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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历程　辉煌的成就

２０１３年，南充撤地建市２０年！

２０年，弹指一挥间；２０年，跨越发展谱新篇！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科学审视南充市情，先后提出了 “把南充建设成为农

业强市、工业大市和川东北商贸中心、文化中心”、“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商贸物流中心、

教科文卫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通信枢纽”、 “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

市”等发展目标。特别是国家在成渝经济区战略规划中将南充确定为 “成渝经济区北部中

心城市”后，市委确立了 “把南充建设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

市”的发展目标。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培育产业支撑，不断壮大经

济实力，地区生产总值２０１１年突破千亿元大关，２０１３年达到１３２８５５亿元，是建市之初的

２０８７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０９年突破万元，２０１３年达到２１万元，是建市之初的２０８９

倍；全部工业增加值２００６年突破百亿元，２０１３年达到５５０９３亿元，是建市之初的３６１

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２０００年突破百亿元，２０１３年达到４９９６９亿元，是建市之初的１１４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２００３年突破百亿元，２０１３年达到５２３３７亿元，是建市之初的１７８

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２００６年突破１０亿元，２０１３年达到６５５６亿元，是建市之初的１２４

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２００９年突破５００亿元，２０１３年达到１１０２８４亿元，是建市之初

的７６４７倍。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把加强党的建设、提升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南充发展的

政治保障，大力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着力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基本框架，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实施 “争当爱民书记”、 “人民满意公务员”、

“三百工程”、“三满意”、“创先争优”等活动和创新 “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民主管村

五权模式”、“社区民主管理五步法”、“百里党建示范走廊”等举措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

和作风建设，涌现出了党的十六大代表范琼花、十七大代表雍宗满、十八大代表文建明和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黄凤林、杜俊杰等一大批全国、全省先进典型，“文建明工作法”在全国

推广。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强大动

力，设立驻外办事处和企业对外窗口、缔结友好城市实施 “走出去”战略，扩大开放合作

构建外向型经济格局，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造的营山经验在全省推广，民营经济逐步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被誉为全省农业产业化的旗帜，扩权强县增强

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创新投融资体制引导民间资金投入重大项目，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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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市县财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政务

服务中心、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等相继进行。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毫不动摇地实施 “产业兴市、工业强市”战略，坚定

不移抓产业发展，优化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２００５年，实现二次产业超一次产业的历史

性突破，从２０１１年开始，二次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占到５０％以上。抓好工业集中区、工

业园区载体建设，全市工业园区面积由不足２０平方公里扩展到８５平方公里，南充经济开

发区列入全省千亿产业园区培育规划，高坪、南部和蓬安工业区列入全省５００亿产业园区

培育规划；大力实施招商引资、项目推动战略，以项目为抓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北

京燕京啤酒、汇源果汁、中盐银港、广东潮州三环、福建畅丰车桥、日上车轮、四川国栋、

江苏雨润等一批上市公司、大型央企、龙头企业入园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嘉陵江９级航电

枢纽全部建成，四川核电、天然气发电等新能源产业项目前期准备开展；南充化学工业园

晟达新材料重大项目形成石油化工、天然气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产业链，石油

天然气化工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产业作为支撑南充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培育，南充

被列入四川三大石化基地和成渝经济区石油天然气精细化工基地；石油化工、汽车汽配、

丝纺服装、农产品深加工等优势产业主导南充经济发展，南充化学工业园建成并全部投产

将 “再造一个南充工业”。２０１３年，南充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比中占 ５１８％，工业化率

４１５％，全部工业增加值５５０９３亿元。农业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土

地承包流转经营、顺 （庆）西 （充）农业带、有机农产品基地建设等应运而生，生猪、蚕

茧、果蔬、速丰林、优质粮油等特色产业初具规模，升钟一期工程全面竣工、二期工程正

式启动，南充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成为全省唯一的全国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示范区，４个百

公里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带全面建成，９个农业农村综合示范区建设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正在形成，“一区八镇九村”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工作有序推进。２０１３年，南充粮食总

产量３０７万吨，连续１１年全省第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４９９６９亿元。商贸物流、现代

服务业加快发展，川北建材市场、川北粮油批发市场、光彩大市场、汽车城等商贸交易中

心先后建成，成功申报丝绸及制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南充现代物流园、

川北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商贸物流项目建成，浙江传化、深圳友信崧锋等一批重点物流企业

进入园区建设；家乐福、沃尔玛、大润发、台湾统一、王府井等知名商贸大企业入驻南充，

２０１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５２３３７亿元；南充市商业银行是国内第一家引进外资银行

股东的二级地市城商行、也是全国二级城市跨区域在省会城市设立分行的银行，全国首家

村镇银行于２００７年诞生于南充，成都银行、乐山银行、交通银行、恒丰银行等外阜银行入

驻南充，２０１３年，南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１３０２５亿元，是建市之初的４４２８倍；证

!

、保险、投资理财公司等布局南充；万科、恒大、绿地、佳兆业等知名房产企业抢滩南

充，推动南充房地产发展；着力打造全国旅游目的地，成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阆中

古城成为川东北首个５Ａ旅游区，阆中古城、将帅故里、三国文化、嘉陵风光旅游精品全面

提升，升钟湖国际钓鱼节形成品牌，中国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在南充成功举办，２０１３年，

全市接待旅游者２５５１６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２１０２３亿元。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把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作为提升对外形象的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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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来抓，确定了 “跨江东进、北拓南延、拥江发展”的城市发展思路，大力实施经营城市

战略，通过建设滨江大道、市政新区、下中坝新区、北部新城、南部产业新城拓展城市构

架，北湖公园破墙、五星商业圈打造、旧城改造、城市立面整治美化城市形象，创建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省级卫生城市、省级文明城市、省级环境优美示范城市、

省级环保模范城市提高城市品位，城市内涝治理、人民南北中路下穿隧道、嘉陵江新建三

座大桥、江东大道及南延线和嘉陵大道建设、管线地埋、城市路面拓宽、引嘉入西治理西

河优化城市功能，全省两次 （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３年）城市建设与管理现场会在南充召开。２０１２

年，南充中心城区面积达到１０１平方公里、人口达到１０３万人，在川东北率先进入特大城

市，是全省继成都市、绵阳市之后的第３座特大城市。２０１３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４０９％，

主城区面积达到１０９平方公里，人口达到１０６万人。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把交通、通信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口，１９９７年达

成铁路全线通车结束了南充不通火车的历史，东西走向的达成铁路与建设中南北走向的兰

（州）渝 （重庆）铁路在南充呈 “十”字交叉；２００２年成南高速公路通车结束了南充没有

高速公路的历史，南充绕城高速公路是全省第一个建设绕城高速公路的地市级城市，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南 （充）大 （竹）梁 （平）高速公路南充至渠县段通车实现了南充 “县县通高

速”，境内现有成南、成渝、广南等８条、通车总里程３９１公里的高速公路，列川东北之

首；２００４年高坪机场正式通航，现已开通南充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明、西安６

条空中航线，２０１３年，高坪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３０万人次；南充港都京码头、南充旅

游码头和南充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件码头开港营运，嘉陵江南充至重庆段恢复航运，通江达

海的黄金水道初步形成；全市１００％的乡镇、８０％的建制行政村通柏油 （水泥）路，南充

立体交通枢纽初步形成，南充在全省的次级综合交通枢纽已见雏形。光缆、光纤工程全面

建成，在川东北率先开通４Ｇ网络，“数字南充”、“智慧城市”加快建设，电信网、广电网

和互联网 “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南充成为全国首批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川东北无

线电监测中心和通讯交换中心落户南充，综合通信能力在川东北领先。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把科教兴市、繁荣文化、医疗保障作为重要工作来

抓，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任务，大力实施 “两免一补”和寄宿制教

育，着力解决入学难和大班额问题，大力开展素质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

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搭建科技创新平台，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战略；川

北附属医院、南充中心医院被授予国家三甲医院，南充成为全省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市；西

山运动场、南充体育中心建成投入使用，省八运会、全国乒乓球超级联赛、全国女子排球

精英赛等重大赛事在南充举行；市大剧院、市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建成，川北皮影、川北灯

戏、川北剪纸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川北大木偶、川北皮影走出四川、走向世界，

大木偶剧院长期在峨眉山景区专场演出，南充杂技团常年在上海演出，大型歌舞剧 《相如

长歌》、《蜀红》、《嘉水绸韵》夺得多项全国大奖，《山杠爷》、《农民》、《蜀道》等作品享

誉全国，中国·嘉陵江 （南充）合唱艺术节、中国·嘉陵江 （南充）灯戏艺术节、南充国

际木偶艺术节、中国·南充嘉陵江大讲堂等成为独具南充特色的文化品牌。

建市２０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把改善民生、增加群众收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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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点，大力实施民生工程，不断扩大 “五大保险”覆盖面，城镇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基本实现全覆盖，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制度，千方百计解决就业，城

镇失业登记率控制在４３％以内，妥善解决居民小区水电气欠容欠压、房屋权属登记等问
题，有效化解国企改制职工 “代金

!

”、绕城高速公路贷款、青居电站集资等历史性债务，

全面推进保障房、周转房等安居工程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２０１３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９２０６元，是建市之初的８４倍；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６５０元，是建市之初
的１２８倍。
２０年，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２０年，勤政实干的巨大成就，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和宝

贵的经验：全面发展、科学发展是总揽全局的永恒主题；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科学发展

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抢抓机遇是科学发展的生机活力；项目推动、招大引强是科学发

展的重要抓手；以人为本、造福人民是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加强党建、建强队伍是科学

发展的有力保障。

展望未来，嘉陵潮涌。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７６０万崇
尚实干、开拓进取的南充人民，一定会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

作风，推动南充科学发展，为南充 “率先次级突破、同步全面小康、实现富民强市”而努

力奋斗，为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再建新功、再

创辉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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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共南充市代表大会报告选录
抓住新机遇　建设新南充　为提前实现我市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李正培　２３９

!!

同心立志　负重自强　为加快南充建设与发展而努力奋斗
———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敬中春　２４９

!!!!!!!!!

解放思想　加快发展　为实现富民兴市宏伟目标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敬中春　２５５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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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南充市二届七次全委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上的讲话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黄顺福　２６５
!!!!!!!!!!!!!!!!!!!!!!!!

坚定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奋力开创南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黄顺福　２７３

!!

奋发图强　真抓实干　努力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
———在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王　宁　２８４

!!!!!!!

坚持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南充　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王　宁　２９４

!!

在市委四届四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刘宏建　３０４
!!!!!!!!!!!

科学发展　实干争先　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刘宏建　３１１

!!

附录二　政府工作报告选录
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　努力推进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在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向　阳　３２３
!!!!!!!!!!!!!!!!!!!!!!!

政府工作报告———在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南充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吴果行　３３３
!!!!!!!!!!!!!!!!!!!!!!

政府工作报告———在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杜光辉　３４４
!!!!!!!!!!!!!!!!!!!!!!!

政府工作报告———在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高先海　３５５
!!!!!!!!!!!!!!!!!!!!!!!

政府工作报告———在南充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高先海　３６１
!!!!!!!!!!!!!!!!!!!!!!!

牢记使命　奋勇争先　加快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
———在市政府五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向　东　３７２

!!!!!

附录三　南充市领导名录 （第一届至第五届）
中共南充市委领导名录 ３８３

!!!!!!!!!!!!!!!!!!!!!!!!!!!

南充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名录 ３８７
!!!!!!!!!!!!!!!!!!!!!!!!!

南充市人民政府领导名录 ３８９
!!!!!!!!!!!!!!!!!!!!!!!!!!

政协南充市委员会领导名录 ３９２
!!!!!!!!!!!!!!!!!!!!!!!!!

附录四　南充市主要经济指标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 ３９７
!!!!!!!!!!!!!

编后记 ３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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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１９９３年

７月

２日　国务院批准调整南充地区行政区划。撤销南充地区，建立地级南充市和广安地
区，撤销南充市 （县级）、南充县，建立顺庆区、高坪区和嘉陵区。新建立的地级南充市辖

顺庆、高坪、嘉陵３区和西充、南部、仪陇、营山、蓬安等５县。阆中市 （县级）由省直

辖，南充市代管。市人民政府驻顺庆区。广安地区辖原南充地区华蓥市、广安县、武胜县、

岳池县和原达县地区邻水县。根据省委、省政府指示，在南充区划调整期间，南充地区时

期的领导机构及其工作部门继续履行工作职责，以确保区划调整有序、平稳、顺利进行。

３日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四川·南充首届招商会闭幕。招商会于６月２９日开幕。招
商会期间，南充与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客商签订招

商项目协议、合同４８个，其中基建项目１８个，技改项目３０个，协议合同总金额１６７７亿
元人民币。

１１日　第七届全运会四川赛区 “山龙杯”会旗交接仪式在南充举行。

１５日　地区邮电局首次开办国际国内特快邮件专递业务，并开辟成都至南充特快专递
邮路。

２７日　中共南充地委、地区行署印发 《关于做好南充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通知》。

３０日　地委召开各县 （市）委书记和地级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国务院和省政府文

件精神，部署南充地区区划调整有关工作。

是月　南充第一家股份制商业企业———四川省赛丽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８月

１８日　地区邮电局１２７自动寻呼台开通，南充实现无线寻呼自动化并联网。
２４日　省委决定，成立南充市、广安地区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南充市筹备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李正培、副组长李慎宽、向阳，成员黄德益、杜元耀、蒲显福。广安地区筹备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敬中春，副组长罗松柏，成员唐益才、李晓枫、张炳坤。

２５日至２９日　中国·四川·南充第四届丝绸节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刁金祥及中外
宾客、各界人士近３０００人出席开幕式。丝绸节期间，成交金额２２５４亿元。

２８日　地委召开地级机关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会议。李正培宣读了省委决定，并就抓
好区划调整、社会稳定和当前经济工作作了讲话。

３０日　南充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广安地区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印发 《关于区划调

整中干部调配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确定了原南充地区地级机关选调到广安地区工作干

部的范围、数额、选调原则、选调干部条件、选调程序，要求各单位在人员调配过程中认

真执行组织纪律，妥善解决被调干部的具体问题。至１０月底，原南充地区地级机关选调到
广安地区工作的干部基本到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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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经省政府批准，南充市职工业余大学更名为南充市职工大学。

９月

２日　南充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建顺庆、高坪、嘉陵３区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７日　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到仪陇县调研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及兑现情况。
８日　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南充市委员会和中共广安地区委员会。中共南充市委员会

由李正培、向阳、黄德益、蒲显福、傅金凤 （女）、杜元耀、杨元生、牟明柱、叶占元、杨

安民、任德俭等１１位常委组成，李正培任书记，向阳、黄德益、蒲显福、傅金凤 （女）任

副书记。中共广安地区委员会由敬中春、罗松柏、唐益财、李晓枫、李成轩、张泽忠、尹

世全等７位委员组成，敬中春任书记，罗松柏、唐益财任副书记。
是日　全区股份制上市公司和定向募集公司座谈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天歌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赛丽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嘉陵纺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换经

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的情况汇报。

１８日　南充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南充市首届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筹备工作
会议。

２１日　中共南充市委正式启用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委员会”印章。

２３日　中共南充市委决定建立中共顺庆、高坪、嘉陵３区委员会。
２４日至２７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西充县、南部县调研农村经济工作。
２７日　市委在西充县、南部县召开１９９４年小春生产现场会，是市委成立后第一次农村

工作会议。

２８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嘉陵区调研，要求嘉陵区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加快新区建设。
２９日至１０月２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到南充视察。张震对南充军分区工作、民兵预

备役、减轻农民负担等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为朱德纪念馆题词 “一片丹心照明月，三军

仍念老元戎”。

１０月

１１日至１６日　顺庆、高坪、嘉陵３区分别召开首届党代会。
２６日至３０日　陈寿万卷楼重建落成，陈寿纪念馆竣工，陈寿铜像揭幕。同时，纪念陈

寿诞辰１７６０周年暨首届国际三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２８日至３１日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正培作 《抓住新机遇，建设

新南充，为提前实现我市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主题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

充市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共南充市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１月

１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一次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充市第一届常务委员
会书记、副书记、常委。李正培当选为市委书记，向阳、黄德益、蒲显福、傅金凤 （女）

当选为市委副书记，李正培、向阳、黄德益、蒲显福、傅金凤 （女）、杜元耀、杨元生、牟

明柱、叶占元、杨安民、任德俭当选为市委常委；会议批准中共南充市第一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叶占元为市纪委书记。

４



　大 事 记　

是日　中共南充市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举行。全会选举一届市纪委书记、
副书记和常委，报中共南充市委批准。

２日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挂牌。
是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全国各地发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踊跃购买。

９日至２０日　顺庆、高坪、嘉陵３区首届人代会、政协会议召开。
１３日　市委召开学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

１５日至１８日　中央和四川省新闻采访团到南充采访。
１９日　市委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在北湖宾馆举行民主

协商会，就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组成人员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建议名单进行民主协商。

２０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成员集中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市委书记李正培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并对进一步学习好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

了具体要求。

１２月

１日至５日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向阳
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慎宽当选为市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田远志、

袁天锡、谢志远、樊荣华、杜河清、张明才、常思九、李志光当选为副主任。向阳当选为

市人民政府市长，杜元耀、谢正顺、胡昌川、陈香泉、董仲良、王正忠、张益维当选为副

市长。欧晓东当选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罗自省当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李正培、冯希尧给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授

牌、授印章。

２日至６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并
审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李正培的讲话；列席南充市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

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市政协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赵

培善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主席，黄益安、叶代洲、李凤鸣、向洪武、罗月华

（女）、刘大魁、杨汉翔、任书泉、李阶生、陈修烈、傅光国当选为副主席。市政协主席赵

培善致闭幕词。

５日　南充市人民政府挂牌。
６日　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会议审议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人

事任命案。依法任命市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３１名。
１０日　达成铁路南充站奠基。达成铁路西起成都，东至达州，全长３７４公里 （南充境

内１１８公里）。
１１日至１２日　以美国联邦政府华盛顿总监彪英汉为团长、美国太平洋企业总经理江文

和太平洋企业董事邝嘉伦为副团长的美国赴四川省招商团到南充考察，并就美国太平洋企

业有限公司与中国一汽集团南充汽车改装厂合资合作等事宜进行洽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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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　市级机关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报告会。
２９日　民盟、民革、民建、民进、九三学社南充市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各民主党派

四川省领导分别宣读批文并授印章。

是月　文化部授予仪陇县 “剪纸之乡”称号。

是月　人事部、财政部、教育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南充，深入仪陇县、营山县调查教
师工资拖欠情况。

６



　大 事 记　

１９９４年

１月

１日至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肖秧到南充调研工业、农业、乡镇企业发展和城市规划
建设工作。

２日至５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率南充代表团专程前往湖北省石
堰市到东风汽车集团考察，双方达成把南充建成名副其实的内燃机生产基地 （年生产规模

１０万台）的共识，并签署相关协议。
４日　市委对市与市辖３区事权作出划分。界定了教育、城乡规划与建设、广播电视、

环境保护、房产、电力、交通、体育事业、文化、卫生、民政、人民防空、公安、交通警

察、工商、土地管理及原南充市城调队和原南充市动植物检疫站的管辖权等事权。

是日　新建的南充天然气配储站竣工试运行。项目总投资１６００万元。
６日　市委印发 《关于市委常委勤政务实廉洁奉公的规定》。

１２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二次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市委１９９４年主要工作：加快改
革开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发展市场农业，努力改造工商企业；抓好

基础设施建设，认真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１３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区土地管理的通告》。

１３日至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经济工作会。会议提出全市１９９４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１２％，工业总产值增长１８％，农业总产值
增长５％，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长１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１３％，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增长１５％，物价总涨幅度控制在１０％左右，城镇职工平均增加工资２５０元，农民人均收
入增加８０元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７２‰以内，年末人口控制在７０３５８万人。
１７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政府工作规则》。

１８日　南充内燃机厂新区在嘉陵区火花乡开工建设。
１９日　全市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将宣传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全市宣

传工作的首要任务，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

２０日　比利时王国援建的仪陇县石水河水电站竣工建设。
２０日至２５日　全市遭受罕见雪灾、霜冻，造成大量农作物受害，生猪、耕牛冻死，部

分房屋倒塌，林木、电线被压断，直接经济损失１１３亿元。
２３日至２４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个体私营经济总结表彰大会。会议表彰了７０名先进

