨改卫，提升完善住房使用功能。

严禁单纯将补助资金用于房屋粉刷、装饰

等与提升住房安全性无关的用途。要认真

落实中央和省委对退役军人（军属）的优抚

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实施该类对象的农

村危房改造。

（七）完善相关档案信息。相关乡镇

（街道）要运用好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根

据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资格审批流程，结合

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功能，建立全流程的

一卡通阳光审批机制，明确各环节职能职

责，落实具体责任人。相关乡镇（街道）和

村级各环节责任人要尽快熟悉审批系统操

作流程，加快农村危房改造审批程序。对

于保障对象中失能失智无法提出申请的特

殊人员，由村委会帮助其提出住房保障申

请，并将申请信息录入一卡通阳光审批

系统。

（八）严格操作程序。农村危房改造继

续执行“户自愿申请—村（居）委会评议公

示—乡镇（街道）评议公示—区级部门审

批—竣工验收—拨付补助资金”的操作

程序。

１．申请。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家

庭，由户主自愿向所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

请，填写《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申请审批

表》，并提供身份和房屋有关信息材料。

２．评定或者鉴定。相关乡镇（街道）、

村要按照《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

（建村函〔２０１９〕２００号）和《南充市农村住

房安全性评定指导手册》开展房屋评定，填

写《危房改造对象评定表》，确定危房等级。

３．评议。村委会接到申请后，召开村

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评议，议

定符合改造条件的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无

异议的，将农户信息录入“惠民惠农公共服

务网”。对公示有异议的，应及时调查原

因，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不再在“惠民惠

农公共服务网”点击上报。

４．审核。相关乡镇（街道）在“一卡通

阳光审批系统”接到村（居）委会的申报信

息后，应逐一核查确认申报信息的真实性，

经核查符合条件的，在乡镇（街道）公示栏

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在“一卡通阳光

审批系统”完成审核上报工作。对经审核

不符合政策条件的，在“一卡通阳光审批系

统”予以退回，不再点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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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审批。区民政局、区乡村振兴局在

“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收到乡镇（街道）

的审核上报信息后，要及时开展认定工作，

对认定符合条件的对象同步在“一卡通”阳

光审批平台完成审批，对认定不符合条件

的，予以退回。区城乡建设局对民政局、乡

村振兴局认定的对象予以确认。

６．验收。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竣工后，

由相关乡镇（街道）负责组织、指导农户、农

村建筑工匠或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

单位和人员开展竣工验收，并完善竣工验

收资料，对验收不合格的要责令限时整改。

７．资金拨付。对竣工验收合格的改造

户，相关乡镇（街道）要在１５个工作日内将

验收资料和拨款申请报区城乡建设局，区

城乡建设局接到资料后１０个工作日内上

报区财政局，区财政局要在接到区城乡建

设局上报资料之日起３０日内将补助资金

足额拨付到区城乡建设局专户，由区城乡

建设局通过“一卡通”拨付到户，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和滞留发

放补助资金。

８．挂牌。农村危房改造完成后，相关

乡镇（街道）要在改造住房的显著位置悬挂

“农村危房改造户”标识牌，注明农户身份

信息和实施年度。

９．信息报送。相关乡镇（街道）需明确

一名联络员，每月１５日前要将本乡镇（街

道）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月报上报区城乡建

设局村镇股，１２月底前报送年度工作

总结。

二、明确工作进度和补助标准

（一）２０２２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度

安排为：２０２２年年底前全面开工，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底基本竣工，２０２３年 １月底前全面

竣工。

（二）２０２２年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中省

补助标准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 Ｄ级新建

不超过４万元，Ｃ级不超过２万元；农村低

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Ｄ级新建不

超过３５万元，Ｃ级不超过１８万元；因病

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

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Ｄ

级新建不超过３万元，Ｃ级不超过１３万

元；其他脱贫户Ｄ级新建不超过３５万元，

Ｃ级不超过１５万元；最终以省级下达的

补助资金为准。

三、精心组织实施，强化工作落实。

（一）明确职责分工，严格落实责任。

相关乡镇（街道）要切实承担起实施农村危

房改造的主体责任，对辖区内农村危房改

造负总责，要扎实做好改造对象精准、程序

审批、组织实施、质量监督、安全监管、分户

验收等各项工作。区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

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组织编制农村房

屋安全性鉴定政策规定和技术要求并指导

乡镇（街道）组织实施；区财政局负责安排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加强资金使用监

管；区民政局负责认定农村低保户、农村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区乡村振兴局负责认定

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区乡村振兴局或乡镇

（街道）负责认定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

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

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区城乡建设局要对各

乡镇（街道）的危房改造工作进行指导和监

管，大力开展督导巡查，推动各地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二）严格改造要求，精心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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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改造的房屋必须严格执行《农村危房

改造最低建设要求》相关规定，改造标准不

得低于补助标准，相关乡镇（街道）应当组

织做好每户的规划设计和改造方案，改造

要按照“基础—墙体—屋顶—室内”顺序，

并结合“三建五改造”的要求进行实施，每

户改造后应当有工程量清单，否则不得予

以分户验收。

（三）强化工作落实，严肃责任追究。

区城乡建设局将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开展

每月督查，将督查结果纳入农村危房改造

绩效目标考核。区政府将聚焦属地责任不

到位、工作组织不力、确定补助对象不准、

管理拨付不规范、改造房屋质量安全存在

隐患等问题，对工作不到位的乡镇（街道）

进行通报批评和约谈。区纪委监委对此项

工作跟踪问效，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和失职渎职、违纪违规的人员严肃问责

追责。

附件：南充市高坪区２０２２年农村危房
改造任务分配表

附件

南充市高坪区２０２２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配表

乡镇（街道）
农村易返

贫致贫户
低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

刚性支出较大或基本

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
其他脱贫户 合计

江陵镇 ４１ １６ ８ ６５

都京街道 ２ １ ３

阙家镇 ２５ ６ ３１

擦耳镇 ２ １ １ ４

青居镇 ２ １ ３

石圭镇 ７ １ ８

螺溪街道 １ ３ ４

佛门乡 ２ ２ ４

长乐镇 １３ １４ ２７

会龙镇 １ ６ ４ １１

走马镇 １２ ９ ２１

东观镇 １ １７ １４ ３２

胜观镇 １ １

合计 ２ １３１ ７１ ９ １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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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南充市高坪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高府办发〔２０２２〕６４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相关部门：

现将《南充市高坪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实施方案》印发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

南充市高坪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

求，根据《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南充市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府办函

〔２０２２〕１３２号）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中省市区决策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以“一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

次”改革为牵引，加强政务服务事项（包括

依申请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

项）管理，通过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统筹线上线下政务服务，

促进区域和城乡政务服务均衡发展，推动

审批服务与事中事后监管有效衔接，持续

提升行政效能，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政务服务。

二、总体目标

（一）２０２２年底前，实现全区依法实施
的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化。编制公布区级行

政许可事项基本目录。以行政许可为重

点，基本建立统一编制、联合审核、动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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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全面实施的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管理机

制；厘清监管责任，建立审管有效衔接机

制；实现线上线下事项清单一致、实施要件

统一、办事指南同源。实现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窗口全覆盖，受审分离制度全面实施，

适合网上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实现

“网上可办”。

（二）２０２３年底前，实现其他依申请办

理的行政权力事项（行政确认、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备案及其他行政

权力事项）及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

险、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服务、住房保

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领域依申请办

理的公共服务事项全面标准化。规范统

一、集约高效、智慧便利的区乡村三级综合

性政务服务体系基本建立，适合网上办理

的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全程网办”。

（三）２０２４年底前，政务服务事项标准

化体系全面建成，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理，规范化、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线上