个体劳动者、１１名企业主。
２７日至３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到蓬安县、营山县部分特困企业调研，慰问看望

困难职工。

３１日至２月１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营山县、蓬安县部分企业、乡镇和达成铁路建设
工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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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

５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决定》。要求把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

作为振兴全市经济的战略重点；分类指导，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多渠道增加投入，增强

企业发展后劲；深化改革，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依托集镇，适当集中，

连片发展；大力支持和鼓励不同所有制与不同组织形式乡镇企业共同发展；强化政策保障

功能，扶持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

１５日　市委制定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五项制度。即乡镇以上各级领
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定期分析制度；上级党组织派出党员干部参加下级单位党员领导干部

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干部谈话制度；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回复上

级党组织摘转群众反映本人重大问题制度。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建立市政府环境保护目标保证网络及下达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市政
府环境保护目标网络工作计划的通知》。

１６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要求把发展个体私营

经济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来抓；进一步放宽政策，

为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

管理，做好服务引导和监督工作；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护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

权益。

１８日至１９日　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１９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高坪区调研农村工作，要求高坪区各级党政干部要带领群众

打好春耕生产总体战，为全年丰收打好基础。

２１日　市编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定并通过了 “市级党政群机构的设置，中层机

构的配置及职数配置”，审定通过了原南充市的４６个单位划归现南充市管理的事权关系。
２３日　市委印发 《关于认真做好１９９４年农民负担管理工作的决定》。
２４日至２９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顺庆区调研工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进产权制度改

革情况。

３月

３日至４日　全市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４日　全市绿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动员全市社会力量投入全民植树造林活动，确保

全市１９９５年基本绿化，１９９７年全面绿化目标的实现。
６日　市委、市政府对亏损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
８日　市农科所副研究员谭民化研究的 “南署８８”科研成果在全省科技大会上，获得

１０万元重奖。“南署８８”在全国１５省、市大面积推广，曾相继获得地区科技进步特等奖，
全国、全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成果被收入 《中国百科全书》。

９日　市级机关２１０名机关干部下基层帮助各县 （市、区）进行春耕生产。

１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会见美籍华人陈金浩。为感谢陈先生对南充贫困山区教
育事业的热心支持与贡献，市政府授予陈金浩为南充市荣誉市民，并聘任他为南充市人民

政府对外友好协会教育顾问。

１０日至２２日　全国人大代表李慎宽、任作瑛、陈明琼、谈廷凤、曾孝平在北京出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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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

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１５日　副省长欧泽高到仪陇县检查指导民政工作，了解群众生活情况。
１６日至１７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会后，市政府派出两个工作组前往

各县 （市、区）检查、指导，帮助各县 （市、区）解决企业原材料紧张和流动资金短缺等

问题。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人民政府批转市体改委 〈关于南充市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

点的意见〉的通知》。

１８日　投资５０００万元、总面积２６万平方米的川北老区第一座现代化商城———赛丽斯
商城在南充建成并投入使用。

２１日至２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赴京向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工作，争取资金项目，
选定南充市驻北京市联络处办公地点。

２４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杨崇汇到南充调研。
２４日至２５日　全市第一次机关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李正培强调，各级党委

（党组）要高度重视机关党的建设，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领导，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在改

革、发展、稳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２９日至４月１日　政协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
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李正培的讲话；列席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

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赵培善致闭幕词。

３０日至４月２日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
长向阳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４月

２日　市政府办公会议研究部署１９９４年重点工作。即迅速扭转城市经济形势严峻的被
动局面，组织资金，落实措施，吸引外资，搞好企业改革；认真推广宜宾经验，抓好农村

经济工作；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继续搞好重点建设，加强检查督促；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物价上涨；搞好城市市场建设，抓好体育大世界建设；跟踪落实赴京争取的事项；顾全稳

定大局，办好 “两会”议案、提案。

７日至８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刁金祥到南充调研。
８日　全市第一家乡镇企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南充亚华丝绸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南部县成立。

是日　南充市辖３区不同程度遭到大风、暴雨袭击，部分地区遭到几十年来罕见的冰
雹灾害，直接经济损失２８５亿元。
９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决定》。要求到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９县

（市、区）先后通过省政府验收，如期完成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

９日至１１日　省委书记谢世杰到南充调研。谢世杰强调，要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切实
减轻农民负担；要把农村稳粮增收调整工作搞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抓好劳务输出，发

展多种经营，发展 “三高”农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把小城镇建设搞好。

１１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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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委印发 《中共南充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和 《干部审批程序》。

１５日至３０日　南充代表团到山东、江苏就如何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加速发展乡镇企
业进行实地学习考察。

１８日至２０日　省三峡经济联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考察团到南充考察青居电站、高坪机
场、达成铁路、内燃机厂、绸厂等重点工程和企业。

２０日至２２日　南充市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２３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西南石油学院调研。
２５日　南充市话扩容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工程总投资１９０万美元，引进西班牙西萨公

司Ｓ１２００型１５０００门数字程控交换机。
月底　升钟水库西南分干渠通水，马市铺斗渠通水到南充市郊。

５月

５日　市政府召开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招标、拍卖、出让新闻发布会。
１０日　市委成立南充市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
１１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

１２日　市委专题研究南充城市总体规划。
１６日至１７日　市委工作会议要求重点推进外向型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

织的调整，推进三资企业上管理、上规模、上档次；加强对外开放软环境的培育；坚定不

移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管工作；重

点抓好丝绸、纺织、机械、皮革、食品五大支柱产业，积极再造服装、医药、石油、化工、

电子五大优势产业；采取有力措施，稳住 “菜蓝子”、“米袋子”，加大政府对市场物价的

调控力度，加强对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监审，对农用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

１９日　省政府在南充召开川东南农业片会。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中伟要求，各地要牢
固树立抗灾夺丰收的思想，集中劳力，抓好 “双抢”，做好抗旱工作。来自重庆、自贡、万

县、遂宁等１２个地、市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是日　市政府批准市体改委 《关于南充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试行办法》。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市级机关县级干部整风会议。
２５日　南充市第一届科技顾问团成立。市委、市政府聘请１０８名专业人才为南充市科

技顾问。

２９日至３０日　南充籍运动员赵晓莉在匈牙利参加国际皮划艇比赛，获女子５００米双人
艇、四人艇两项冠军。

２９日至６月３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调研，解决抗
旱和企业扭滑提升工作中的紧迫问题。

６月

１日　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政府汇报南充建市后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主要内容
是：（一）建市后出现的新情况。自然资源贫乏、财政包袱沉重、资金供应紧张、企业效益

不高、农村贫困面大。（二）建市后采取的新措施。发展农业，强化基础；狠抓城市经济，

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扩大开放。（三）南充市急需列入全省发展重点。请求

在项目、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积极支持南充市调整工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解决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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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困难；增加信贷规模和资金。

８日　市政府部署全市粮价改革工作。
１４日至１５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主持召开市政协一届四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加

大改革力度，振兴国有商业的调查与建议》和 《抓住机遇，加强领导，打好扶贫攻坚战

———八年扶贫工作情况的调查与建议》。

１５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统筹就业工作的通知》。

１６日　南充市人民政府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１７日至１８日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蒲海清到南充农村灾区和工商企业调研。
２０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定》。

是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文化市场整顿问题。
２３日至２４日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蒲海清到国家级贫困县仪陇县、南部县调研。
是日　南充市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宪法颁布４０周年活动领导小组举办市级县

级以上领导干部 “人大制度、宪法知识”学习班。

２８日　南充代表团参加 “９４四川国际招商投资洽谈会”，与８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洽
谈项目２５个，协议投资２９６亿美元。

７月

１日　南充首次开办移动通信业务。引进美国摩托罗拉公司９００兆蜂窝移动电话投入试
运行。

６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顺庆区调研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情况。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土地登记实施暂行办法》、《南充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办法》及 《南充市建设用地管理暂行办法》。

１１日至１２日　全市首届科技大会召开。
１２日　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市级各部门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３年出台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

全面清理，共取消收费项目５２项，降低收费标准１５项。
１４日至１５日　副省长徐世群到南充调研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等

工作。

１５日　副省长欧泽高到南充调研。
１６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实施办法》。

２０日至２１日　南充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试点工作的决定》。

２６日　市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市法制工作会议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窗口企业颁牌大会。

８月

２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解决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
５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主持召开市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体改委

关于南充市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汇报。

１１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开展整顿农村党支部工作的意见》。

１５日　市政府制定土地经营四条政策和措施。即转入耕地５亩以上的农户，由当地乡
镇政府，给予一定数额的耕地深度开发补偿费；让种田能手放心投入和发展，其转包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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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长至３０年；使转包地成片集中，以利种田能手耕作；对种田大户要在机耕、种子、植
保、灌溉等方面实行服务优惠和优先的政策。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流通综合改革试验总体方案》。

１６日至１７日　全市推广旱育秧技术现场会在营山县召开。会议要求，积极推广水稻旱
育秧技术，千方百计提高水稻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１８日　南充市体育大世界破土动工。
２０日　市政府召集有关部门专题研究兑现教师工资问题。决定从市级各种渠道挤调

５５０万元资金，保证教师工资发放。
２４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２０个市级机关立即派人到顺庆、嘉陵、高坪３区２０

个乡镇抓蔬菜生产，保证市场蔬菜供应。

２５日　川东北农业片区会议在南充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中伟指出，各级领导一
定要坚定信心，率领群众抗旱夺丰收。要把 “大春损失晚秋补，抓好秋粮保全年”这一精

神贯彻落实下去，力争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稳粮安邦，增收富民”目标的实现。在抓晚

秋、抓明年小春、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必须做到资金、物资、技术三配套。救灾资金

要及时到位，严禁截留挪用。

是月　南充遭受历史少见的持续４６天严重夏伏旱，给农业生产特别是城乡人民生活造
成了极大困难。市委、市政府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带领群众抗旱自救。

是月　高坪区江陵镇至龙门镇６公里全市第一条乡道油路竣工通车。

９月

１日　省政府同意将南充２４０个乡 （镇）调整为４００个 （其中，乡２４２个，镇１５８个）。
７日　南充市国家税务局、南充市地方税务局成立。
９日至１０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主持召开市政协一届五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积

极推行股份合作制，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调查与建议》和 《关于 “三资”企业情况的调查

与建议》。

１６日至１９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席义方到南充调研农村灾情、农业生产、农
村经济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情况。

１９日　省政府批复南充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方案。方案把南充市定为 “发展轻、化工

和商贸为主的川北中心城市”，并将南充市定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１９日至２４日　副省长李蒙到南充调研轻工、食品、机械等行业发展情况。
２０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城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

２１日至３０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率市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新疆，双方就加强两地经济合
作进行会谈。贸易代表团考察了南充百货站新疆分站和南充内燃机厂、天歌集团在新疆开

设的窗口，与新疆建设兵团就开发建设棉花生产基地、联办纺织企业达成经济合作协议。

２６日　南充商展团进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５周年成果汇报展。南充生产的丝
绸、羽绒、棉纺、皮革４大类名特优新产品深受顾客欢迎。同时，南充时装模特队代表四
川省在北海公园参加国庆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基、荣毅仁、李铁映、杨汝岱、

雷洁琼以及部分国家部委领导的高度评价。

２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 “十大劳动模范”“十大服务明星”、“十大科技功臣”、

“十大致富能手”、“十大优秀园丁”、“十大人民卫士”表彰大会。

是月　市委、市政府作出 《关于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百亿工程的决定》。此项决定受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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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省政府肯定，在全省推广。

１０月

７日至１１日　南充考察团赴内蒙古海拉尔市考察。与海拉尔市签署 《关于结为友好城

市的协议》，并达成１５项意向性协议。
１１日至１３日　四川省国合商业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在南充举行。
１３日至１７日　在成都举行的９４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上，南充参展商品合同成交

金额３０００多万元。１２个产品获奖，其中，金奖７个。
１４日　南充—营山和南充—南部光缆工程投入运行。至此，南充所属各县 （市、区）

全部实现长途传输光缆化，提前一年多时间完成全市 “八五”计划通信建设的 “三大工

程”（程控电话、光缆传输和移动电话）。

１４日至１５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 《农业法》执法检查组到南充检查。

２３日　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理查德先生到南充考察。
２５日至２７日　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在山到仪陇县考察对口扶贫工作，落实扶贫项目

１２个。
２５日至２８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南部县、仪陇县、营山县调研农村经济工作。
２９日至３１日　新疆阿克苏地委书记守光宗到南充考察。
是月　赵晓莉与队友在日本广岛亚运会上夺得一枚皮划艇金牌，成为全省唯一一名在

此次运动会上获得皮划艇项目金牌的运动员。

１１月

４日至７日　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市计经委主席塞瓦斯季畅诺娃为团长的海参崴
市政府代表团到南充进行友好访问。双方签署了在日用商品、食品、冻鲜肉、水果等方面

开发合作，组建制衣、制鞋及床上用品的合资企业，发展文化交流、旅游及国际合作的意

向性备忘录。

６日　南充赴美招商团与美国远东公司达成协议，以补偿贸易方式为美亚公司等企业
引进价值１２０万美元的喷水织机。
８日至９日　新疆乌鲁木齐市市长买买提明·扎克尔率团到南充考察，签订缔结友好城

市协议。

１２日　台湾农业考察团到南充考察果品项目。
１４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人民政府推行部门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

１７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

２１日至３０日　市政协开展首次视察活动。市政协主席赵培善率１５０余位市政协委员，
分８个小组，深入各县 （市、区）和市级部分单位，对政府执行归侨侨眷权益法、教师法

情况；工商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城市、交通、升钟水库、市郊蔬菜基地建设、农村社会综

合治理、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和文化市场管理进行视察，并形成提案和建议案，供党政领导

决策参考。

２４日至２５日　全市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经验交流会在顺庆区召开。
２６日至２７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各地要认真研究经济工

作状况，坚持自力更生，对外扩大开放不动摇，大力发展 “两高一优”农业；大力发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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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活国有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促进全市经济工作进一步发展。

２８日　唐 （成都唐家寺）巴 （中）公路南充段全线动工。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巴公
路南充段通车。

２９日　市政府制定 《南充市国家公务员考核细则》。

２９日至３０日　全市召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全市土地、城
乡地政统一管理的原则，严禁炒买炒卖，牟取暴利；各级执法监管部门要大胆执法，强化

执法手段，不断规范土地市场，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健康顺利发展。

１２月

１日　省 “八五”重点工程———南充西河大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１３００余米，总投资
３８００余万元。

５日至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市文化局的工作进行公开评议。
９日　首届南充市 “十大杰出青年”颁奖。

１２日　市委、市政府成立南充市嘉陵江流域水电开发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市长向
阳任组长。

１５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增加教育投入

的决定》。

２２日至２３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三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正培作了 《统一认识，再

接再厉，进一步加快南充发展步伐》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中共南充市委１９９５年工作要
点》。

２３日　南充高坪机场在高坪区高坪镇奠基。
２７日至２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并

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充市发展乡镇企业的情况汇报；听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经贸

委主任、市林业局局长的述职报告，经过认真评议，会议形成了述职评议意见。

２８日　川北粮油批发市场开业。市场总投资４５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４万平方米，设计
年交易量６亿公斤。

是年　赵晓莉在波兰参加奥林匹克皮划艇比赛，获金牌１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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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

１月

１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

７日　市委印发 《关于抓紧培养选拔跨世纪年轻领导干部的意见》。

１１日　市委、市政府授予６３名全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拔尖人才称号。
１７日至２１日　政协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副书记蒲显福代表中共南充市

委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赵培善致闭幕词。

１８日至２２日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向
阳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１９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中伟到升钟水库库区检查水利建设时指出，省委、省政府
对升钟水库投入增加到３０００万元，灌溉面积要突破８０万亩。
２５日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罗良仰到高坪区、嘉陵区慰问部分机关工作人员、

部分公安干警、省下派干部以及部分乡镇基层干部。

是月　全市首次发行 “即开型”体育彩票。

２月

３日至７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肖秧到南充调研。肖秧与南充１８户大中型企业厂长、
经理座谈时指出，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是 “在紧缩中前进，在调整中发展”。他要求各级领

导班子要抓住这一机遇，适当收缩和调整；要重点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

立，发展生产力；要运用好有限资金，加快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步伐。

１０日　市政府办公会议决定在顺庆城区内新扩建８所中小学校，以解决市区适龄儿童
入学难、小学毕业升初中难问题。

１０日至１２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带领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随副省长李蒙带队的
四川代表团，到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总部考察汽车总装厂、模具厂、车身厂和技术

中心，就汽车工业的发展规划和合作项目交换意见。东风汽车公司决定在南充建立四川东

风汽车改装厂，生产东风系列的所有产品，并把南充内燃机厂列为东风汽车公司发动机的

重要生产基地。

１５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引资奖励试行办法》。

１７日　南充炼油厂３０万吨常减压联合装置试生产成功。该装置为四川石油管理局 “八

五”重点技改工程，投入技改资金５５００多万元。
２１日　省社科院南充分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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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日　世界银行水利专家普莱斯和四川省农业综合开发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负责
人考察升钟水库利用世行贷款修建的渠道工程。

３月

１日　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到南充考察城市建设情况。
３日至４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主持召开市政协一届八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当

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几个问题和建议》。

８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物价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门把抑制通货膨

胀、控制物价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１７日　副省长甘宇平到南充调研达成铁路建设情况并现场办公。
２０日至２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带领工作组赴京向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工作。国家

有关部委对南充部分重要项目给予了支持和帮助：机场建设补助资金列入计划；青居电站

同意由国家、省、市建行开展评审；果城味精厂扩能技改得到资金支持；南泰集团技术改

造、邮电通讯工程、炼油厂原油计划等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唐巴公路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取得新进展。

２１日至２３日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总部中国项目主任菲利浦·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
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尼奥奇先生和世界粮食计划署ＯＭＡ亚太局副局长阿乎加先生率领的中
国四川东北部农业综合开发联合投资项目立项考察团到南部县、阆中市进行立项考察。项

目投资主要是改造中低产田土，配套水利设施，发展粮食生产、养殖业和饲料加工业，解

决人畜饮水，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等。

２８日　全市企业转换机制经验交流会在蓬安县召开。
３１日至４月３日　省政协主席聂荣贵到南充赛丽斯、南泰丝绸集团、南充内燃机厂、

营山县五四机械厂等企业调研。

４月

５日至７日　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张今强到南充调研定点扶贫的阆中市、南部县、嘉陵区
有关企业和农村发展情况。

９日至１０日　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建设司司长周振远调研达成铁路南充段建设情况。
１１日　南充市政府代表团前往新疆阿克苏地区，与阿克苏地区正式签订友好城市协议，

并洽谈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项目。

１８日至１９日　副省长马麟到南充调研达成铁路东段建设情况。
２４日　全市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百亿工程”大会召开。市政府领导与各县 （市、区）、

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签订了 “科技成果转化百亿工程”目标任务责任书。

２６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 “广厦工程”工作会议，专题研究解决教师住房问题。

２７日　全市首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召开。
２８日　南充举行首次成人宣誓仪式。

５月

３日至９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率团到云南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为南充开拓发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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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实施 “打通南北，东进西出”总体经济战略构想奠定基础。

４日　市委、市政府领导与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归来的全国
劳模谭民化、罗清泉、罗加玉、何清瑞座谈。

是日　市政府召开全面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动员大会。
４日至６日　哈萨克斯坦国家芭蕾舞剧院院长巴扎尔·嘎利率团到南充访问演出。
７日　市农科所研究的红薯优良品种——— “南薯９５”培育成功。该品种通过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准予大面积推广应用。

９日　台湾农业投资考察团到百乐饮料厂考察。
９日至１３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中伟到蓬安县、仪陇县、阆中市、南部县农村察看

旱情和现场办公。

１１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沈国俊到南充调研。
２５日　市委、市政府举行达成铁路南充段铺轨仪式。１２月６日，达成铁路铺轨至南充

客站。

２５日至２７日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析综调研南充经济建设和人大工作。
是月　四川天河实业 （集团）公司宣告破产。

６月

７日　全市创建卫生城市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７日至８日　全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乡镇工作会议在西充县召开。
８日至９日　全市县属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召开。会议要求，要认真把握县属企业改革

的机遇和条件，切实抓好县属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把县域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１０日　市委、市政府领导与省、市属丝绸企业厂长 （经理）、书记座谈，共商振兴南

充市丝绸工业大计。会议强调，全市丝绸企业要走出困境，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开发高质