线下政务服务深度融合。

（四）２０２５年底前，全区集约化办事、

智慧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实现政务服务

流程“一图尽知”，事项办理“一次尽成”，

监管责任“一表尽览”，惠企政策“一键尽

享”。

三、重点任务

（一）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１．明确政务服务事项范围。政务服务

事项包括依申请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

共服务事项。所涉及的行政权力事项包括

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给付、

行政奖励、行政备案及其他行政权力事项。

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

养老服务、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

残疾人服务等领域依申请办理的公共服务

事项全部纳入政务服务事项范围。区司法

局组织对本级正在实施行政权力事项的行

使类型（包括依申请类和主动行使类）进行

界定，发布本级依申请行权事项清单。

２．梳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由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和实施

清单构成。根据我区现行行政权力事项清

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全面承接中省市

层面指定我区实施的政务服务事项，同步

梳理我区依法依规自行设立的政务服务事

项，确保事项名称、类别、编码、依据对应统

一，明确实施层级，编制区级政务服务事项

实施清单。区级相关部门负责区本级（含

已下放或委托事项）及与乡共同实施事项

的梳理编制和规范（不含省与市区乡共同

实施事项），确定清单相关要素，形成本部

门事项实施清单。区司法局、区行政审批

局在区级相关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

基础上，审核发布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基本

目录。

３．推进事项要素统一。根据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梳理再造流程，逐项、逐环节明确

设定依据、实施机关、许可条件、办理程序、

办理时限、申请材料、适用范围、有效期限、

中介服务、监管主体、监管措施等要素，固

化现场勘验、技术审查、听证论证等程序及

最长办理时限，形成事项运行图谱和实施

要素一览表，实现服务流程“一图尽知”、监

管责任“一表尽览”。区级相关部门负责区

本级（含已下放或委托事项）及与乡共同实

施事项（不含省与市区乡共同实施事项）的

流程再造和要素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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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健全完善清单动态管理机制。依托

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暨政

务公开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区协调小组），

对区本级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动态管理，及

时研究解决清单管理和事项实施中的重大

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业务变化和

实施情况及时提出调整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的申请。对于调整涉及行政权力事项的，

由区司法局进行审核；对于调整涉及公共

服务事项的，由区行政审批局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区司法局、区委编办对应调整

相关单位权责清单，区行政审批局组织完

成事项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调整修

改。清单调整后，相关单位要及时更新事

项运行图谱、实施要素一览表，以及办事指

南、作业指导书等实施文书。

（二）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

５．规范审批服务行为。区级相关部门

要严格按照“一单一图一表”提供办事服

务，不得额外增加或变相增加办理环节和

申请材料，但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

进一步减少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的创

新举措。相关创新举措须按程序报上级主

管部门备案。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

的，按照“应减尽减”的原则，取消不必要环

节，并形成统一规范的办事指南。严格执

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延时

服务等制度，对涉及现场勘验、技术审查、

听证论证等程序实施清单化管理，建立限

时办结机制并向社会公布。加大现场审批

授权力度，对适用“收件即受理”方式的政

务服务事项当场受理，推动更多政务服务

事项当场办理、简单事项即时办结。加强

政务服务事项申报辅导，通过帮办代办、跟

踪督办、上门服务等方式多渠道提供服务，

切实提高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６．规范中介服务。进一步清理无法

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依据的中介服务

事项，动态调整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将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全部纳入中介服务

“网上超市”统一管理、提供服务。整治市

场垄断、“红顶中介”等问题，支持企业自主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严格按照《中介服务