量的产品；必须依靠科技，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必须实施名牌战略，实现规模经营。

１１日至１２日　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马跃率高级专家组考察南充汽车行业。市党政领导
与马跃就进一步扩大经济技术合作进行磋商，并达成有关意向性协议。

１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对已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１５０多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参加考试。

２１日至２２日　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南充调研对口帮扶工作。
２３日至２４日　全市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２８日　全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召开。
是日　市中心城区南干道改造工程动工。工程全长２２公里、宽４０米，投资５５０万元。

７月

３日至５日　贸易部部长陈邦柱调研南充商贸企业和重点建设工程。
４日至５日　全市爱国主义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仪陇县召开。会上，朱德故居纪念馆

等全市１０个纪念地被命名为南充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２１日　 《南充广播电视报》获得全国公开刊号，成为继 《南充日报》之后全市第二张

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

２１日至２２日　川、甘两省部分地、市领导在广元共商兰渝铁路建设大计。１２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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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地市联合正式向国务院呈报兰渝铁路建设立项申请书。

８月

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 （经理）、党委书记座谈会。会议强调，

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加强管理，向管理要市场、要质量、要效益；加快结构调整、形成整体优势；要精诚团结，

合衷共济，坚持两手抓；各级党委、政府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认认真真地为企业办实

事，推动企业发展。

１６日至１７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杨钟到南部县、阆中市调
研扶贫工作。

１８日　市政府与各县 （市、区）政府签订世界银行贷款转贷协议书。市财政局和市计

委代表市政府与项目县 （市、区）政府签订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世行贷款转贷协议书。

９月

１日　全市各界人士集会，纪念抗战胜利５０周年。
１日至６日　全市１２名残疾运动员参加省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获得金牌８枚、银牌２

枚、铜牌２枚。
１０日　顺庆区大西街安居工程启动。街道全长８４０米，由１０米扩宽到３０米；修建还

房住宅５００余套、安居房４００套。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鼓励市外投资者来南充投资合作的政策规定》。

１５日　四川希望集团与市政府签署投资兴办南充希望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协议。该项目
系四川希望集团独资企业，总投资２４００万元。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３日正式投产。
１５日至１９日　南充举办四川新技术新产品交易会。参展企业１７０家，１０００多项新成果

和专利技术以及２５０个新产品参展。交易会期间，共签订购进合同１５项，金额１０７０万元；
签订销售合同２７９项，金额１７４２１万元；达成１２０多项合作协议，协议金额６２８０多万元。
１５日至２０日　 “中国·四川·南充第五届丝绸节”举行。丝绸节期间，购销总额达

１３４亿元 （其中，购进市内急需生产、生活资料２６亿元，销售各类商品１０８亿元）；签
订合同和协议５５项，总投资８０２亿元。
２０日至２１日　全市乡镇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就换届选举

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２１日　蓬安县农村初级电气化建设通过省农村电气化验收小组验收，成为南充第一个
农村初级电气化县。

２７日至２８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刁金祥到南充检查指导粮食、棉花、蚕茧收购工作。
２７日至２９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主持召开市政协一届十次常委会，通过 《政协南充市

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实施细则》，协商讨论 《南充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九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规划纲要》。

１０月

４日　零时，南充市辖３区电话号码由６位升至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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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９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传达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制定好南充市 “九五”计划和

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
是日　市第一人民市场改扩建工程动工。项目总投资９５０万元，总建筑面积２２０００平

方米。１９９６年８月，工程竣工。
１３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唐 （成都唐家寺）巴 （中）路、仪 （陇）北 （碚）路、南

（充）长 （乐）路、南 （充）西 （充）路、龙门嘉陵江大桥建设问题。

１８日　市教委、阆中市政府检查验收阆中市千佛镇 “普九”工作。该镇成为南充第一

个 “普九”合格镇。

２８日　由南充４５家汽车、汽配生产企业组成的四川长城农用车集团公司宣告成立。
３０日至１１月３日　深圳市南山区企业家投资考察团到南充考察。
３１日　西南石油学院与成都理工学院共同建设的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重点实验

室建设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是我国在油气藏勘探开发领域进行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理论研

究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是日　全市 “九五”工业经济发展研讨会召开，市政协主席赵培善出席并讲话。

１１月

３日　邮电部副部长林金泉到南充调研。
７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 “创卫”总结表彰大会。

８日　全省水利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９日至１２日　省委副书记杨崇汇到南充调研。
９日至１７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率

南充代表团到浙江省考察。

１１日　省绿化委员会考核验收组对南充市绿化工作进行验收，南充市实现基本绿化
目标。

１４日至２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召开评议市畜牧局、市工业局、市计生委工作大会，
并对其工作和领导班子成员情况进行了公开评议。

１７日至１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升钟水库配套建设工作会议。
２３日　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理顺农村卫生管理体制，落实农村卫生政策、

推进农村卫生 “三项建设”，加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整顿医疗秩序，努力推动农村卫

生事业健康发展。

２４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南充公路机械厂调研。
２４日至２８日　南充市７个水果品种在第二届全国农业博览会优质农产品评比中全部获

奖。其中，西充县脐橙、蓬安县锦橙１００号、南部县脆香甜柚、阆中市朋娜脐橙获金奖，
蓬安县脐橙、营山县冰糖柚、嘉陵区脐橙获银奖。

２９日　南充市被评为地级卫生城市，阆中市被评为县级卫生城市。

１２月

２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嘉陵区调研城市基础设施、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农贸市场
等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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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市县两级干部考核工作。
１８日　南充与重庆经济协作重大成果之一———南充川北综合批发市场在火车客站花园

坝开发区动工建设。

２４日至２６日　省政府在南充召开升钟水库右总干渠及西充干渠竣工验收会议。《升钟
水库右总干渠及西充干渠竣工鉴定书》及建设、管理单位法人代表在鉴定书上正式签字移

交。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中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要求南充要加强对升钟水库已建成工程

的管理，充分发挥好工程效益，积极做好升钟水库二期工程前期工作，力争二期工程早日

立项修建。

２６日至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别在分管部门的正、副职以上干部会议上述职，并
由参会人员进行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

３１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市政协
主席赵培善乘坐火车工程车到南充东站建设工地，代表７００万南充人民看望慰问达成铁路
建设工作者，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

是月　四川银河地毯股份有限公司出口创汇突破１０００万美元，位居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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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１９９６年

１月

２日至４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肖秧，副省长甘宇平到南充调研达成铁路建设情况，看
望慰问部分困难企业职工。

８日至９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四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正培作了 《面向新的世纪，

抓住新的机遇，为南充的全面振兴和加速发展而奋斗》的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副书记、

市长向阳代表市委所作的 《关于制定南充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审议通过了市委 《关于制定南充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

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 《中共南充市委１９９６年工作要点》。
９日　顺庆区舞凤镇周家坝村等全市６０个村被市委命名为 “小康示范村”。

１２日　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会议。
１５日至１８日　政协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李正培的讲话；听取并讨

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赵培善致闭

幕词。

１９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主持会议，专题研究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问题。
２３日至２７日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大会审查和批准了 《南充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及２０１０年规划》，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向阳关于政
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报告，

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２４日至２５日　省委常委孙同川到南充调研丝绸行业工作。
２８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南充市分行成立，为南充首家政策性银行。
２９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南充内燃机厂、南充市轴承厂等部分企业，了解企业改革、

管理以及生产、销售中出现的问题。

３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到南部县、仪陇县、营山县、蓬安县部分企业调研，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工程建设施工情况。

２月

３日　市委对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提出五

点意见，要求各地深化对供销合作社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坚持办社宗

旨，强化供销社为农服务的功能；理顺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制，进一步完善经营机制；认

真搞好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建设；切实加强党委、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和扶持力度。

５日　市委对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推动土地使用权流转提出要求，继续坚持在承
包期间内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妥善解决土地承包中的具体问题；切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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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承包地经营问题；强化土地经营目标管理，试行农民负担分流办法；

积极推行土地使用权流转，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中应注意的政策问题；加强

领导，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管理权。

８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南部县升钟水库淹没区调研。
２１日　中国体育彩票发行销售仪式在丝绸大世界举行。
２９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与南充文艺界部分知名人士座谈。
２９日至３月１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工作会议。

３月

１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试行办法》。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南充丝绸工业企业解困问题。
８日至９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到嘉丽华丝绸集团调研。
９日　南充建成Ｃ３本地电话网，成为全省第二个建成 Ｃ３本地网的地级市。南充各县

（市、区）电话于当晚１０时全部升至７位。
１３日　南充市被列为全国安居工程试点城市。
是日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市政府１９９６年重点为群众办好的１０件实事。即

加快４条国、省道公路改造进度；达成铁路三汇至南充段开办临管运营；完善体育设施，
办好省八运会；抓好企业改革和困难企业解困工作；加快农村脱贫奔小康的进程；大力实

施 “菜蓝子工程”；抓好 “普九”，实施广厦工程；搞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西街安居

工程一期前期工程竣工；改善城市供电、供气紧张状况。

２８日至２９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主持召开市政协一届十三次常委会，协商讨论 “九

五”计划开局起步专题，审议通过 《关于工商企业开好局起好步的七条建议》。

４月

２日　市委在军分区召开市委武装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通报 ３月 ２７日至 ３０日县
（市、区）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的交接工作情况，市政府领导与南充军分区司令员在

《四川省县 （市、区）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交接书》上签字。

５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奖励南充市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度科技成果的决定》。
８日　市政府制定了 “国家所有，政府调控，财政管理”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对

预算外资金实行 “统收统支，计划安排，专款专用，适当集中”管理，并成立南充市收费

管理局，集中对预算外资金管理。

１２日　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到南充调研。他要求南充各级民政部门要结合实际，选准
突破口，在农村、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做好优抚安

置工作，健全各级民政组织，提高两个素质；民政干部要为群众多办实事，以实际行动让

党委满意、群众满意。

１６日至１８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到阆中市保宁醋厂、银河地毯公司、南部县气门
座圈厂、南部县嘉陵水泵厂等１０多家企业调研，并察看了阆中市、南部县大春生产情况。

１６日至１９日　全市 “普九”工作流动现场会召开。

１７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耿全礼到南充检查指导民兵预备役工作。
１８日　全市第一个个体私营企业党支部在南充园通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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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贯彻省政府实施 “再就业工程”的通知》。

５月

６日至１５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到阆中市、南部县、仪陇县、营山县、蓬安县调研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展情况。

７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青居电站和升钟水库二期工程立项前期准备工作、南
充至成都高速公路在南充过江路线的走向、南充市政府在重庆设办事处等问题。

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巩固创卫成果迎接省八运会动员大会。
１０日至２５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随省人大常委会考察团到泰国、马来西亚考察

地方议会工作。

１３日至１４日　全省房地产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会议就提高住宅质量、推行物业管
理、盘活积压商品房提出新办法。

１６日　南充市教育基金会成立。市委书记李正培，市委副书记、市长向阳带头各捐资
５００元，９县 （市、区）教育系统共捐赠１２５３万元，新加坡宝捷商务公司总经理刘娜为家
乡教育事业捐资１０万元。

１７日　全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座谈会召开。
１８日　纪念罗瑞卿诞辰９０周年暨罗瑞卿骨灰撒放仪式在罗瑞卿故居纪念馆举行。罗瑞

卿夫人郝治平率家人参加了骨灰撒放仪式，并向家乡人民赠送了罗瑞卿的书画、书籍和资

料，同时送上一幅自己亲手作的字画。省委、省政府决定将罗瑞卿故居纪念馆命名为 “四

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席义方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罗瑞卿纪

念馆授牌。

是日　市委、市政府在北湖宾馆会议厅举行纪念罗瑞卿诞辰９０周年座谈会。
２２日至２４日　副省长邹广严到南充调研。
２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机关岗位目标考核、班子建设问题。
２８日　南充军分区举行首次授予人武部军官军衔仪式。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

记李正培和军分区首长分别为人武部干部授衔。

２９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在省蚕研所会见正在该所访问的印度安德拉邦蚕业研究与发展
所所长钱德拉谢卡博士。

２９日至３１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协办考察团到南充考察，并与市政府达成８项经济
技术合作协议。

３０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并审议市工商
局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情况汇报、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南充烟草生产经营的情况汇报、

市贸易局关于开展 “无假货一条街”活动的情况汇报。

３１日至６月２日　省委书记谢世杰到南充调研。谢世杰要求，要抓住机遇，坚持 “发

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要加大企业发展力度，使企业摆脱困境，发展壮大，提高效益，

增加财政收入；要搞好县域经济，发展集体经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要把

农业抓紧抓好，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加大扶贫攻坚力度，保证按期实现脱贫致富。

６月

１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南充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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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　南充籍运动员、第２４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双向飞碟冠军张山在市体委会议室向省
八运会捐赠她荣获的首枚金牌。

５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乘船到嘉陵江南充城区段和上中坝考察防洪渡汛工作。
６日　财政部驻四川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南充组挂牌成立。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机构改革工作。
１３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发展农业产业化会议。
２０日　市委对加速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出决定，要求充分认识个体私营经济在南充市

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要进一步为个体私营经济创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要优

化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管理和服务；要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领导。

２７日至２８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主持召开市政协一届十四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

开拓与发展市名优特新产品的调查与建议》和 《关于进一步健全农业服务体系的调查与

建议。》

７月

１日　达成铁路南充至三汇段试运营，货物实行全国联网，达成铁路与全国路网接轨，
首次６８２次列车从南充站发出；同时，开通南充至营山客运。
６日　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南充市委、市政府组织编辑的 《朱德足迹遍中华》画

册在南充首发。

７日　市委书记李正培在北湖宾馆会见美国麦格集团国际公司总裁李中奇。
１１日至１２日　省委副书记杨崇汇到南充调研农村旱灾和生产自救情况。
１５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农业生产工作紧急会议。会议要求，各地要全力面对农村旱

灾，明确任务，增添措施，确保 “双增”目标实现。

２３日　全市中小企业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２６日至３１日　市国税系统１１００余人参加实行公务员制过渡考试，是全市第一个推行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行政机关。

２６日　副省长徐世群在南充主持召开省八运会现场办公会。徐世群对南充承办省八运
会各项准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８月

４日　市政府印发全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要求南部县、仪陇县、西充县、营山
县、蓬安县境内的各类企业 （包括私营、个体户）单位，执行每月１３０元 （每日６０５元）
的标准；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阆中市境内的各类企业 （包括私营、个体户）单位，

执行每月１５０元 （每日６９８元）的标准。
５日　市委印发 《南充市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１３日，全市机构改革工作会

议召开。

８日至９日　全市工业经济座谈会召开。会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增添切实可
行的措施，集中领导，集中物力，集中财力，以抓农业劲头抓好工业，千方百计推进全市

工业走出困境。

１０日至１５日　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的国家专家组对成都至南充公路改造可行
性研究报告进行评估，一致同意全线采用高速公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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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城市街道名称保留更名命名的通

知》。

２８日　南充市ＧＳＭ数字移动电话首期工程竣工开通。
３０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到高坪区老君镇调研花木生产情况。
３１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办法》。

９月

４日　省第八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在南充成立。
５日至６日　省委书记谢世杰到阆中市、南部县、仪陇县调研干旱情况。谢世杰要求南

充要贯彻 “治水兴蜀”方针，下决心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从老旱区困境中走出一条新路。

１０日　市委制定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南充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是日　全市举办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骨干培训班。
１７日至１８日　浙江省湖州市与与南充市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协议。
２０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传达贯彻省川东北片区工业现场会精神。会议分析全市工业生

产形势，研究如何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工作。会议要求，要用抓农业的劲头抓工业，下决心

扭转南充市工业生产不景气的状况，沉到企业面对面地解决实际问题。

２６日　全省中小企业改革工作经验交流川东北片区会议在顺庆区召开。
是日　市政府主办、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 《南充年鉴》（１９９５卷）由四川科技

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南充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综合年鉴。

是月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市公安局、市贸易局、市土地管理局和市广
播电视局工作进行公开评议。

１０月

５日　省第八届运动会在南充开幕。省政协主席聂荣贵宣布开幕，副省长徐世群致开
幕词。开幕式上表演了大型广场文艺节目——— 《情满嘉陵》。四川电视台通过卫星向３８个
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现场直播。１３日，运动会闭幕，南充体育代表团在省八运会上获金牌
３枚。

６日　全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南充召开。
１６日　南充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委书记李正培等领导代

表省委、省政府向１９３７年７月６日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干部颁发纪念章。
是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嘉丽华丝绸集团公司部分职工集体上访堵塞交通的处置

办法。

１７日　南充举行首次国家公务员过渡培训考试。考试分设１０个考点，参加此次过渡培
训考试的有全市党政机关担任主任科员及其以下职务的工作人员２０４２６人。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建设进程的若干政策》。文件要求放活土地使用

权，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大力培育 “龙头”企业，促进城乡经济协调；依靠科技进

步，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拓宽融资渠道，集中资金用于兴办龙头企业；加强组织

协调，打好农业产业化建设的总体战。

１９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投资体制改革问题。
２９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六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 《四川省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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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精神文明建设 “九五”规划纲要》、《四川省农村小康建设规划纲要》。

３０日至１１月１日　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接受向阳辞去南充市人民政府市
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李川为南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１１月

５日至６日　 “９６四川省产学研项目”交流洽谈会在南充召开。会议实施技术难题招
标２４项，签订实用技术和合作开发意向性协议３０项，金额达２０００多万元。省经贸委、重
庆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和全省２０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３００多家企业代表共
５００多人参加洽谈会。

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法律知识讲座。近千名市级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１４日　市委召开市级机关公开推荐优秀年轻干部动员会，对公开推荐优秀年轻干部进

行部署。

１５日至１６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五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正培传达了省委六届七次
全会精神，并作了重要讲话；审议通过了 《南充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九五”规划》

和 《南充市农村小康建设规划纲要》。

１９日至２０日　浙江省副省长张启楣率浙江省政府对口扶贫考察团到南充考察。
２２日　市委印发 《南充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九五”规划纲要》。

２５日　市委印发 《南充市农村小康建设规划纲要》。

３０日　南充市ＢＰ机号码升为７位。

１２月

６日　省委决定，敬中春任中共南充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正培不再担任中共南充
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８日　省委书记谢世杰在成都听取南充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关于南充经济特别是
丝绸行业扶贫解困工作汇报。决定由省人民银行牵头，各金融部门参加，贷款３０００万元；
由省丝绸公司、省财政厅把省上集中的蚕丝风险金调剂１００万元左右，专项用于南充５户
大中型丝绸企业调结构、上项目，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１７日至１８日　成都军区计划生育 “三结合”工作现场会在南充召开。

２１日　省委在仪陇县举行朱德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大会。朱德女婿刘铮代表朱德女
儿朱敏向仪陇县金城小学、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朱德纪念园赠送朱敏著的 《我的父亲朱

德》一书，并将稿酬１万元捐给仪陇县希望工程。朱德儿媳赵力平向朱德故居纪念馆、朱
德纪念园敬献朱德铜像一组，捐赠朱德同志用过的毛毯一床。

２２日至２３日　市委、市政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在南充联
合举办纪念朱德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

３０日　省政府和铁道部联合在遂宁火车站举行达成铁路全线贯通庆典。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慎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川，市政协主席赵培善出席庆典。

６２



　大 事 记　

１９９７年

１月

１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南泰、嘉丽华丝绸集团调研。
３日　市委召开各县 （市、区）委书记、县 （市、区）长异地任职交流会。

是日　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充市烈士陵园竣工开馆，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
“南充市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馆名。

３日至４日　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川北片区会议在仪陇县召开，副省长敬正书到会并
作重要讲话。

８日至１０日　副省长李达昌到南充精益食品厂、双降解农用薄膜塑料厂、长城机械厂、
丝绸印染厂、赛丽斯商城等调研，看望慰问困难职工。１０日，李达昌出席南充市委常委民
主生活会。

９日至１０日　香港镇泰集团公司名誉董事长李治元、执行董事苏纪英考察南充教育、
劳务工作。捐资人民币２００万元用于兴建嘉陵区镇泰中学及南充高中图书馆、南充教育学
院教学楼，并与南充市政府签订长期劳务合作培训协议。市政府授予李治元、苏纪英南充

市荣誉市民称号。

１８日　全市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落实好惠农
政策，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突出扶贫攻坚，狠抓玉米生产，妥善安排受灾农民生活，确

保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１９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六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敬中春作了 《抓住机遇，加快发

展，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五大献礼》的报告；无记名投票对南充领导班子成员１９９６年的
工作进行了民主测评；审议通过了 《中共南充市委１９９７年工作要点》。

２３日至２５日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有余到南部县部分乡镇考察对口帮扶工
作。考察团拟定了扶贫项目，向该县捐赠２６８万元现金、新毛毯１２５万床。

２８日　人保四川省分公司党委作出 《关于开展向罗存涛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罗存

涛是中保集团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仪陇县支公司原经理，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４７
岁。４月２２日，市委追认罗存涛同志为 “优秀共产党员”。５月２１日，省委作出 《关于追

授罗存涛同志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开展向罗存涛同志学习的决定》。６月１８日，省委
追授罗存涛 “优秀共产党员”命名暨表彰大会在成都市锦城艺术宫隆重举行。６月２０日，
市委在果城会堂举行追授罗存涛 “优秀共产党员”暨命名表彰大会。

２月

２日至４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宋宝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中伟率省级３２个部门主
要负责人到南充调研。宋宝瑞一行先后考察南泰丝绸集团、南充市齿轮厂、炼油厂、内燃

机厂、丝绸印染厂、赛丽斯等骨干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情况，对南充在经济发展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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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办法。

１３日　市委决定实施玉米丰收工程。
１５日　市委召开市级机关作风整顿动员大会。成立了８个指导组到市直各系统指导、

检查、督促整风工作。

１８日至２１日　政协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敬中春的讲话；列席南充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

会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赵培善致闭幕词。

１９日至２４日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代市长
李川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选举李川为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２０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全市悼念邓小平同志逝世有关事宜。会议决定，以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的名义给邓小平同志亲属发去唁电。２１日，南充市
举行各界人士深切悼念邓小平同志座谈会。

２４日至２５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工业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组织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领导和各县 （市、区）四大机构主要领导以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蓬溪县考

察学习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验。会议强调，打一场工业攻坚战，强力推进改革，增加

资金投入，建立约束机制，统筹协调解决工业和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政策、资金、环境等重

大问题。

２５日至２８日　浙江省湖州市政府领导到仪陇县部分贫困乡镇和企业考察。

３月

１日至１４日　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出席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联络有关代表就南充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立项修建兰渝铁路、加快成南高速公路建

设、立项修建升钟水库二期工程、将丝绸行业纳入资本结构试点行业、落实扶贫优惠政策

等提出议案和建议。

４日　９７迎接香港回归 《香港的历史与发展》大型图片展览在西山运动场开展，全市

各界人士近万人参观了展览。

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发展民营经济有关工作，并成立了以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为组长的
南充市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１２日　市委作出加快南充工业发展决定，要求全市各地要加快改革力度，加快转机建
制步伐；加大管理力度，努力实现减亏增效；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大投入力度，提高投资回报率；加大减员力度，优化外部环境；加大领导力度，强化统

筹协调职能；加大管理力度，实行强激励硬约束。

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会议。会议确定全市国有、城镇
集体中小企业除城镇供水、供电、供气和粮站、烟草、农资等政策明确不进行产权制度改

革的企业外，其他企业均属于年内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对象和范围；市属企业改革面达到

６０％；各县 （市、区）国有、城镇集体企业基本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是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城市绿化动员会。
１７日　国家民航总局同意南充航站成建制划归双流国际机场管理。４月１０日，南充航

站正式移交双流机场。５月１２日，南充航站更名为南充火花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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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困难企业解困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究全市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有关问题。

２０日至２８日　全市国有企业宣读团分赴９县 （市、区）进行宣读活动。

２４日　南部县和阆中市１１２１名农民乘坐２０辆大客车和１０辆小车从南部县南隆镇出
发，到新疆定居，支援大西北建设。

４月

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就 《代表法》颁布实施五周年发表电视讲话，并在

《南充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

５日　仪陇县油脂公司棉籽制油生产线建成投产。该制油生产线日加工棉籽１５万公斤，
填补了全市食用油加工中无棉籽油生产的空白。

８日　仪 （陇）北 （碚）公路仪陇段竣工通车。该路是朱德故里第一条油路，全长

３９４公里，总投资４５５０万元。
是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南充炼油厂调研原油加工技改项目。
９日　香港泰达有限公司以 ３５００万元人民币收购破产企业四川天河实业 （集团）

公司。

１５日至１６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到顺庆区、嘉陵区调研私营经济试验区建设。
１６日　四川果城味精厂兼并市无线电厂签字仪式在市政府一楼会议室举行。这次兼并

是南充建市后跨行业、跨隶属关系、跨所有制性质的一次兼并。

是日　市木材公司经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是全市第一家破产的市属中型
企业。

１７日　西南石油学院院长、教授罗平亚在果城会堂作了科技发展形势报告，市领导及
市级部门副科级以上干部近千人参加了报告会。

２３日至２６日　省委书记谢世杰，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中伟到嘉陵区、蓬安县、仪陇
县等县 （区）和南泰、美亚等企业调研，对南充市经济发展中系列困难进行了专题研究。

２７日　全省部分市、县抗旱保栽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省委书记谢世杰，省委副书记、
副省长张中伟，副省长敬正书在会上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内江、遂宁、绵阳、广元、乐山、

南充等６市和３４个县 （市、区）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及省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２８日至２９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主持召开市政协一届十九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关

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若干政策的建议》和 《关于狠抓措施落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南充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九五”规划落实情况的调查建议）。

５月

５日至６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卫生工作大会。会议确定了全市医疗卫生工作发展
目标，到２０００年，全市要初步建立起包括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和卫生执法监督的卫生体
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９日　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出售２１户国有企业、１４户集体企业、４户
乡镇企业，总资产３９２６０７９万元，总负债２９９２５万元。
１０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高坪区调研 “双抢”工作。

１６日至１８日　浙江省部分企业家考察团到南充开展对口帮扶。双方就南充３５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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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技术合作项目进行了磋商洽谈，签订了１０项意向性合作协议。
１８日　位于南充火车东站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一期工程竣工。该储备库占地２２０亩，仓

容１０万吨，食用油罐３０００吨，建有铁路专用线和专用公路，拥有国内一流水平的先进储
粮设施设备。

１９日　由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 《大公报》

等２０家新闻单位记者组成的 “９７四川对外开放外宣战役”新闻采访团抵达南充，对南充
进行为期４天的新闻采访，主要报道南充区划调整后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是日　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南充市对口帮扶领导小组。
２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主持召开市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人大财

经委员会关于搞活南充市财力的调查报告和关于南充市国有、集体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的调查报告。

２４日　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对口帮扶南充市签字仪式在果州宾馆会议厅举行，杭州市副
市长史久武与南充市市长李川在协议书上签字。杭州市主要对口帮扶嘉陵区、阆中市、西

充县。是年，杭州市出资、出技术援助南充市旱山村建设畜水池和水井３０００口，总金额
１５０万元；帮助南充市完成安身工程１００户，总金额１００万元；出资４０万元发展种养殖业
和林果业；出资６０万元，帮助南充市建希望小学３所。南充市每年派送４８名干部到杭州市
挂职锻炼，在南充市招收劳务人员９００名。对南充市１２０个乡镇对口帮扶。

２５日　市委作出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决定。要求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振兴南
充经济的重要支柱；认真办好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努力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提高个体

私营经济业主的综合素质。

２６日　南充桑园坝大市场动工修建。
３０日至６月５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率团到浙江省杭州市、湖州市、温州市、金华市考

察学习。３０日，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副省长张启楣在杭州市接见南充赴浙江省考察学习
代表团。

是月　省党代会选举敬中春、卢兴琼为出席党的十五大代表。

６月

４日　浙江省温州市与南充市结为友好城市签字仪式在温州酒店举行。温州市副市长
王思爱与南充市市长李川分别在协议上签字。

５日　全省农业生产流动现场会在南充召开。会后，副省长敬正书在南充调研。
９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各部门充分认

识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加强信访机构建设，理顺工作关

系；认真贯彻 《信访条例》，大力推行逐级信访和分级、归口办理制度；加强信访干部队伍

建设，调动广大信访干部的积极性；按照中央对信访工作 “三个加强”、“三个减少”的总

要求，加强信访部门内部管理，认真做好各项业务工作。

１３日　市委印发 《关于集中力量打好旱山村人畜饮水攻坚战的决定》。

２０日　市委印发 《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要求严

格控制新建和装修办公楼；严格控制各种会议；严格控制各种庆典活动；严禁用公款大吃

大喝，挥霍浪费；严格控制用公款安装住宅电话或购买移动电话；严格控制各种税费，禁

止形式主义的评比和达标活动；严格按规定配备和更换小汽车；严格管理公费出国 （境）。

２１日至２２日　全市工商企业改革发展经验交流会议在蓬安县召开。会议强调，要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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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企业和市属中小企业为重点，打一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攻坚战，全面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任务，促进企业强管增效、扭亏增盈。

２５日　全市庆 “七一”迎香港回归歌咏比赛举行。２７日，市委召开庆 “七一”迎香

港回归座谈会。２８日，市委、市政府在西山运动场举行迎回归庆 “七一”大型文艺晚会。

２６日　全市首家铝型材合资企业———南充新兴铝材工业有限公司建成投产。该公司由
市政府驻乌鲁木齐市办事处下属企业 （占股５２％）与今日国际 （香港）公司 （占股４８％）
合资兴办，总投资９３３万元人民币，年生产铝型材３０００吨，年销售额约６０００万元。该项目
填补了川东北铝型材生产空白。

是月　全市开始对１９８７年以来各类非农业建设用地进行全面清理。

７月

６日　市委就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

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决定》发出通知，并提出了具

体要求。

７日至９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到仪陇县、南部县、西充县调研扶贫开发工作。
８日　市委专题研究进一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会议强调，不得违反规定强制集体经

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切实把农民负担减下来。

１０日　浙江省政府对四川省贫困地区捐赠暨项目签字仪式在成都举行。南充６个贫困
县共获捐赠物资、资金７５０万元，获赠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微水池和希望小学。
１１日至１４日　全市农村经济工作流动现场会召开。副省长敬正书到会并讲话。
１３日至１４日　浙江省省长助理李长江考察阆中市石子乡微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情

况及南充有关企业。双方就细化对口帮扶项目、扩大合作范围进行了座谈。

１９日　全市民营经济发展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 “九五”期间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目

标，个体工商户以每年１０％速度递增，民营企业以每年２０％以上速度递增，重点扶持一批
民营企业大户。会议指出，要搞好政策引导，鼓励民营企业向科技型、外向型企业发展，

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兴办 “绿色”工业；在开发建设项目上，以市辖３区的３个个体私营
经济试验区为龙头，以十大重点市场为依托，逐步形成民营经济网络，其余６县 （市）参

照市辖３区 “试验区”政策措施，各办一个民营经济小区；重点帮扶一批民营企业大户加

快发展；鼓励党政干部离岗、离职领办创办民营经济企业，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投身经济

主战场；鼓励民营企业兼并、租赁、承包、购买国有、集体企业。会议强调，要把民营经

济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对待，不限制民营经济经营范围、方式、发展速度、发展比例和规模，

支持其上档次、上水平、上效益，扫清障碍，营造宽松环境。

２２日　全省邮电服务工作现场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市委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２４日　市委作出依法治市决定。
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

意见》。

３０日　全市纪念建军７０周年暨双拥表彰大会召开。
是月　全市启动四川保宁制药厂、南充市冷冻厂、高坪区烟山冬菜厂、西充县宏桥食

品厂、阆中市洪乾蔬菜果品有限公司、南充市圆通有限公司、蓬安县果品开发公司、南充

市啤酒厂、南充市嘉兴畜禽良种开发中心、南充市外贸畜产品公司１０个农业产业化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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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建设。

８月

４日　市政府召开城市管理工作会议。会议对市政府与顺庆区政府在城区规划、建设
与管理、国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事权调整。

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对市工商局工作和领导班子进行评议。
２７日至２９日　市一届人大第二十五次常委会通过 《关于依法治市的决定》。

３０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参加全市
抗旱救灾现场会，带领与会人员参观高坪区东观镇八村两季田翻炕和深沟排水及抢种秋菜

现场。

３１日至９月１日　省委书记谢世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陶武先到南充视察旱情，
检查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９月

１日　川北片区抗旱座谈会在阆中市召开。南充、广安、遂宁、广元、巴中、达州的市
（地）委书记和剑阁县、苍溪县、南部县、仪陇县、平昌县、阆中市的主要负责人先后汇报

了灾情和开展生产自救情况。省委书记谢世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房改工作。
８日　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召开。
１５日　副省长敬正书到南充检查抗旱救灾工作。
１６日　全省小春备耕工作现场会在南充召开。
２３日　市委召开传达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大会。会议强调，要抓好十五大精神学习、

宣传、贯彻，把思想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五大确定的目标上来，

紧密联系实际，狠抓工作落实。

２９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首批重点帮扶民营企业大户的通知》。

３０日　市邮电局综合营业厅获 “全国邮电文明服务示范窗口”称号，成为全省唯一获

此殊荣的集体。

１０月

７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将职工部分产权购房转换为全产权购房的通知》。

１４日　西南地区第一套１５万吨重油催化裂化装置在南充炼油厂建成投产。
１７日至２３日　在中国民主同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民盟南充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罗

月华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２２日　副省长邹广严到南充调研。
２７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依法治市动员大会。
２８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七次全会召开。会议以无记名方式选举产生了出席省第七次

党代会预备候选人。

３０日　全市再就业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川强调，要广泛拓展就业门路，
多渠道分流下岗人员，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下岗职工多渠道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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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

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成都金牛宾馆接见市委书记敬中
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川。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对革命老区南充面临的困难和遭受的灾情

表示理解，对贫困地区发展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表示大力支持。尤其对南充丝绸行

业解困问题表示要继续支持和优先考虑，同意按程序报批成南高速公路和升钟水库二期工

程立项，对青居电站建设立项表示支持，对仪陇县扶贫项目一如既往地予以定点扶持。

５日至６日　副省长李达昌到南充调研工业经济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６日　南部县红岩子电航工程开工建设。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第一台机组发电。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２３日，工程全面竣工。该工程总投资７２亿元，装机９万千瓦。
１０日　川东北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南部县三清乡开工。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中伟，

副省长敬正书，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李小芬等为项目开工纪念碑揭幕并培土奠基。川

东北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主要范围为南部县、阆中市、仪陇县、嘉陵区。项目内容包括中

低产田土改造和配套水利建设、建饮水井、妇女培训和保健等，总投资３３６９万美元。
１１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宋宝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中伟在北湖宾馆会议厅听取

了市委、市政府和省委、省政府赴南充抗旱工作组工作汇报。宋宝瑞、张中伟深入到嘉陵

区龙蟠镇和龙池乡进行了实地考察。

１１日至１２日　浙江温州市市长钟兴中到南部县考察对口帮扶工作。温州市政府与南部
县政府签订了相关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并捐赠农业开发基金１００万元。

１２日　川东北抗旱片区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宋宝瑞强调，旱区要因势利
导，广泛发动群众找水打井，通过３年艰苦努力，在本世纪内彻底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当
前，要集中精力抓好小春播种和田间管理。会议由省委副书记、省长强中伟主持。会上，

广元市、巴中地区、达州地区、广安地区、遂宁市、南充市等市 （地）的党政领导汇报了

旱情和抗旱措施。

１４日至１６日　副省长徐世群调研南充社会事业发展工作。
１８日　省委副书记秦玉琴调研南充党建与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２５日至２６日　西南６省 （市、区）城市管理工作研讨会在南充召开。

２６日至２７日　林业部副部长祝光耀到南充调研林业工作。
是日　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百日战役”誓师动员大会召开。会议强调，打好以兴

水利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百日战役”，千方百计解决人畜饮水和生产用水。

１２月

４日至５日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出南充市出席四川
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６１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当选的南充市出席四川省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后，由省人大常委会对

外公告。大会接受李川辞去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选举杜元耀为南充市人民政

府市长。

７日　阆中市金银台水电站奠基。该项目设计装机容量９３万千瓦，年发电量４９５亿
度，静态总投资６４亿元。由中国三优集团西南公司和阆中市合作建设。
１１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市公路机械厂、小龙氮肥厂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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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沈国俊到南充慰问困难企业职工。
２５日　达成铁路全线通车。南充至达州的８５５／８５６次旅客列车在南充火车站首发。
２６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敬中春作了重要讲话。市

委副书记、市长杜元耀传达了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了南充１９９７年冬和
１９９８年春的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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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

１月

８日　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业经济协调会，专题研究工业经济运行中的有关问题。
１７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果品工作会议。
２０日　四川省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１５０名四川省第九届全国

人大代表，其中，南充市杜元耀、何清瑞、任作瑛 （女）、谈廷凤 （女）、曾孝平当选。

２２日　南充市９县 （市、区）换届选举工作圆满结束。

２３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元耀与全市金融部门负责人座谈。
２４日　全市部分企业厂长、经理座谈会召开。会议要求，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企业

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工业企业要用好用活国家的扶持政策，千方百计为地方经济发

展多作贡献；经济监管部门要为企业发展帮忙不添乱。

是月　全市开始实行全省统一的养老保险费征缴和管理、统一的养老金计算办法，并
开始实施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养老保险并轨。

２月

４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鼓励支持党政机关干部及科技人员从事民营经济的
有关问题。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元耀到市农科所调研。
６日　武警部队政委徐永清视察驻南充武警部队。
７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发展民营经济总结表彰大会，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放心放胆

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会上，为３个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单位、３８个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单
位、３８家先进民营企业、１５户先进个体工商户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是日　市委发文，对突破性发展生猪生产作出决定。
１１日　成 （都）南 （充）高等级公路立项。该项目总投资５４５亿元，全长２１０公里，

南充市境内３９７公里。
是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调研南 （充）西 （充）公路二期工程施工情况。

１２日　经省贸易局、省公安厅批准，全市首家专门受理市行政区域内拍卖事项的南充
万博拍卖行挂牌营业。

１３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市级部门定点帮扶工作动员会。
１５日至１８日　政协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讨论了市委书记敬中春的讲话；列席南充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

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赵培善致闭幕词。

１６日至１９日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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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耀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２１日　市政府出台培育机械石油化工支柱产业优惠政策。凡列入扩张的重点机械企业，
享受省、市对 “扩张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建立汽车工业发展基金等。凡符合高技术条件

的技改项目，享受国家、省、市相应的优惠政策。凡不重新征用或划拨土地搞技改项目的，

不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立和加大地方技改贴息基金，支持重点企业发展，集资、

引资视同贷款，均可税前还贷。对重点支持的技改项目优先安排流动资金，供电、供水、

供气实行优先，各县 （市、区）不得自行出台加价政策等。列入重点支持的机械企业，一

律挂牌保护，严禁 “三乱”。各县 （市、区）政府要从大局出发，支持美国安然公司在南

充市范围内开发油气。对新、扩建项目所需土地给予优惠政策，电力增容费从优。盐化化

工项目继续执行省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支持和促进组建以南充市炼油厂为核心的石化

集团。

２５日至２７日　浙江省暨杭州市考察组到南充检查阆中市、西充县、嘉陵区对口帮扶项
目落实情况。

３月

１日　全市实施罚款决定与罚没收缴分离制度。罚没执法权单位只作罚款决定，罚没
款的收取、缴纳则由市人民银行批准的罚没款收 （代）缴机构执行。

３日　国家二级企业、全国纺织行业５００家工业企业之一、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丝绸及
印染联合企业美亚丝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美亚股票”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交易。

是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区进出口通道改造工程现场办公会。
５日　市委印发 《关于在全市开展 “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的通知》。

７日　东风汽车集团董事长孙宏俊考察南充内燃机厂、东风嘉泰汽车有限公司、大进
车业有限公司、万路达汽车覆盖件有限公司、康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企业。了解南充内

燃机厂生产经营和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况。市委书记敬中春与孙宏俊董事长就南充内燃机

厂发展进行了座谈。

１１日　市委召开议军工作会议，研究新形势下民兵预备役工作。
１２日　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
１５日　省委、省政府经济调研组到南充调研。
１８日　副省长敬正书到南充调研农业生产，指导春耕和大春备耕工作。
是日　中国华能集团工作组到南充就青居电站工程建设问题进行座谈。
２８日　全省春耕生产片区现场会议在南充召开。
３０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全省学习推广绵阳优化资本结构推进 “两个转

变”试点经验现场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借鉴绵阳经验，坚持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直面