“网上超市”平台运行管理办法》要求，推

动入驻的中介机构规范公开服务指南，明

确服务条件、流程、时限和收费标准等要

素，实行信用等级评价、资质动态管理。

７．推进审批监管协同。进一步健全审

管衔接机制。在政务服务事项实施要素一

览表中明确的监管机关，要严格履行监管

责任、落实监管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审批、

监管、执法的职责和边界，加强协同配合，

实现审批、监管、执法信息实时共享，审批

部门应将有关办理信息和结果同步告知监

管及执法部门，监管、执法部门应将相关的

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管信息与审批部

门同步共享，形成审批服务监管、监管支撑

审批的审管衔接工作格局。

８．推进实体大厅规范化建设。统一规

范全区设立的集中提供政务服务的综合性

场所名称，区级为政务服务中心，乡镇（街

道）为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为便民服

务站。建立进驻事项负面清单，提升政务

服务中心事项进驻比率，除因场地限制或

涉及国家秘密以外，原则上政务服务事项

均应纳入政务服务综合性场所集中办理，

严禁“明进暗不进”。政务服务中心要规范

设置综合咨询窗口、帮办代办窗口、“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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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办”窗口、“川渝通办”窗口、“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等，满足群众各类办事需求；逐步

整合部门单设办事窗口，合理设置无差别

或分领域综合窗口，形成“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工作

模式。

９．提升网上办事服务能力。实行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办负面清单管理，按照“应上

尽上”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等情形外，推

动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管理和运行，加快实现“一网通办”。

根据事项运行图谱，结合系统整合对接实

际，逐一确定事项网上办理深度并进行动

态调整，推进更多适合网上办理的事项“网

上可办”，进而实现“全程网办”“好办易

办”。

１０．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进政

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等在线上线下服务

渠道同源发布、同步更新，做到线上线下办

事一个标准、一套材料、一体化办理。合理

配置政务服务资源，提高经办人员能力素

质，在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的

同时，同步提升线下办事能力。对已实现

网上办理的事项，要同步提供线下窗口办

事服务，由企业和群众自主选择办理渠道。

在线下办理的事项，不得强制要求申请人

先到网上预约或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已在

线收取申请材料或通过部门共享能获取规

范化电子材料的，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

交纸质材料。

（三）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

１１．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在

“最小单元”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基础上，

以“办成一件事”为导向，以“新生儿出生”

“医疗费用结算”“不动产登记”“企业开

办”等高频服务事项为重点，积极承接省市

“一件事一次办”事项，高质量梳理我区

“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根据事项梳理结

果，厘清包含的业务关系，精简与办事进程

不直接相关或要求相同、作用相近的事项

和环节，对必要事项和环节实行阶段内或

全流程并行办理，消除互为前置、互相等

待。集成办成“一件事”需提供的各类材

料，推进“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

一窗受理、一网办理、一口发证”，为企业和

群众办事提供套餐式、主题式集成服务。

１２．最大程度压减申请材料。根据事

项运行图谱全面梳理压减事项办理所需材

料，明确所需材料可否免提交或容缺受理，

相关证明及事项办理是否实行告知承诺。

区司法局要牵头编制发布依法应当保留及

实行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目录并进行动态

管理。采取告知承诺的事项，不得涉及国

家安全、国家秘密、公共安全、金融业审慎

监管、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涉外以及直接关

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风险较大、纠

错成本较高、损害难以挽回的事项。要明

确承诺的具体内容、要求和违反承诺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细化承诺方式和监管细则，

及时向社会公布。区级行政审批职能部门

要本着便民高效的原则，制定容缺受理实

施细则，对本部门负责行政审批事项的申

请材料进行梳理、评估和分析，区司法局负

责做好对容缺受理事项目录及相关格式文

本的合法性审查。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通过数据对接方式，建立 １００万级电

子证照数据库，不断强化电子证照共享开

放基础，拓展电子证照互认范围，丰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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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亮证场景，实现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

一律免于提交，能够提供电子证照的一律

免于提交实体证照。

１３．加快推进“掌上办”“就近办”。整

合政务服务移动端应用，依托“天府通办”