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把转换机制、调整结构、资产重组、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

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作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来抓，尽快制定出市优化资本结构推进 “两个

转变”的实施方案。

４月

１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到嘉陵区民营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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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蓬安县调研大春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７日　市内５２家企业与市农行签订银企合作协议。
８日　全市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积极投身创建卫生城市活动，奋

战２００天，塑造南充城市新形象。
９日　副省长欧泽高到南充调研基层政权建设。
１０日　市委印发 《关于开展向姚敏同志学习的决定》。

１１日至１２日　副省长王金祥到南充调研工业经济，指导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１２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宋宝瑞到南充调研农业生产情况。
１３日至１５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宋宝瑞主持召开全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南充片区现场

办公会。

２０日　市委召开反腐败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尉健行在川考察讲话精神，制订贯彻落实中央制止奢侈浪费八项规定的具体措施。

２２日至２４日　亚洲开发银行专家组到南充考察成南高等级公路南充段沿线社会、经济
发展情况，拟计划向成南高等级公路提供２５亿美元贷款。

２４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工商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
２６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对引进项目、资金、技术、人才实行优惠政策、奖励的通

知》。

２７日至２８日　市政协主席赵培善主持召开市政协一届二十四次常委会，协商讨论当前
全市农业生产和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审议通过 《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水路不通走旱路

———关于做好１９９８年大春生产的建议》。
２８日至２９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视察南充工业、农业和城市建设工作。
是月　联合国项目服务办公室检查团代表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会对南充

１９９７年度川东北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中小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５月

１日　武警新疆喀什地区支队南部县籍战士吴洪虎因抢救在嘉陵江南部段落水青年而
壮烈牺牲。２６日，中共南充市委、南充军分区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市人民向吴洪虎学习。

是日　南充地方名优特新产品展销会开幕。
６日　全市再就业工程工作会议召开。
１３日　全市大春生产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会议要求奋战１５天，全面完成抢种抢收

任务。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元耀到南充绢纺集团调研。
１５日　市委召开全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要求把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干部

队伍作为基层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

１７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中伟，副省长敬正书率领部分省级部门负责人调研仪陇
县、南部县农业生产情况。

１７日至１９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沈国俊到仪陇县、南部县调研。
２０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在南部县召开全市企业扭亏增盈暨技术改造工作会议。
２４日　浙江省对口帮扶南充调研考察团考察南充嘉纺集团、天元食品有限公司、百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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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厂等６户企业，并召开了调研座谈会，就对口帮扶南充农业开发、医疗卫生、项目合
作以及进一步扩大干部互访和异地挂职锻炼与南充党政领导交换了意见。

２６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大力推进企业资产重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通知》。

２８日　南充市被列为全省 “优化资本结构，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试点

市。市委、市政府制定了 《南充市优化资本结构推进两个转变试点总体方案》。

６月

４日至７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率南充党政代表团到新津县、什邡市、德阳市、绵阳市、
射洪县等地学习考察发展地方经济的先进经验。

１０日至１１日　全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与会者参观了仪陇县新政
镇、南部县伏虎镇和南部县县城规划建设情况。会议强调，城镇规划一定要科学、合理，

要高起点、严要求，要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不能留下遗憾。

１１日　由省电力工业局投资，四川省电力建设集团公司、南充电业局变电工程公司共
同兴建的内江市白马镇—安岳县—遂宁市—南充市２２０ＫＶ送变电工程投入运行，成为川渝
分家后川东北片区与四川省电网紧密连接的一个重要通道，弥补了荆溪站２２０ＫＶ电源单一
的缺陷，为川东北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１５日　全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
议精神，对全市粮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１５日至１６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民营企业经理 （厂长）座谈会暨发展民营

经济工作会议。

１５日至１８日　副省长王金祥率省经贸委主任徐国华，市委书记敬中春，市委副书记、
市长杜元耀等前往东风汽车公司，协商将年产１５万台６８系列汽油发动机生产线定在南充
内燃机厂，并促成南充内燃机厂股改上市事宜。

１６日　市政府召开市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暨再就业工作会议。会议要求
凡有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都要建立再就业中心或者其他服务机构，专司 “两保”工作。要

切实加强 “两保”工作组织领导，抓好 “两保”资金筹集和使用管理。

１７日至１８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周光荣到南充调研。
２４日　市委发文，对着力培育和扶持重点扩张企业作出决定。
２６日　南充清泉寺嘉陵江大桥开工奠基。
２６至２７日　省委常委甘道明到南充检查 “两保”和再就业工作。

２８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官员张亚莉到南充调查农村妇女参与 “生猪饲养”工程项目实

施情况。

２８日至２９日　省环保执法检查组检查嘉陵江饮用水源保护、关停 “十五小”企业等

环保工作。检查组指出，南充工业企业 “三废”排放基本得到控制，全市工业废水、废气、

固体废物排放和产生量基本保持在１９９５年的程度上，且全部综合利用，城市大气环境质量
逐年好转；嘉陵江南充段的水质达到国家三类小城市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和交通干线

噪声基本控制在６６分贝和７０分贝左右，达到了国家标准；城市生活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保持了１００％的水平。
２９日　升钟水库配套建设工作会议在蓬安县召开。升钟水库配套工程覆盖西充县、嘉

陵区、顺庆区及蓬溪县、武胜县等地，设计灌面７２万亩，总投资１３４６亿元。
３０日至７月１日　全市重点工业企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工业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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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下定决心发展一批扩张型企业，通过３至５年的努力，形成一批在省内、国内有
地位、有影响的 “龙头”企业。

３０日至７月２日　仪陇县、营山县、阆中市等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工业生产和人民生
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７月

１日至２日　副省长王恒丰到南充检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粮食财务挂账清查审计
工作。

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丝绸企业改革与发展有关问题。
３日至７日　在’９８四川名优特新产品博览会上，南充展团组织了１９户企业的３０多个

大类、１５０多个分类产品展出，日零售额２６５万元，合同成交金额１１１３万元。
６日至７日　全国玉米新品种展示会在嘉陵区召开，来自农业部、中国农科院、北农

大、省农业厅、川农大及省内外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的１００余名学者、专家参会。
７日　副省长邹广严率省计委、省建委、省水电厅、省国土局等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到

南充，就南充重点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困难进行现场办公。

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主持召开市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和审定
《关于地方人大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城市规划区农转非人员安置供

养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和 《关于乡镇人大建设情况的

调查报告》。

１０日　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成员杨钟到仪陇县、南部县、西充县调研。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地名管理办法》。

１１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计划生育 “三结合”工作座谈会。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中

伟，副省长敬正书及省计委、省农业厅、省水电厅、省扶贫办等１０个部门和有关负责人出
席会议。

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人大代表对市医药局工作和领导班子进行公开评议。
１４日至１５日　南充与重庆经济协作座谈会在重庆举行。两地主要领导分别就如何进一

步加强和拓展南充与重庆的经济合作进行了研讨，并举行了重庆与南充经济协作座谈会纪

要签字仪式。

２０日　市小龙氮肥厂举行厂长公开竞聘选拔，标志着南充开始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企业
经营者。

２２日　西河综合整治开发工程动工。
２４日　全市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
２７日　市委印发 《南充市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２８日　全国服装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天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 《中国证券报》

上刊登公告。南充羽绒制品厂将其持有的 “天歌”３０００万股法人股转让给湖北省正昌集团
公司，正昌集团成为 “天歌”第一大股东。

３０日　马回电站扩建工程开工。扩建后电站总装机容量８６１万千瓦时，年发电量５１２
千瓦时。扩建工程预算投资１４６亿元。

是月　南充升钟水库灌区、高坪区节水增效示范区、南充城市供水扩建工程、污水处
理厂、垃圾处理厂、仪陇县城供水工程、清泉寺大桥江东路改扩建工程、国道２１２线阆中
市至西充县段改扩建工程列入省争取国家投资项目表上报国家计委，项目计划总投资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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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其中，除清泉寺大桥改扩建外，申请国家补助 １０６亿元，申请财政债券 ５６１亿
元）。

８月

５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城市房产交易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６日　市委专题研究青居电站建设有关问题。
１０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传达全国、全省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精神。
１１日　市政协主席、市民营企业领导小组组长赵培善到高坪区永安镇和南充市白塔油

漆化工厂、今日铝业有限公司调研。

１８日　市委印发 《关于全市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安排意见》。

２０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服装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李慎宽到嘉纺集团调研。
２０日至２２日　嘉陵江南充段沿线遭受自１９８１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特大洪灾袭击，阆中

市、南部县、仪陇县、蓬安县、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等１６０个乡镇遭受洪涝灾害。南
充市最高水位达到２７２４４米，上涨了１１１４米，超过警戒水位３４４米，比１９８１年特大洪
水水位低３７米。这次洪水来得快、涨势猛、流量大、水位高、淹没范围宽，直接经济损
失达７２１亿元。
２４日　全市加快公路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２６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中伟到南部县考察洪水灾情。
３１日至９月１日　全市领导干部学习会在南部县召开。会议要求，要高举邓小平理论

的伟大旗帜，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南充市各项工作，坚定不移

抓发展，集中精力搞建设，齐心协力推进南充市改革与发展取得新成就。

是月　南充西山、升钟水库、阆中市锦屏山景区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风景名
胜区。

９月

４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高坪区民营企业调研。
１０日　全市扩大两季田面积现场会在西充县、南部县召开。会议要求全市打好两季田

攻坚战，落实两季田１５０万亩。
１１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民营经济科技企业座谈会。
２５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批准南充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名单的通知》。

２６日　 《组建四川华能嘉陵江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及合资建设经营四川华能青居水电站

合同书》签字仪式举行。

２８日至２９日　全市发展农村特色经济现场会在营山县、蓬安县召开。会议强调，要选
准产业，突出规模，建好基地，大力发展农村特色经济。

１０月

５日　中共南充市委一届九次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南充

市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一届市委 《五年工作总结》提出了修改意见。

８日至１１日　南充代表团参加首届温州商品交易会及项目招商会，签订引资项目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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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达５亿多元，达成产品销售合同金额２２００万元。
１０日至１２日　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高鸿宾、副主任蒋晓华到国定贫困县南部县、阆

中市调研。

１４日　全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南充深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做法得到
了省委的充分肯定。

１４日至１６日　应市政府邀请，浙江省宁波三星集团董事长郑坚江考察了南充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蓬安县卷烟厂。经实地考察和双方共同协商，宁波三星集团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达成了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兴办电解表分厂的意向性协议；与蓬安县卷烟厂达成了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至１亿元成立合资股份制公司的投资协议。

２１日　全市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召开。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五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２１日至２４日　’９８全国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经验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在南充召开。
２６日至２８日　德国、澳门援助医学考察团赛亚教授、汤福荣先生、莫庆恩先生到顺庆

区、蓬安县、西充县、南部县等，察看了澳门同胞汤福荣先生所筹捐赠款１４０多万元修建
的西充县多扶镇朝音寺小学、宏桥乡二村小学、蓬安县银汉镇中心小学、罗家镇卫生院以

及已援建的蓬安县银汉镇钟离村小和西充县宏桥乡１２个村级卫生站，并向４县 （区）的

８４０名学生赠送了衣物。
是月　四川银河地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欧洲风情和消费习惯开发的地毯首次出口欧洲

市场，当年销售额突破１００万美元。

１１月

５日　副省长欧泽高到南充调研灾后群众建房和安身工程实施情况。
是日　全市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全市政法机关企业的撤

销和交接工作进行了部署，并要求年底前完成政法机关与所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任务。

６日至７日　全省社区服务现场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在南充召开。
８日　西南最大轮胎交易市场———四川轮胎市场在顺庆区何家观村开业。
８日至９日　省军区司令员丁兆乾到南充指导征兵工作。
９日　省委、省政府在南充举行抗洪抢险表彰大会，对武警８７４０部队进行达标嘉奖，

并举行了授旗仪式。

１０日　全市领导干部法制讲座举行。
１０日至１２日　重庆经济协作区第十一届市长专员联席会在南充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重庆经济协作区市长专员联席会若干原则 （试行）》、《关于贯彻中央支持中西部发展的政

策，加强重庆经济协作区对内开放工作的意见》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庆经济协作区交通

合作的工作意见》。

１６日　南充一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挂牌暨’９９一休校服订货会在南充举行。宁波一休
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华娇出席。

是日　市政府召开加强收费管理工作会议。规定从即日起在全市逐步实行行政事业收
费票款分离制度。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定期发布全市环境质量状况公告实施方案》。

２２日　清泉寺嘉陵江大桥动工兴建。该桥全长１５６０米，宽２４５米，引道长２６公里，
总投资为２亿元。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和施工，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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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竣工通车。

２５日　市政府召开 “最佳”和 “十优”民营科技企业表彰大会。

３０日　南充市慈善会成立。
是月　南部县城建成全市第一个省级卫生城市和市级文明城市。
是月　为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步伐，市委决定，采用组织推荐与个人自荐、考

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市 （含中央、省驻市单位）公开选拔市外经委副主任、市

轻工局副局长、市农机局副局长、市统计局副局长、市计生委副主任各１名。这是南充首
次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

１２月

１日至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调研城市建设、柑桔改良工程、升钟水库配套工
程、“两保”再就业等情况。

２日　市委专题研究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４日　副省长徐世群到南充检查指导教育系统救灾工作。
７日　全市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９日至１０日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冯崇泰到南充调研。
１１日　南充举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报告会。
１７日至１８日　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３３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杜元耀辞去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吴果行为南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

２６日　南 （充）西 （充）路改造工程通车典礼暨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２８日　全市发展民营经济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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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１９９９年

１月

７日　省委副书记秦玉琴、副省长欧泽高到南充市调研。
１１日至１４日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敬中春作 《解放思想，加快发

展，为实现富民兴市宏伟目标而奋斗》主题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充市第二届委员

会和中共南充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２日至１９日　南充市举行’９９迎春商品展销会，成交金额５１７７３万元。
１４日　中共南充市委二届一次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充市第二届常务委员

会书记、副书记、常委，敬中春当选为市委书记，吴果行、杨安民、陈香泉、陈荣仲、尹

孟良当选为市委副书记。敬中春、吴果行、杨安民、陈香泉、陈荣仲、尹孟良、牟明柱、

任德俭、董仲良、杜光辉、张世金、伏文超、何大清当选为市委常委。会议批准中共南充

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任德俭为市纪

委书记。

是日　中共南充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举行。全会选举二届市纪委书记、
副书记和常委，报中共南充市委批准。

１８日至２２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
并审议政协第一届南充市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五年提案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敬

中春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二届南充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常务委员。蒲显福当选为政协第二届南充市委员会主席，陈修烈、胡昌川、李阶生、傅光

国、张泽荣、陈福、李盛文、张成武、李承远、李勇、陈景山当选为副主席。市政协主席

蒲显福致闭幕词。

１９日至２４日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听取和审查了代市长
吴果行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南充市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慎宽当选为市二届人大常委会主

任，杨元生、谢正顺、张明才、张益维、肖盛林、杨汉翔、孙纯、罗自省、陈绍森、黄旭

东、王素清 （女）当选为副主任。吴果行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市长，杜光辉、王正忠、陈尚

君、罗月华 （女）、高先海、李志杰、赵德胜当选为副市长。欧晓东当选为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梁仕培当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２０日至２１日　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王景荣带领省委慰问团到南充部分企业和农村
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

２１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中伟，省武警总队总队长林先泽到南充调研民营企业发
展和蔬菜基地建设情况，并到武警南充市支队教导队看望、慰问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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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　市委发文，对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２７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阆中市、南部县调研农业和工业工作。
３０日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承担南充制药厂全部债权债务的方式兼并南充制药厂。

２月

４日　全市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颁证暨优秀专家座谈会召开。
７日至１２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赴浙江，向浙江省委、省政府及杭州市、温州市、金华

市、湖州市党委、政府和人民表示对南充对口帮扶工作的感谢。

９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稳定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要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各种刑事
犯罪活动，确保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和社会稳定。

是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高坪区调研慰问。
１０日至１１日　副省长王金祥到南充检查 “两保”工作落实情况，要求各地 “两保”

金必须在春节前落实兑现。

１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到嘉丽华丝绸集团调研。

３月

２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嘉陵区民营企业现场办公。敬中春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
关部门都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营造宽松环境，对民营企业大户要特事特办。

６日　部分外资和合资合作企业座谈会召开。
７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蓬安县、营山县、仪陇县调研春耕生产情况。
８日　南充市春旱，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抗旱春耕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全市人民立即

行动起来，打一场抗旱保春耕攻坚战。

９日　天歌集团南充服装基地员工全部下岗。至１０日，采取集体考评、择优录用的办
法进行全员竞岗，建立 “能者上、庸者下”的用工机制。

１４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议精神，研究贯彻
意见。

１７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会见到南充考察工作的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傅德芝，双方
就青居电站建设有关情况交换意见。

１９日　市委决定深入开展以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简称 “三讲”）为主要内

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

１９日至２０日　全市春耕生产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会议强调，要突出抓好大春育苗管
理和移栽工作，确保全年粮食丰收。

２５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１９９９年成南高速公路南充段、城区嘉陵江防洪堤及滨江
路改造、清泉寺大桥、国道２１２线南充段改造、青居电站、五星花园分流减压工程、西山
风景区、北湖宾馆工程、北湖公园扩建等部分重点建设项目。

２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到四川嘉纺集团调研。
２７日　嘉陵区外出务工人员陈海平在海南省勇斗持枪歹徒，身负重伤。公安部部长贾

春旺亲笔批示 “陈海平奋起反抗是好样的！”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要求在社会上进一步弘扬

陈海平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５月１４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梁永平亲临海南省，
授予陈海平 “见义勇为、无私奉献”铜匾和 “中华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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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

３日至４日　省委常委刘绍先、副省长欧泽高到阆中市调研民族宗教工作。
６日　省委副书记杨崇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冯崇泰到仪陇县化马乡调研。
７日　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召开。
１２日　全市　 “三讲”教育试点工作动员会召开。

２０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有关工作。２２日，专题听
取各县 （市、区）清理整顿工作情况汇报。

是日　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３城区即日起机动车禁鸣喇叭。
２１日至２２日　全省公路养护机制转换经验交流会在南充召开，南充公路养护机制转换

经验在全省推广。

２２日至２４日　营山县、蓬安县遭遇特大暴雨袭击。５３个乡镇、７１１个村、４２０８个社、
４８万人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０００多万元。

２３日　南充机场停航。
２６日至２７日　全市企业改革现场暨工业经济分析会在营山县召开。会议要求学习推广

营山县中小企业改革经验，加快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

５月

２日　市委召开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紧急会议。２５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清理整
顿农村合作基金会会议，专题研究保证兑付有关工作。

８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刘向东到仪陇县保平镇、石佛乡、双胜镇实地考察
对口扶贫工作，决定继续对该县九龙乡的银杏基地、石佛乡的村道公路、周河乡的人畜饮

水、复兴镇的村小等７个乡镇共８个项目给予援助资金１３５万元。
１０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南充内燃机厂新区 （嘉陵区）调研。

１４日　全市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现场会在西充县召开。
１７日　省委、省政府向南充市委、市政府发来贺电，对升钟水库一期工程建设全面完

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１７日至１９日　全市农业增产增收流动现场会在南部县、仪陇县召开。会议强调，千方
百计抓稳粮，多管齐下抓增收，产业预防抓抗灾，强化举措抓落实。

２７日至２８日　全省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现场会在营山县召开。
３１日至６月２日　省政府专题调研组到营山县调研，总结营山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经验。

是月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经省综合医院专家评审组评审，评定为国家综合性三级甲
等医院。

是月　武警部队副司令员高文远到武警８７４０部队检查指导工作。

６月

１日　全市农村合作基金实行首期兑付。市委书记敬中春专程到高坪区、阆中市、南部
县等地对清理整顿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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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　浙江省、四川省对口帮扶考察团前往营山县、仪陇县、西充县、嘉陵区等贫困县
（区）考察了解对口帮扶工作，并就１９９９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企业交往与合
作、干部交流等对口帮扶项目进行了磋商，确定了年内首先启动由浙江省在全市贫困县

（市、区）帮扶建立６０个文明示范村的工作。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到蓬安县、高坪区部分乡镇检查指导农村合作基金首

期兑付工作。

４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顺庆区检查指导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
７日至９日　全省农村学校体艺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
８日至９日　全省大春生产流动现场会在南充召开。
１７日至２３日　南充举行 “拒绝毒品、珍惜生命”万人签名活动。