南充分站点—“诚心办”，协助推动更多政

务服务应用接入，方便企业群众办事，避免

政务移动应用程序（ＡＰＰ）数量多、重复注

册等问题。推动企业和群众经常办理的政

务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指尖办”，推进

身份证、社保卡、驾驶证、行驶证、营业执照

等电子证照在移动端汇聚展示并在日常生

产生活各领域中使用。推动公共教育、劳

动就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

会服务、户籍管理等领域群众经常办理且

基层能有效承接的政务服务事项以委托受

理、授权办理、帮办代办等方式下沉至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和村（社区）便民服

务站办理。延伸政务服务时间和空间，推

广２４小时自助服务，推动集成式自助终端

向村（社区）、园区、商场、楼宇和银行、邮

政、电信网点等场所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可

整合公安、税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自

助服务功能，推动更多事项全程自助办理，

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家门口办。

１４．拓展便利化办事广度深度。推进

水电气热、电信、公证、法律援助等与企业

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进驻政

务服务中心和政务服务平台。区政务服务

中心要加强与各类快递公司的合作，不断

提高物流效率，降低企业群众办事成本。

要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为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便利服务。区政务

服务平台要建设企业和个人专属服务空

间，完善“一企一档”“一人一档”，规范和

拓展二维码、数字名片等场景应用，实现个

性化精准服务。建立惠企政策专区，探索

建设政策兑现系统，通过政策和企业的“大

数据”比对匹配对象、兑现政策，实现惠企

政策 “一键尽查”“无感审核”“免申即

享”等。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主体责任。区人民政府对区

政务服务工作负主要责任，要切实加强领

导，强化经费、人员、场地、信息化保障。要

明确并健全区级政务服务责任体系，统筹

组织和监督区级政府部门政务服务业务开

展，负责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

（站）、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数据共享

和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建设运行管理，以及

事项梳理、标准实施、人员管理培训、日常

考核等工作，并对辖区内政务服务工作进

行指导和监督。要统筹做好基层便民服务

中心（站）人员和经费保障工作。乡镇人民

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各自辖区内政务服

务具体工作，接受上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

指导和监督。

（二）加强分工协作。区协调小组负责

全区政务服务工作的规范设计、统筹推进、

监督检查，指导、协调和督促各乡镇（街道）

和区级相关部门提供优质、规范、便捷、高

效的政务服务。区级相关部门要发挥纵向

行业引领作用，加强对本行业政务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改革的指导，结合行业

实际探索更多管用可行的改革举措。要加

强法治保障，区司法局要及时清理和修改

完善与改革不相适应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固化行之有效的做法，对需上级统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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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政策制度障碍提出建议。要健全培训

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业

务能力和办事效率。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外

聘窗口工作人员的，要健全并落实相关服

务标准，合理确定政府购买服务价格，支持

有条件的地区按照行政办事员（政务服务

综合窗口办事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展

等级认定、定岗晋级等工作，增强人员队伍

的稳定性；要强化技术力量配备，分级做好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和网络数据安全

保障。

（三）严格监督问效。要分级建立健全

政务服务督查考核机制，针对政务服务事

项梳理、实体大厅规范化建设等重点工作

加大明察暗访和督查力度，对工作推进滞

后、问题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的乡镇（街道）

和部门（单位），严格执行“两书一函”制

度，推动责任落实。依托综合性政务服务

场所开展政务服务平台及其应用稳定性、

易用性评价，及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提升

平台建设水平，并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完

善相关平台建设的建议。落实政务服务

“好差评”制度，完善“好差评”系统，在各

级综合性政务服务场所、政务服务平台、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全面开展“好差评”工作，

健全评价、整改、反馈、监督全流程衔接的

评价机制。坚持评价人自愿自主评价原

则，不得强迫或干扰评价人的评价行为。

附件：南充市高坪区加快推进政务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重点任

务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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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关于谢晓辉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高府人〔２０２２〕２２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

部门：

经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七届区政府第１７
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任命：

谢晓辉为四川省南充市高坪中学副校

长（试用期１年）；
吴天贵为四川省南充市长乐中学副校

长（试用期１年）；
代季明为四川省南充市黄溪初级中学

校长（试用期１年）。
免去：

谢晓辉的四川省南充市高坪中学办公

室主任职务；

刘国成的四川省南充市黄溪初级中学

校长职务，保留原职级待遇。

区　长：兰吉春
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