２０日　农业部部长陈耀邦，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张中伟，副省长敬正书调研顺庆区、
高坪区、嘉陵区调整种植业结构和玉米、水稻生产等情况。

是日　武警四川省总队川东北片区军事训练工作现场会在武警南充市支队召开。
２２日至２４日　省委、省政府 “三优一学”创文明城市检查团第六分团到南充进行

检查。

２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推广营山县中小企业改制经验、加快县属企业改制工作，并召开
全市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安排部署。

是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体育场召开吸毒、贩毒公判、公捕、公处和做好第１２个国
际禁毒日 “６·２６”禁毒宣传工作万人大会，对４９名吸毒、贩毒人员进行公开打击处理。

２８日　南充天力塑编有限公司在嘉陵区投产。该公司由南充天昌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平
阳县康力水晶工艺制品厂共同出资兴建，总投资３００万元，年生产能力１５００万条，为川北
地区最大规模塑编生产企业。

是月　全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国土宣传月活动。

７月

５日至６日　全省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会议在营山县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谢世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张中伟，副省长黄寅逵、甘道明、王金祥参加会议。会议

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营山县的改革经验，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

高度，把小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市、县 （区）党政 “一把手”要把

企业改革与发展作为 “一把手”工程，切实加强领导，加大对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从

而加快全省小企业改革工作的整体推进。

是日　全省基层文化建设现场会在营山县召开。会议要求，各地要以开展创建文化先
进县 （乡镇）、特色文化之乡为契机，结合小康文化乡镇建设试点工作，启动好两项重点文

化工程。

８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主持召开市政协二届三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基本建设

工程质量的调查与建议》和 《关于畜牧业发展态势的调查与建议》。

９日　全市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会议召开。
１０日至１３日　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团和全省第三分团对南充进行为期４天的城市卫生

检查。

１２日至１３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在南部县、阆中市调研企业改革工作时强调，学习推广
营山县小企业改革经验，形成良好的改革氛围，掀起企业改革高潮。企业改革要动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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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通过深化小企业改革，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１３日　嘉陵区龙蟠运输公司 （川Ｒ２１３３１）王牌农用中巴车，载客２４人 （超载１２人），
行至国道３１８线２１７９公里＋９００米处，于１２时１０分翻坠于公路右侧垂直高度７０余米的崖
下，造成当场死亡１５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４人，轻伤５人，车辆严重损坏的特大恶性
交通事故。

１５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农业生产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会议强调，要将重点
转移到调整农业结构上，落实好大春病虫防治、夏季农田基本建设、城郊绿化及实现 “双

增”目标等。

２８日至２９日　全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南部县召开。会议总结了１０年扶贫开发取得
的成就，要求扶贫开发工作在大面积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后，转移到培育立县立乡富民的特

色支柱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上来。

２９日　全市小城镇建设现场会在南部县伏虎镇召开。
３０日　市政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要认真吸取嘉陵区

“７·１３”特大交通事故教训，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在全市机动车辆中实行 “交通安

全监督卡”制度，推行 “重特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和试行交警包车责任制。

８月

４日至５日　武警四川省总队政委于明强到武警南充市支队视察，看望慰问基层官兵。
６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市直属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１０日　南充党政军领导参加 “国防军事日”活动，到武警８７４０部队观看军体拳表演，

召开加强国防教育和国防建设座谈会，听取 “当前军事斗争形势”国防知识讲座。

１２日　全市城区防汛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认真抓好防汛救灾的物质准备，将
抢险船只、车辆、救生器材落到实处，对抗洪抢险队伍进行必要训练和演练。

是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美亚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销售和改革情况。
３０日　全市小春备耕暨 “三秋”生产现场会召开。与会人员参观了高坪区小龙镇规模

开发两季田种蔬菜和东观镇扩放两季田、调结构、种蔬菜现场，听取高坪区抓小春备耕和

“三秋”生产经验介绍。会议要求，各地要集中全力抓好 “三秋”生产，围绕增收调结构，

多栽多种夺高产，依靠科技增效益。

９月

１日　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分局局长杨森富出席全国公安英模大会，受到江泽民、李鹏、
朱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６日至７日　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８日　全市庆祝１５个教师节暨民办教师工作总结大会召开。会议总结了几十年民办教

师工作，全市结束了民办教师的历史。

１１日　南充召开达成铁路建设庆功表彰大会。对１２个 “达成铁路建设先进单位”、６４
个 “支持达成铁路建设先进单位”和１１３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１３日　全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召开。市政府与各县 （市、区）政府签订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责任书。

１３日至１２月２１日　全市开展 “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以安宁、祥和、喜庆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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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建国５０周年和澳门回归。
１７日　南充选送的广播剧 《情系桃花河》、歌曲 《金秋的思念》、理论文章 《欠发达地

区再就业工程研究》荣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第七届 “入选作品奖”。

是日　由市创办集体创作，市川剧团排练，反映农村改革的大型现代川剧 《远方来的

婆姨》参加全国首届川剧节，获得银奖。

２２日　市委召开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

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市委 “三讲”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敬中春作动员报告，省委 “三讲”

教育驻南充市巡视组组长曾子益在会上讲话。１１月１７日，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三

讲”教育总结大会召开。

２５日　成南高速公路南充华兴寺嘉陵江大桥举行开工典礼。该大桥是成南高速公路的
重点工程，桥长２４２０米，宽２４５米，总投资２亿元。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竣工。
２７日至１０月５日　’９９南充食品博览会在西山运动场展出。参展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达

３００多家，展销食品种类１２００多种，商品成交总额２０９８万元，评选出７２个名优食品、３５
个名特风味小吃。

２９日　市委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报告大会。
是月　浙江一休集团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厂。

１０月

７日　南充炼油厂举行常减压装置技改开车一次成功庆功大会。常减压装置是南充炼
油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技改工程，投资１９００多万元，技改后，销售收入可突破１０亿元，
利税可达１２亿元。

１２日至２５日　 “辉煌五十年———南充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在西山运动场举行

２０日　南充市政府上网工程启动。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６日，“今日南充”政府网站开通，南
充在全省率先实现市、县两级政府全部上网。

２２日至２５日　全市１０名残疾人参加省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获得金牌７枚、银牌８
枚、铜牌３枚，破省纪录４项，获团体总分第６名，田径项目团体总分第５名，是参加省历
届残运会的最好成绩。

２６日至２７日　副省长敬正书到南充检查农业和农村工作。
是月　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李栋恒到武警８７４２部队检查指导工作。

１１月

１日　成 （都）南 （充）高速公路开工。该路全长２１５４５千米，总投资６３４９亿元。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建成通车。

１０日　市委、市政府在高坪区小龙镇、蓬安县利溪镇、河舒镇、碧溪镇召开调整农业
结构及退耕还林现场会。

１０日至１１日　省政协调研组到南充调研国有大中型企业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作。
１３日　凌晨６时４０分左右，南部县红岩子码头外嘉陵江上发生特大翻船事故，船上２０

余名乘客全部落入江中，除４名生还、１人死亡外，其余人员下落不明。
１６日　省公安厅、市委、市政府在北湖宾馆会议厅召开优秀公安民警朱文新表彰大会。

省公安厅给西充县公安局太平镇派出所民警朱文新记一等功，奖励现金１０００元；市政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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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新记二等功，市委授予朱文新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省公安厅号召全省公安干警向

朱文新学习。

１７日　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三讲”教育总结大会召开。

１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主持召开市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定 《关于南

充市小化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调查报告》和 《关于南充市乡镇政务及村务公开中的问题

及建议的调查报告》。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举行接受浙江省对口帮扶工作汇报会。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
柴松岳为团长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与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一同考察了一休有限公司等帮

扶企业和农业综合开发基地，听取了南充接受浙江省对口帮扶工作汇报。

２２日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张中伟到南充与部分省人大代表座谈。听取与会省人大代
表对省政府工作的意见，了解南充目前面临的具体困难以及需要省委、省政府解决的问题。

２３日　四川省南充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组建。集团资产总额７９００多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３４００多万元，经营性分公司 （厂）１２个。

是日　市委、市政府在仪陇县、南部县召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
２５日　南充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挂牌成立。该局是省检验检疫直属机构，负责南充、广

安、遂宁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２９日　市滨江大道改造工程开工。该工程南至嘉陵区都尉路，北至顺庆区清泉坝，全
长１２６公里，设计道路宽度为５０米，工程总投入１４８亿元，共拆除建筑物５０多万平方
米，搬迁５万多人、企事业单位１４０余家，２００５年竣工。建成后的滨江大道集城市干道、
防洪、旧城改造、河滩整治、生态绿化于一体，是市城区一条纵向主要干道，为扩展南充

市城区、构建大城市骨架奠定了基础。

１２月

１日至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和驻市全国人大代表、部分省人大代表视察工
业、农业及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２日　西河河堤建设工程开工。河堤总长４５公里，计划投资７０００万元。
７日　市委召开落实 “三讲”１０个问题整改措施工作会议。
１０日　市委、市政府举行庆祝南充解放５０周年座谈会。
１１日至１６日　南充优质农产品博览会在西山运动场举行。全国各地１０３家客商参加农

博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分别与西南农大、美国安普公司上海办事处、嘉鑫投资公司、

四川农大等签订合作协议，金额２８９４１亿元。农博会现货销售５３００万元，各类期货合同金
额１５亿元，产品销往１０多个省、市、自治区，部分产品销往美国、俄罗斯。签订招商引
资协议１２０项，金额１８５亿元。
１６日至２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率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县 （市、区）领导到浙

江省杭州市、温州市、金华市、湖州市参观学习，并与温州市等地部分企业达成意向性经

济合作协议。

２５日　 《四川日报》南充分印点试印仪式在南充日报社举行。南充分印点负责川东北

的南充、广安、遂宁、达州、巴中的 《四川日报》印制工作，是除成都之外设立的第一个

分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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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

１月

４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旅游业发展工作。会议决定把旅游业作为南充新的
经济增长点来培育。

６日　中共南充市委二届二次全委 （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敬中春作 《解放思想

抓机遇，集中精力快发展，努力开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中共南充市委２０００年工作要点》。
８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调研顺庆区城市扶贫开发试点工作。
１０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市政

协主席蒲显福到清泉寺嘉陵江大桥现场办公，并确定了清泉寺嘉陵江大桥收费站修建地址。

１１日至１２日　全省城市扶贫工作现场会在顺庆区召开。会议对顺庆区坚持走 “企业＋
项目＋贫困户”、“社区＋贫困户”、“再就业街道＋贫困户”等扶贫路子给予高度评价。

１３日　升钟水库一期工程配套项目左分干渠、西南分干渠、西蓬分干渠通过竣工验收。
１４日至１７日　政协第二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敬中春的讲话；列席南充

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

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蒲显福致闭幕词。

１５日至１８日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吴
果行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１８日　在南充召开的达成铁路竣工验收会议上，达成铁路设计和施工质量总评优良，
通过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

１９日至２０日　省拆迁专业委员会组织全省各市、地、州５０个城市１００名专家汇集南
充，对南充市政府 《南充市滨江大道建设工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进行研究探讨，与

会人员对南充房屋拆迁安置改革措施和依法实施房屋拆迁予以充分肯定。

２０日　南充军分区召开成立５０周年庆祝大会。
２１日　全市 “三下乡”慰问团到仪陇县、阆中市进行慰问演出，正式启动 “三下乡”

活动。

２８日　市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会举行。首次公开拍卖１５宗、面积
共６７６７亩的土地使用权。

３０日至３１日　省委副书记席义方到南充慰问部分企业困难职工，并前往四川师范学院
看望教职员工。

是月　升钟水库一期工程全面竣工。水库总容量１３３９亿立方米，干渠５条，支渠８
条，斗渠４４条，提灌站１３２个，农渠８２６条，有效灌溉面积１３８９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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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

１２日　市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强调，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
重大决策，要求各级领导要乘机遇而奋进，努力实现南充市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１６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蓬安县调研嘉陵江大桥、马回电站建设情况。
是日　市政府对２０００年及 “十五”期间全市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作出调整。到 “十五”

末，全市农业保持年均６％～６５％的发展速度。
２６日至２７日　全市蚕桑基地建设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

３月

４日　南充市辖３区开办 “小灵通”业务，成为全省最早开办此项业务的城市之一。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９日，南充市各县 （市）全部开通小灵通，并实现自动漫游。

９日　省委 “三讲”教育检查组对南充市级 “三讲”教育整改落实情况和开展 “回头

看”活动情况进行检查。

１６日至２０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到仪陇县、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调研人大
工作。

２６日至４月２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率南充党政代表团到浙江省考察。签订经济技术合
作项目合同５０个，协议引资额６２亿元。
２８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鼓励市外投资者到南充投资的若干规定》。

２９日　西充县公安局太平镇派出所民警朱文新在人事部、公安部联合举行命名表彰大
会上被授予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４月

３日　 《张澜纪念文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发行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姜

春云、王兆国、丁石孙等出席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张澜纪念文集》是原南充地区地方志

协会申报的省哲学社会科学 “八五”期间科研规划重点课题，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文集题写书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

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全国政协副主席钱

伟长和曾经在南充工作过的胡耀邦夫人李昭为文集题词；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

李培根为文集作序。

５日　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朱曙光到武警８７４０部队、武警南充市支队高坪区中队检查指
导工作。

６日　全市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现场会在营山县召开。会议要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
突破口，全面开放搞活中小企业，以超常规的举措实现工业经济超常规发展。

８日至９日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世杰到南充调研。
１０日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冯崇泰到南充调研。
１２日　全市开通 “电脑型”体育彩票销售网络。

１９日　南充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行张澜事迹报告会，驻市各大中专院校学生、
市直机关团员青年、武警南充市支队官兵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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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　南充４位全国劳动模范 （四川美亚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挡车工任国荣，西南石油

学院院长罗平亚，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公安分局局长杨森富、仪陇县碑垭乡桅房子村党支部

书记何义普）赴京参加劳模表彰大会。

２７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六合集团现场办公。敬中春强调，丝绸行业解困靠自己，关
键在产品。

是日　全市第一批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三讲”教育总结大会召开。

５月

２日　１１时和下午４时，高坪区浸水乡初中２００２年级一班班长、“三好学生”杨辉在
爱国村一社同一口堰塘两次舍己救人英勇献身。５月１９日，高坪区委作出向少年英雄杨辉
学习的决定，区委宣传部、区教委、团区委追授杨辉 “少年英雄”称号，区少工委追授杨

辉 “优秀少先队员”称号。６月８日，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团市委作出向杨辉学习的决
定，团市委追认杨辉为共青团员。

６日　全市部署为期２个月的第二批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三讲”教育工作。

１０日　全市小城镇建设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与会人员参观了南部县南隆镇和仪陇县
新政镇小城镇建设。

１１日　全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会议在南部县召开。会议要求，要坚持业主
负责，双向目标的原则，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工程项目实施上，实行竞争定

区域、竞争定业主，实行动态管理，以奖代补，严格项目资金管理。

１４日　全市第二批县级 “三讲”教育暨巡视组培训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

织部部长陈文光联系指导顺庆区 “三讲”教育工作。

１８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南充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调研，张中伟要
求南充把思想发动、项目启动、政策推动落实在行动上，以超常规的举措确保追赶目标的

实现。

１９日　升钟水库配套工程南充干渠在西充县开工。升钟水库配套工程覆盖西充县、嘉
陵区、顺庆区及蓬溪县、武胜县等地，设计灌面７２万亩、总投资１３４６亿元。
２７日　上海德力西实业集团南充凌云公司开业暨产品订货会在南充举行。
是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高坪区调研抗旱工作。

６月

４日　中共南充市委二届三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敬中春作 《抓住西部大开发历史机

遇，为实现我市经济追赶型跨越式发展而努力奋斗》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市委、市政府

《关于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

５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

６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沈国俊到南充调研。
１３日　１１时２０分左右，嘉陵区河西乡 “川嘉陵挂客９３号”船在羊口滩向右侧翻沉，

船上人员全部落水，生还５０人，死亡５人，失踪人员不明。
１４日至１６日　省委书记周永康、副省长邹广严到南充调研。周永康要求南充做好 “工

业创奇迹、农业超常规、党建出经验”三篇大文章，加快南充跨越式发展。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调研市滨江大道、防洪堤工程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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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日　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南充市公民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规则》。

２２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主持召开市政协二届八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加强大中

型水库管理的调查与建议》。

２２日至２３日　副省长徐世群到南充调研。徐世群对南充调整教育结构，优化资源配
置，狠抓学校安全提出具体要求。

２４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环城绿化工作会议。下达市辖３区１１个重点乡镇１１０００亩绿
化任务，要求以达成铁路、成南高速公路、３１８国道、２１２国道南充段绿化为重点，强化放
大炮、打大窝、栽大苗等措施，力求见大效。

２８日至２９日　全省扩大试点镇规划建设工作会议在南部县召开。与会人员参观了南部
县城区建设和伏虎镇、定水镇集镇建设现场。

７月

１日　全省扩大试点镇规划建设工作会在南部县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南部县城城区
建设和伏虎镇、定水镇的集镇建设情况。

３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仪陇县调研小城镇建设、民营企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
情况。

５日至６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甘道明到南充检查安全生产。甘道明要求，南充
要深刻吸取 “６·１３”翻船事故的沉痛教训，查找原因、落实责任、加强监督、突出重点，
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好抓落实，杜绝重特大事故再度发生。

８日　南部县大王镇一村一社退伍军人陈军在沈阳驾驶出租车勇斗歹徒，被授予 “沈

阳市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

１３日　武警部队副政委张钰钟、武警四川省总队政委于明强到武警８７４０部队、武警南
充市支队调研。

２０日　全市加速民营经济发展动员大会强调，坚持构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
格局不动摇，在南充 “工业创奇迹”中充当排头兵。

２２日至２４日　全省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汇报会在南充召开，交通部副部长张春贤到会讲
话并调研南充水运基础设施建设。。

２４日　省计委批准嘉陵江南充港一期工程立项建设。
２６日至２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主持召开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会议

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南充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发展的报告。

２７日　全市重点工程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了重点工程建设情况，分析工程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对重点工程建设提出形象进度计划，并就如何全面完成形象进度计划提出具

体要求。

３１日　全市纪念建军７３周年暨 “双拥”表彰会召开。会议表彰了顺庆区等６个 “双

拥”先进县 （市、区）、南充市教委等３７个拥军优属先进单位、武警南充市消防支队等１９
个拥政爱民先进单位和３９名拥军先进个人。

８月

２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高坪区龙门镇调研乡镇工业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基层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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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　全市退耕还林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阆中市、南部县双凤乡经验介绍，市
委、市政府与各县 （市、区）签订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０年退耕还林试点工程建设目标责任书。
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到高坪区青居镇就青居电航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实地

调研。

是日　全市１４６名法官获首批二、三、四级高级法官证书。
７日至８日　全国稻田养鱼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南充召开。四川、贵州、辽宁、湖南、江

苏在会上作经验交流。农业部、四川省有关领导和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建设兵
团的６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高坪区青莲乡、营山县济川乡、蓬安县白
玉乡、顺庆区金台镇稻田养鱼基地，南充市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８日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南充新设１５个建制镇。至此，全市４８１个乡镇中，有镇１７４
个、乡３０７个。

１２日　停航一年零四个月的南充机场恢复通航，航班飞往重庆、成都两地。
１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到顺庆区潆溪镇和嘉陵区文峰乡调研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情况。

１４日至１７日　市委对全市乡镇及市级机关党委书记６００余人进行培训。
１８日　南充宏大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开业。
２２日至２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法制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慎宽到顺庆区、高坪

区、嘉陵区检查验收 “三五”普法、依法治市工作情况。

２５日　全省试点小城镇建设用地管理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会议指出，小城镇建设用
地必须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合理确定规模，统筹配置各类建

设用地。

２８日　全市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２８日至３０日　全省社区就业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常委、省解困再就

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甘道明到会并讲话。

３１日　南充投资环境说明会在深圳召开。南充与深圳部分企业签订合作项目２０个，协
议投资３３亿元。

是日　南充高中、龙门中学、嘉陵中学合并暨新南高嘉陵校区开学庆典举行。

９月

５日　全国政协考察团在副省长王恒丰的陪同下，到南充就兰渝铁路建设方案进行
调研。

６日至９日　南充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学习会在营山县召开，会议围绕地方人大
如何发挥职能作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多作贡献进行了探讨。

８日　 《南充市农业产业发展纲要》评审会召开。省有关领导、专家学者２７人应邀到
会，对 《南充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

１４日　市公安局荣获全国 “打拐”专项斗争先进单位。

１５日　全市召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研讨会。
１８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高坪区调研小春备耕及 “三秋”生产情况。

是日　全市人民满意公务员表彰大会召开。
２０日至２３日　全省地、市、州纪委书记研讨会暨办案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２６日　四川庞大集团推出的新型绿色快餐食品庞大粉丝亮相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庆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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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联谊会。

１０月

１０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主持召开市政协二届九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推动旅游

业快速发展的调查与建议》。

１２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会见成都铁路局副局长杨大松和达成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席志全。

１５日　四川师范学院新校区教学楼开工奠基。
１６日至２３日　 “南充旅游文化活动周”举行。活动期间，旅游商品博览会、“锦锈南

充游”和招商引资均获得显著成绩。参展商品１５个大类、６５０多个品种，销售成交额６２
亿元；接待游客６５５５０人，收入１５５７万元；共签订９３个项目合同，合同金额２０６４亿元。

２０日　南充经贸洽谈会暨经济合作项目签字仪式在成都举行仪式。共签订项目协议２７
个，协议资金６４４亿元；协议销售南充产品项目６个，金额１９亿元；技术合作项目５个。

２１日　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武警四川省总队长韩林祥、参谋长邓厚明到武警８７４０
部队和武警南充市支队检查指导工作。

２２日至２５日　川东北片区邓小平统战理论研讨会在南充召开。南充市、绵阳市、德阳
市、广元市、遂宁市统战部领导及驻市高校统战部长５０余人参加会议。

２６日至２９日　省军区司令员罗烈文到南充军分区检查工作。
３０日　升钟水库一期工程竣工总结表彰大会召开。水利部副部长敬正书、副省长邹广

严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是日　升钟水库二期工程汇报会举行。水利部副部长敬正书、副省长邹广严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是日　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率团到嘉陵区龙蟠镇任家坝村实地考察对口援建的越温示
范村建设情况。

３１日至１１月７日　省政府对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和营山县绿化工作进行全面考核
验收，确认其达到全面绿化各项指标。至此，全市９县 （市、区）实现全面绿化目标。

１１月

１日　零时，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工作在全市５９９３个普查区、５００３５个普查小区全面
展开，近２００万户住户于１１月１０日普查登记完毕。
５日　武警部队副司令员张进宝到武警南充市支队检查指导工作。
８日至９日　全市召开 “跨越与实干”领导干部学习会。会议强调，实现新跨越，必

须善于发现，纳各方之策，举全市之力，打好南充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战和攻坚战。

１６日至１７日　全市召开依法治市经验交流会。１９个单位、部门领导交流依法治县、
依法治乡镇、依法治校、依法治企经验。

１７日　川东北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建设全面启动。示范区位于顺庆区搬罾镇、金台
镇、华凤镇等１８个乡镇，面积１０万亩，科技示范户２０００户。
２３日至２６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仪陇县、阆中市、南部县偏远山村和部分工

业企业调研。

２８日至２９日　浙江省对口帮扶调研组到南充市考察对口帮扶工作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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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华塑建材有限公司等企业调研。

１２月

７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场办公。敬中春强调，要把开发区建成
“经济特区”。

９日　２０００年中国风险投资 （西部）年会在南充召开。科技部、国家开发银行、美国

ＩＤＧ集团、西南财大等单位领导和经济学家对 “中国的风险投资如何面向西部市场”进行

研讨。

１０日至１１日　西北、西南铁路通道踏勘组专家到南充实地踏勘论证兰渝铁路走向。
１１日　市委召开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分３批在县

（市、区）各部门、乡镇、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开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

活动。

１２日至１３日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吕新奎到阆中市、南部县、嘉陵区考察扶贫工作。
２０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南充火车东站国家粮食储备库调研。
２２日　中共南充市委二届四次全委 （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敬中春作了重要讲

话；总结了全市２０００年经济工作，安排部署了２００１年全市经济工作；讨论了 《南充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刚要》（草案）。

２７日　市海外联谊会一届二次理事会在香港召开。
是月　省大木偶剧院参加泰国王太后１００岁诞辰交流演出。
是年　南充清理清退乡镇临时人员，以减轻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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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２００１年

１月

１日　 《南充晚报》创刊。

３日　嘉陵区木老乡被确定为全国 “三个代表”学习教育与二步扶贫开发相结合４个
试点乡之一。

４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嘉陵区里坝镇、金宝镇、太和乡、桃园乡调研农村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工作。

是日　省委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督察组到南充指导工作。

７日至８日　省委副书记黄寅逵到顺庆区潆溪镇指导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

教育活动。

９日至１０日　全省地方电力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１０日　南部县红岩子电航工程第一台机组正式开机发电。
１５日至１８日　政协第二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敬中春的讲话；列席南充

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

会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蒲显福致闭幕词。

１６日至２０日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吴
果行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是月　市级各部门、单位开始试行南充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

２月

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与驻市高校负责人座谈，研究驻市高校更名及资源配
置等问题。

１７日　成都人民商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鑫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粮油收

储公司签订合资合作协议。

２１日　南充市被省科技厅列为全省２１个市 （地、州）唯一的科技创新试点市。

２３日至２５日　省委书记周永康，省委副书记席义方，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崇禧到
南充调研重点建设工程。

２６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甘道明到南充调研 “两保”、再就业和工业经济工作。

３月

１日　市政府召开招商引资暨对口帮扶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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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嘉陵区木老乡调研 “三个代表”学习教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

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６日　全市大春生产现场会在嘉陵区召开。与会人员参观了嘉陵区龙蟠镇司南垭村、
安子山村的双膜覆盖甜玉米和水稻旱育秧生产现场。

是日　杭州市政府代表团考察南充经济技术开发区周家坝高新技术开发小区、四川天
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南充一休有限公司。

７日至９日　副省长柯尊平到南充调研教育、科研工作，并指导 “三个代表”学习教

育活动。

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服装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李慎宽到四川嘉纺集团服饰公司
调研。

１２日至１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主持召开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 《市人民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民增收的情况汇报》和 《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 （草案）》及其说明。

１３日至１４日　全省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工作 （南充片）会在南充召

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建华到

会指导。

１４日至１５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杨崇汇到南充调研。
１４日至１７日　全省以工代赈会议在南充召开。
１５日　高坪区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 “人民满意好法院”称号。

１８日至１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视察仪陇县日兴镇、马鞍
镇，并瞻仰了朱德故居纪念馆。省委书记周永康在仪陇县主持工作汇报会。温家宝听取汇

报后指出，要继续发挥农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的基

础地位，切实解决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２０日　市政协机关召开 “南充新跨越，人人作贡献”建言献策讨论会。市政协主席蒲

显福要求政协工作要为南充新跨越多作贡献。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全市乡镇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乡镇行政编制精简

１９％，乡镇事业编制精简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２０％。
２７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主持召开市政协二届十二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加快南

充中心城市建设的调查与建议》。

３０日至３１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甘道明到南充，就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对南充被列为全省丝绸解困和工业结构调整唯一试点城市作出的批示，听取了市委、市政

府关于丝绸解困、工业结构调整和 “两保”再就业工作汇报。

是月　市纪委、市监察局成立行政效能投诉中心。

４月

３日　南充投资环境说明会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会上，南充代表团介绍了投资环境
及招商引资政策。宁波一休有限公司董事长介绍了在南充投资建厂的情况。会后，宁波市

部分企业与南充有关部门和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引资２１亿元。
３日至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到西充县、南部县、阆中市、仪陇县、营山县、

蓬安县调研抗旱救灾、县域经济发展和现场办公审定乡镇机构改革方案情况。

９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青居电站开工建设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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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南充开通并办理ＡＤＳＬ宽带业务。
１２日　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梅颖参观罗瑞卿故居纪念馆、张澜纪念室、顺泸起义纪念馆

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１６日至１７日　省委副书记陶武先到南充农村调研，指导旱区抗旱保苗战春耕工作。
１７日　南充市商业银行经人行总行批准筹建。１２月２５日，经人行成都市分行批准开

业，为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１８日　四川日报社、中共南充市委联合举办 “人人为四川新跨越作贡献”理论讨

论会。

是日　广东省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南充泰达化纤有限公司。这是全国锦纶
行业首例跨地区同业资产重组。

１９日　２０时３０分，全市 “狂飚—Ｂ”社会治安 “严打”集中整治行动全面展开。

２３日　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到南充调研嘉陵江南充段航电梯级开发工作。
２４日至２５日　全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现场会在南充召开。全省５０余所高校负责人

参加会议，副省长柯尊平到会并讲话。

２５日　副省长柯尊平到嘉陵区农村调研。
２６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调研南充部分改制企业。
２９日　全市土地流转现场会议在蓬安县召开。会议强调，要在保持土地所有权、稳定

土地承包权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业和农村

经济超常规发展。

２９日至３０日　比利时根特大学、中国农科院、农业部等中外农业科研专家到南充就开
展 “农业远程职业教育”课题与合作单位南充农业学校开展交流，洽谈合作，并参观考察

高新农业示范区。

３０日　国务院批准南充市烈士陵园为 “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是月　川北医学院新校区在高坪区开工。项目占地１０００亩，规划建筑面积３０万平方
米，总投资３至４亿元，建成后可容纳学生８０００至１００００人。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９日，新校区
竣工并投入使用。

是月　南部县荣获 “全国绿化先进集体”称号。

５月

１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调研滨江大道、清泉寺嘉陵江大桥建设情况。
是日　从即日起，城镇居民迁移或农转非不再办理 “市转证”（市镇粮食转移证），以

前办的同时废止。

３日　省委副书记席义方到嘉陵区龙蟠镇、凤垭山调研土地流转情况。席义方要求南
充市要积极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大力推行业主经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超常规发展。

４日　凌晨４时３０分，刘天兵、刘天龙、赵强在高坪镇蒙面持刀抢劫某学校３名女生，
并轮奸了其中２人。５日下午，刘天兵、刘天龙、赵强等在嘉陵区火花镇插旗山密林，发现
一男一女在山上玩耍，遂抢劫二人钱财，并将女青年轮奸，然后残忍地把二人杀害。１２日
晚上，刘天兵、刘天龙、赵强、廖雄又在顺庆区新建镇南门坝村嘉陵江边，发现一男一女，

即上前对其进行捆绑抢劫，同时对路过此地的南充某中学两名男生实施捆绑抢劫。抢劫后，

４人杀害３男，对女被害人先奸后杀，并将砍掉的４具尸体头颅甩进嘉陵江中。２３日，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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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刘天兵、刘天龙、赵强、廖雄被刑拘。１０月２６日，系列大案罪犯刘天兵、刘天
龙、赵强、廖雄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９日　天歌 （四川天歌科技集团）、龙门 （四川嘉纺南充市棉纺厂）、金葫 （营山县金

葫酒厂）、柏香 （南充市万家香食品厂）、烟山 （南充市冬菜厂）、阆州 （阆中市古城醋

厂）、塔山 （南部县塔山酒厂）等商标被确认为 “四川省著名商标”。

１４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罗小林等１９人涉黑社会组织犯罪案。１８日，作出一
审判决，罗小林等５人被判处死刑，５人被判处无期徒刑，９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２０日　武警部队副司令员王福中到武警８７４０部队和武警南充市支队视察。
２１日至２２日　副省长邹广严到南充调研西河综合整治工程、滨江大道防洪堤工程等建

设情况，并出席了市三大交通重点工程———南充清泉寺嘉陵江大桥通车、国道２１２线阆中
市至西充县段改造竣工通车和南充市绕城高速公路开工奠基庆祝大会。

是日　南充市５００ＫＶ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设计审查会召开。副省长邹广严到会并
讲话。

２５日　市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动员会召开。

２５日至２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到西充县、南部县、阆中市检查指导安全生产
工作。

２９日至３０日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世杰到南充调研城市经济运行及农村土地流转
情况。

是日　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到南充调研。
３１日至６月１日　 “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充召开。中、美、日、韩５０多位

专家学者参会并进行学术交流。

是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文光到南充调研农村经济工作。

６月

４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嘉陵区、西充县调研浙江省对口帮扶工作。
７日至８日　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率浙江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对口帮扶工作。
１１日至１３日　全市工业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
１３日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傅秉耀、省军区副司令员王炳文到南充军分区检查指导工作。
１４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南部县、阆中市调研农业产业化工作。
１８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南充盐厂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１８日至１９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柳斌杰到嘉陵区木老乡和四川师范学院

调研。

２０日　市粮食局下达销毁 《农转证》（农转非人口粮食转移证）、《市转证》和粮票的

通知。至 ８月 ９日，全市共销毁全国通用粮票面值 １０１８４１７８公斤，四川省粮票面值
１３７５７８７５公斤，县 （市）购粮券面值７４０９３１８５公斤，市转证８８６本，农转证１２３６本。

２１日至２２日　省委书记周永康，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省委副书记陶武先，省委
常委、副省长陈文光，省政协副主席阿称，以及全省各市 （州）委和省级有关部门主要领

导等２００余人，在参观了成都、德阳和绵阳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现场后，到南充参观了阆中
市金龟坝村、五里村、南部县望月村和四川光路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四川银河地毯股份有

限公司以及嘉陵区凤垭山农业综合开发区。省委书记周永康充分肯定了凤垭山农业综合开

发经营模式，称赞凤垭山是有四川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的一面旗帜。

０６



　大 事 记　

２３日至２４日　全省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第二次大会在南充举行。会议要求，进一步明
确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路和重点，围绕 “挑战传统农业，构建现代农业”的要求，以

更有力的措施培育带动主体、健全运行机制、加快基地建设、完善社会化服务，通过市场

牵动、业主自动、政策推动、各方联动，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深化升级，加速我省农业

现代化步伐，促进全省农村经济实现新的跨越。会议强调，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推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指示，推进全省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构建现代农业，进

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实现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

２４日　副省长李达昌到南充部分企业调研。
２６日　市委举行庆祝建党８０周年 “光辉的旗帜”大型歌咏比赛。

２８日　四川华能青居电站开工建设。电站装机４台，总装机容量１３６万 ＫＷ，年发电
量１０２亿ＫＷｈ，总投资９亿多元。２００５年５月，４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

是日　市委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暨表彰大会。
是日　嘉陵江金银台航电枢纽建设签字仪式在南充举行。
２９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南部县红岩子电站库区淹没处理工作。
是月　下旬至８月上旬，南充遭受严重干旱。

７月

５日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南充
举行。

１２日　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带领水利部建管司、规划司、政策法规司及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负责人到南充，对升钟水库及灌区进行考察调研。张基尧在听取市委副书记、市

长吴果行关于升钟水库二期工程情况汇报后，表示将积极支持、帮助南充申请升钟水库二

期工程国家立项。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光文主持汇报会并讲话。

１３日　达成铁路营山县至渠县段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在铁路桥上行走、乘凉的２１人死
亡，１８人受伤。１４日，铁道部副部长王兆成到南充了解事故情况，慰问受伤人员。

１６日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副理事长沈桂芳等５位专家到南充，授予顺庆区委、
区政府 “航天育种试验基地”牌匾。

１６日至１８日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调研组到南充调研新形势下机关党风建设和机关作风
建设工作。

１７日至１９日　全省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１８日　全省规模最大的人才市场———南充市人才市场落成。
１８日至１９日　全省人才交流暨人才市场建设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２６日至２８日　全市乡镇党委书记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江泽民同志 “七一”重要讲

话，传达贯彻了全省农业产业化精神，围绕农业产业化、土地流转、减轻农民负担等进行

了讨论。

２８日　南充市辖３区首次采用车载火箭增雨作业获得成功，雨量中到大雨。
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南充军分区联合召开纪念建军７４周年暨 “双拥”模范城命名

大会。市领导为获得 “双拥”模范城 （县、区）荣誉称号的顺庆区、营山县、嘉陵区、阆

中市、高坪区授牌，并代省 “双拥”领导小组，为获得 “双拥”先进市 （县）荣誉称号的

南充市、仪陇县授牌。

３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到市自来水二厂建设工地和滨江大道二期拆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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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３１日　市委印发 《关于建设绿化生态市的决定》。

８月

２日　全市整顿建设市场秩序暨规范招标投标行为工作会召开。
２日至３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南部县、阆中市干旱重灾区调研抗灾自救情况，慰问灾

区百姓和基层干部。

７日　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阆中市听取南充抗旱救灾及恳请支持升钟水库二期工程建
设的情况汇报。汪恕诚要求南充要抓紧做好升钟水库二期工程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争取早

日开工建设。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文光主持汇报会并讲话。

１１日　 “中国首届人体摄影艺术大展”南充巡展在市百货大楼文化艺术广场揭幕。

１３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市级机关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２１日至２２日　武警部队副政委张钰钟、武警四川省总队政委郑顺民到武警８７４０部队
和武警南充市支队视察。

２３日　省委常委、省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省企业工委书记冯崇泰到南充检查贯彻全省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会议精神落实情况。

是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高坪区、西充县调研晚秋生产。
２７日　四川省基层供销社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２８日　全市举行深入学习江泽民总书记 “七一”讲话报告会，省委 “七一”讲话宣讲

团成员、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管又虎作宣讲报告。

２９日至３０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南充市辖３区农村和企业调研，并指导市委
常委民主生活会。

是月　印度卡纳塔帮蚕业及纺织工业部部长马哈蒂夫率领蚕业代表团到南充考察蚕业
生产。

９月

４日至６日　全省第二期村级扶贫规划培训班在南充举行。
６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广安考察。
７日　副省长柯尊平在西南石油学院参加驻市高校深入学习 “七一”讲话报告会。

是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在全市贯彻 “四五”普法规划与决议座谈会上强调，

要进一步增强搞好 “四五”普法工作的自觉性。

１１日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筹建南充市城市银行有关工作。
１１日至１２日　全省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进村入户和规划建设现场会在南充召开。会议总

结了 “九五”以来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经验，要求全省计生系统推广高坪区独创的瓷砖画宣

传经验。

１２日　市政协召开民主评议经济发展软环境动员大会
１４日　全国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办公室、民政部、水利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组成的

灾情调查组到南充调研。

１７日　全国甘薯改良中心南充分中心成立。
１７日至１８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到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调研工业企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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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　三峡首批移民到西充县定居。
２８日　全市农村共青团工作暨 “双争双创”表彰会召开。授予何建全等 １０人首届

“南充市杰出青年农民”称号，授予唐灿等１０人首届 “南充市农村青年文明户标兵”称

号，授予吴旭等１８人 “南充市青年致富能手”称号，授予程光明等２２人 “南充市农村青

年文明户”称号。

２９日　南充市被科技部、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为全国１８个清洁能源行动试点城市之一，
开始实施中国———联合国合作项目 “清洁能源行动”。

３０日　四川师范学院新校区启用。
是日　川北医学院举行建校５０周年庆祝大会。
是月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将南充市列为全国社区就业工作重点联系城市。
是月　全市邮政系统电子汇兑工程建成。

１０月

１０日　从即日起，全市开展为期１００天的 “红盾百日执法行动”。

１３日至１４日　全省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督察组到顺庆区、蓬安

县调研。

１９日至２０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省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甘道明到南充部分企
业调研。

２２日至２４日　省委副书记王三运，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景荣到南充调研。
２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到西充县、南部县、阆中市调研农村工作。

１１月

１日　南 （充）广 （安）高速公路在广安市广安区枣山镇开工。副省长邹广严宣布开

工。该路全长６９７６公里 （南充境内长２６公里），概算总投资２０４６亿元。
是日　副省长邹广严到营山县调研基础设施建设。
是日　新疆喀什地区招商代表团到南充考察。
２日至５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周光荣到南充军分区检查民兵预备役工作。
３日　阆中市被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为 “国家生态示范市”。

５日　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朱成友到武警８７４０部队和武警南充市支队检查指导工作。
５日至７日　在川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视察组到南充视察工作。
９日至１１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部长刘惠博士到西充县调研，对在全

国推广的西充县供销社创建的 “一会、两社、建单体”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１０日至１１日　财政部农业司司长丁学东到南充调研农业科技开发、产业化经营的运行
机制。

１２日至１４日　省 “畅通工程”考评组对南充实施 “畅通工程”情况进行检查。

１３日至１６日　省人大代表视察组到南充市各县 （市、区）、市级有关部门视察。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在市工业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要求，要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大力引进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南充市工业发展。

１５日　中共南充市委二届五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敬中春作 《实践 “三个代表”，加

强作风建设，以新的精神风貌推进南充新跨越》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中共南充市委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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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

１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率部分驻市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视察。

是日　全市安全卫生文明小区建设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
２６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率部分驻市省、市政协委员视察了建设中的成南高速公路和

部分丝绸企业。

３０日　省委副书记王三运、副省长马开明听取仪陇县委、县政府工作汇报，专题研究、
解决仪陇县发展中的具体问题。

１２月

１日　纪念朱德诞辰１１５周年大会在仪陇县朱德铜像纪念园举行。省委副书记王三运，
省军区副司令员胡昌政，副省长马开明以及武警四川总队、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朱德

的亲属等参加纪念活动。

８日　四川·南充·２００１房地产交易会开幕。
８日至１４日　２００１年南充名特商品展销会开幕。展销会共设展位３００多个，参展商品

３０多个大类１万多个品种，参展企业４００余家，商品成交总额２７亿元，其中现货交易
２０００万元，期货交易２５亿元，“烟山”牌嫩尖冬菜等５５种商品被评为展销会 “最畅销商

品”。

９日至１１日　省政府、省军区在南部县召开计划生育军地双轨管理现场会。成都军区
副政委马子龙、省军区政委周光荣、副省长柯尊平参加会议。

１２日　由省工商局、省文化局、省质监局组成的全省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督查组到
南充检查工作，对南充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效果给予充分肯定。

是日　市委书记敬中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果行在北湖宾馆会见了东风汽车 （集团）

公司董事长孙宏俊。

１６日　中央、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督查组到南充检查农村开展学习

教育活动情况。

１７日　市委印发 《关于开展向范琼花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范琼花是蓬安县徐家镇

方广村党支部书记，她数年如一日，为外出务工的２７户农民代养３６名孩子，并带领全村
群众治山治水、治穷治愚、修路建校，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２５日　南充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开工。工程自高坪区兰家沟经小龙至马市铺，全长　
１３７公里，总投资１９８亿元。２００４年７月竣工通车。

２７日　省委决定，黄顺福任中共南充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敬中春不再担任中共南
充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是年　作家李一清创作的中篇小说 《山杠爷》获全国７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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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

１月

１日　南充开办网上汇款业务。
４日　武警阆中市中队吴国权、刘智辉等在追捕罪犯过程中，不顾个人安危，在多处负

伤的情况下，将歹徒制服。４月２８日，吴国权被武警四川省总队荣记二等功。
５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嘉陵江南充段航电工程建设若干政策的决定》。

７日至１０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在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调研。黄顺福要求３区政府
牢固树立 “经营城市”理念，把城市管理好，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工作环境和投资环境。

１０日　市委召开范琼花先进事迹报告会。
１０日至１４日　浙江省对口帮扶检查组到嘉陵区、营山县、南部县、西充县检查对口帮

扶工作。

１１日　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吴果行辞去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职
务，决定副市长杜光辉为南充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１６日　全省村级 “三个代表” “学教”活动南充、遂宁、达州、广安等市、县 （市、

区）书记汇报会在北湖宾馆会议厅召开。

１８日　省委、省政府综合考核组对南充市廉政建设暨市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年度考核
测评。

１９日至２０日　国务院农村工作及农民生活调研组到阆中市枣碧乡、彭城镇调研农村工
作及农民生活情况。

２１日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省水利厅考察升钟水库二期工程和嘉陵江南充段防洪堤工
程建设情况。

２４日　中共南充市委二届六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黄顺福就 《中共南充市委２００２年工
作要点》讨论稿作了说明。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中共南充市委２００２年工作要点》和 《南

充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十五”规划刚要》。

２６日至２月１日　南充粮油食品迎春展销会在西山运动场举行。３０个商展团，１５０多
种新产品展出，成交额１０９５２万元，其中现货交易８８０万元，期货交易１００７２万元，评出
“民为天”放心食品４７个。
２８日　市委专题研究城市建设工作。市委书记黄顺福强调，要树立大南充观念，统一

规划，分步实施，以 “十五”期间建成大城市为目标，加快城市建设。

是月　高坪区、嘉陵区、蓬安县、营山县、仪陇县、西充县、南部县、阆中市医疗保
险制度改革先后启动。３月，医疗保险机构全部建立。年末，全市参保人数达１８０５万人。

２月

６日　市委印发 《关于实施 “三百工程”的意见》。决定从２００２年起，每年全市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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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名优秀乡 （镇）党委书记、乡 （镇）长 （主任），各县 （市、区）每年评选１００名优
秀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和１００名优秀党员致富带头人 （简称 “三百工程”）。

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始终把握正确的舆
论导向，为南充市跨越式发展鼓与呼。

２３日　巴中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在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中推行的引进业主开发、合理
流转土地、公司＋基地＋农户等运作模式。
２４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

２８日　嘉陵江金银台航电枢纽工程开工建设。
２８日至３月１日　全省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重点县工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与会人

员参观了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部分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现场。

３月

１日　凌晨３时许，顺庆区府街达享公司副食品批发市场发生特大火灾。死亡１９人，
烧伤２４人。

是日　南充市非税收入监管中心、南充市政府采购中心、南充市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
南充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南充市罚没物资管理中心成立。

１日至６日　 “３·１”火灾发生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开展为受灾群众捐款活动，共捐
款６１万余元。
５日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光辉到蓬安县、营山县、仪陇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５日至６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到西充县、南部县、阆中市明查暗访安全工作。
６日　范琼花赴京参加全国 “三八红旗手”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被授予全国

“三八红旗手”称号。

是日　市北湖公园免票开放。
７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到四川华能青居水电站调研。
７日至８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甘道明到南充调研工业经济和 “两保”再就业

工作。

１１日　全市机关作风教育整顿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２１日　南充高坪机场开工。副省长邹广严出席开工典礼。机场按４Ｃ级标准建设，跑

道长２４００米，厚度满足ＭＤ－８２飞机起飞设计，能满足波音７３７、ＭＤ－８２等飞机起降，航
站建筑面积７０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１６９３亿元。

是日　副省长邹广严调研华能青居水电站和高坪区江东防洪堤工程建设。
２２日　市委专题研究北湖公园及环形商场等改造整治工作。
２５日　国家 “西电东送”重点建设工程———南充市５００ＫＶ输变电站在高坪区东观镇

开工。

２６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工业兴市座谈会。
２８日　西充县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骨干龙头企业———四川李子园牛奶食品有限公司开

工建设。

２９日　市委专题研究乡镇消赤减债、税费改革工作。
是月　省政府将嘉陵太和乡列为 “鹭类自然保护区”。

是月　南充开展 “我为工业兴市献计策”大讨论。４月底，大讨论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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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

１日　南充市县 （市、区）两级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集中会计核算。

４日　全市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继土地改革、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重大改革，是解决农村 “三乱”、减轻农民负

担、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加速发展，维护农村稳定，确保长治久安的根本

大计和长远之策。

１１日至１５日　政协第二届南充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黄顺福的讲话；列席南充

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

会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蒲显福致闭幕词。

１２日至１６日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代市长
杜光辉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选举杜光辉为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１７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会见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康联马洪
（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威廉·贝克先生。

１８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议定改革城管体制，３
区实行统一管理，向上申报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推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事项。

２１日至２３日　全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２４日至２５日　西部地区农村学校体卫工作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
２５日至２６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和讨论 “工业兴市”大计。国家经

贸委、省有关部门领导及专家、学者应邀作专题报告。

２６日　全省 “三个代表”与改革开放理论研讨会在南充召开。省科技顾问团副主任、

经济学家辛文作了 《贯彻 “三个代表”要求，实现四川跨越发展》的主题报告。

是日　全市机关作风教育整顿活动总结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２７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南充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决定》，

明确南充市城市发展方向、政府经营城市的职能定位，提出经营城市的具体措施。

２７日至５月７日　全市第一届运动会在西山运动场日月馆举行。运动会共有１０个代表
团、１５００多名运动员参加，产生金牌１１８枚、银牌１１２枚、铜牌１１６枚。

２８日　市委召开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围绕五年内建成省级文明卫生
城市的目标，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大幅提升南充市城市整体形象和品位。

２９日　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四川省军区司令员罗烈文到南充视察民兵预备役工作。
是日　成都党政代表团到仪陇县考察对口帮扶工作。
２９日至３０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到南充调研外经贸和定点对口帮扶仪陇

县工作。

是月　全市开展 “０２红盾行动”，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围绕 “树立诚实信用商业道德、

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秩序、创造依法守法投资环境”三个方面，开展 “两项清理”，整治

“三类场所”，打击 “四种行为”。２００３年１月，整治规范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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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

９日　市委、市政府决定向社会公开出售市区直管公有住房。至年底，共出售１５２６户，
面积７５万平方米，变现房款２３４５万元。
１０日　南 （充）西 （充）输水工程开工。工程从南充市自来水公司潆溪镇管理所接口

铺设直径为６００毫米输水管道２５公里，建加压泵站２座，４０００立方米的高位调节水池１
座，日供饮用水２５万吨，总投资４０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南西输水工程竣工。

１２日至１３日　全省工业经济督导组到南充检查指导工作。
１４日　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上，市委书记黄顺福、蓬安县徐家镇方广村党支部书记范琼

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１６日至１７日　国家计委基础司到南充检查国债项目实施情况。
１９日至２５日　南充举行以拉近公众与科学世界距离、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增

强领导干部科技意识、推动农业科技知识传播和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等为内容的大规

模群众性第二届 “科技活动周”。

２０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成都金牛宾馆接见党的十六大代表、蓬安县徐家镇方
广村党支部书记范琼花和仪陇县马鞍镇琳琅村党支部书记许伦。

２１日至３１日　顺庆区开展整治 “牛皮癣”专项行动。数万群众走上街头铲除 “牛皮

癣”，净化、美化环境。

２４日　南充投资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国内外２７家企业与
南充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２７个，协议资金６０７７１亿元。

２７日　国家清洁能源合作项目外方首席专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戴伟 （英国）博

士，中方专家组组长张正敏和科技部协调官员许方松到南充炼油化工总厂检查，对该厂的

清洁燃料生产给予充分肯定。

２８日　市富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市托运公司、阆中市运贸有限公司等６家专业运
输企业合并成立南充当代运业 （集团）有限公司。南充运输业开始走向集团化、规模化

经营。

３１日　省丝绸 （进出口）公司与南部县投资合作项目签约。

６月

１日　全市开展以消除隐患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性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５日　 《“三百工程”走边界》大型电视系列片在西充县开机。

６日　全省劳务开发现场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副书记陶武先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
陈文光就如何抓好全省劳务开发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南充市政府、仪陇县委在会上交流经

验。会议强调，劳务开发突破的区域和重点在丘陵地区；突破的领域在建筑业和装饰业；

突破重点在思维方式的改变和政府职能转变；突破难点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８日至９日　全市遭受２０年未遇的特大暴雨灾害袭击。西充县、高坪区、顺庆区、嘉
陵区、阆中市降雨量为１４３７毫米至２３３毫米，为历年同期一次降雨最大值；顺庆区、嘉陵
区、高坪区、西充县等县 （区）城区大面积积水，主要道路水深１２米以上，低洼地带达２
米以上；全市有近２００个场镇进水，南充市五中、九中及嘉陵区安平二中等学校２０００多学
生被洪水围困；受灾群众达２８３４万人，其中特重灾民约１６万人；６０万亩水稻被淹，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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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玉米受灾 （冲毁１３万亩），６０万亩红薯受灾 （冲毁８万亩）；经济作物受灾７０多万
亩，损毁２０多万亩；国道２１２、３１８线多处滑坡，桥梁被淹，中断交通达数小时；４５００多
间房屋倒垮、１４１１人无家可归，近１万头牲畜被洪水冲走；２６００多根电杆被冲倒毁损，供
电、通讯中断，多座水库洪水翻坝；武警８７４０部队通讯营二连战士逯兴强在抢救落水群众
时被洪水冲走，英勇牺牲；嘉陵区安平镇４人被洪水冲走失踪，西兴镇一农民因山体滑坡
当场被砸死。这次特大暴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７２６亿元。灾情发生后，省委书记周永
康，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对南充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市委、市政府紧急部署，全

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全市公安民警、武警、消防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出动５７００余人次，共抢救转移疏散被围困群众及中小学生１２７０余人，转
移运送物资２７４吨，救出被洪水围困的车辆２１７台，转移牲畜１３６０余头，排除隐情２９８处，
排除危险路段３７处，将洪灾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８日　市政府招待所 （果州宾馆）国有土地使用权成功拍卖。南充文迪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９９５０万元 （外加４００余万元的契税）竞拍下面积为１２４５０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及其地
上建 （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使用权。拍卖价格创历史记录，每亩达到５００多万元。

９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到全市受灾最严重的嘉陵区农村、顺庆城区受灾现场调研抗灾
自救情况。

１１日　市委、市政府向武警８７４０部队赠送 “抗洪抢险冲锋在前，英勇无畏舍己救人”

锦旗，向部队官兵及被洪水冲走的通信营战士逯兴强父母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１３日至１５日　省委书记周永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蒋巨峰到南充调研。
１３日至１４日　国务院安全生产检查组到南充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
１４日　国务院查灾救灾工作组专项调查南充６月８日遭受特大暴雨袭击造成重大洪涝

灾害的情况。

１６日至１７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部、赈济救护部、香港红十字会、四川省红
十字会组成的救灾考察组到南充考察灾情、赈济灾民。

１８日　全市城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武警８７４０部队、武警南充市支队

赠送 “排险情心系民众，降大魔情注南充”锦旗和慰问品，向驻市武警部队全体官兵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慰问。

２０日至２６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浙江、江苏考察。
２１日　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副省长王恒丰到南充考察灾情。
２４日至２５日　成都军区政委杨德清，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周光荣到南充检查指导军

分区和基层人民武装工作。

２９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南充灾区捐款１００万元。

７月

２日　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市政府搬迁选址工作，会议决定市政府迁址清泉坝。
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旅游发展工作。
４日　南充市２１２线新村建设试点现场会在西充县召开。会议强调，新村建设是全市今

后１０年扶贫开发工作的载体工程，必须以增收为核心，以配套为基础，以创新为手段，村
民自愿，国家奖补，以点带面，稳步推进。

５日　南充市第二届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大会召开。

９６



!"# $%&#' ()"# *%) +, *%) -%&. !)"# /" *%) 0)

!"#$

%&'()

８日　市委召开经营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引入市场机制建设管理城市的新理念。
１０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小城镇建设现场会。南部县建兴镇、顺庆区潆溪镇、高

坪区小龙镇介绍了抓小城镇建设经验。与会人员参观了顺庆区潆溪镇、高坪区小龙镇的小

城镇建设现场和高坪镇北斗坪新村建设现场。会议还对５个试点小城镇进行 “黄牌”警告。

１１日　市委发文，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决定。
１６日　市委发文，对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实行责任追究。
１６日至１９日　省委党的作风建设督查组到南充市市级相关 “窗口”部门和县 （市、

区）、乡镇，采取走访、座谈的形式对南充市党的作风建设情况进行督查。

１７日　市委决定在全市开展争当 “爱民书记”活动。

２３日　中国联通四川省分公司川东区在南充成立。川东区下辖南充、遂宁、达州、广
安、巴中分公司。

２４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到顺庆区华凤镇张关垭村调研，要求把张关垭村建成 “南充第

一村”。

２６日　嘉陵江金银台航电枢纽闸坝土建和发电机组合同暨嘉陵江新政航电枢纽联合建
设协议签署。

是日　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务公开和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６３
个行政事业单位和有行政职能的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所涉及的２４０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调
整，取消１３９项，下放３９项，备案５６项，改为公审６项。
２７日　顺庆区南门坝６２０５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都丰泰集团和南充银峰集

团以１６７３５亿元成交两宗土地，创下全市大宗土地出让最高记录。
３０日　全省农村税费改革督导组到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调研，对南充农村税费改

革试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３１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调研。
是日　市中心医院举行三级甲等医院揭牌仪式。
是月　 《南充市志》（１７０７－２００３）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８月

２日　市政府迁址清泉坝规划方案经南充市城市规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初步敲定，
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３日至１１日　南充体育代表团３３４人参加省第九届运动会，获得金牌１３枚、银牌１０
枚、铜牌２８枚，总分数７９０分，奖牌和总分数均排名第１０名的好成绩。

５日至８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到蓬安县、营山县、仪陇县调研。黄顺福强调，要大力实
施 “做强工业、提升农业、壮大三产、经营城市、加强党建”的跨越式发展思路，抓重点、

攻难点、增亮点，努力推进南充跨越式发展。

９日　市级机关评选满意、不满意单位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市委印发 《关于在市级机

关开展评选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活动的通知》。

１２日　南充开通城市管理投诉热线———２２６０１１０。占道经营、乱搭乱建、生活垃圾、噪
音扰民、环境污染成为广大市民投诉的重点。

１５日　县 （市、区）领导班子建设座谈会召开，传达省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县 （市、

区）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会议要求，要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换届工作。

是日　市辖城区开展 “交通秩序、市容市貌、小街小巷环境卫生、城市噪音、城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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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五项整治工作。

２１日　市政府召开水库安全管理暨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２１日至２２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调研蓬安县农村经济工作。
２２日至２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南充调研农业产业化工作。
２８日　全市 “三百工程”流动现场暨经验交流会召开。会上，宣读了市委 《关于表彰

“三百工程”优秀乡镇党委书记的决定》，对实施 “三百工程”中涌现出来的１８名优秀乡
镇党委书记进行了表彰。与会人员参观了高坪区、嘉陵区 “三百工程”建设现场。

２９日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与南充市人民政府签署银政合作协议。
是日　重庆市开县４２户１６５人三峡库区移民顺利到达落户地营山县，当天全部住进

新居。

３０日　全市乡镇企业暨民营经济现场会在营山县召开。

９月

２日至４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西充县、阆中市和南部县调研食品工业发展情况。
３日　全市全面启动乡镇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工作。
７日　市委、市政府首次对全市４４家企业 ５２个 “南充知名产品”授牌，有效期为

２年。
７日至８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到南充调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８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对全市房地产开发项

目、商品房面积、房屋中介、广告、合同、物业管理及收费等进行全面整顿和规范。

８日至１５日　南充市８名智障运动员参加全国第三届特奥会。阆中市举重运动员莫俊
为四川代表团夺得首枚特奥会金牌。

１２日　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在北湖宾馆召开。柳孝华、温元凯、华钟亮等专家
围绕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主题，结合南充实际作了专题报告。

是日　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南充）片会在南充召开。成都、遂宁、达州、广

元、巴中、广安、南充税改办负责人参加会议。

１３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决定》。

是日　市体育场 （环形商场）１２９亩国有土地拍卖出让。四川德益集团锦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８０２０万元竞得，平均每亩地价６２１７１万元。

１４日　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负责人到南充市调研滨江大道、高坪机场等重点设施建设
工作。

１６日至１８日　副省长李进调研南充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等工作。
２１日　三峡首批移民到达西充县定居。
２３日至２６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水利部、经贸委、外经贸部、国家计委联谊。
２４日　副省长李达昌调研南充外经贸工作。
２４日至２６日　由省监察、省司法、省人事和省安全监督管理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检查

南充特大安全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２６日至２７日　中国西部报业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南充召开。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陕
西、重庆２０多家新闻单位近１００名代表对新传媒时代的报业发展和费改税后的报业发行进
行深入探讨。

２７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调研南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１７



!"# $%&#' ()"# *%) +, *%) -%&. !)"# /" *%) 0)

!"#$

%&'()

是月　市北湖公园破墙改造。该工程历时４个月，完成主广场购物、休闲中心、换水
工程、湖岸整治、道路铺装、绿化配置、灯饰灯景、大型雕塑、园林小品等工程。２００３年
１月２８日，改造后的北湖公园开园。北湖公园改造是南充经营城市的重大突破口。

１０月

１日　南充在全省率先实行商品房按套内面积计价销售办法，将公摊面积费用直接计
入套内面积价格，不再单独计价。

８日至９日　副省长黄小祥调研南充工业企业，并参加市委民主生活会。
１０日　全国部分县 （市、区）人大联席会在营山县召开。会议围绕 《关于个案监督工

作》主题，对县级人大搞好个案监督进行了深入研讨。

１１日　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２００２四川中国西部农业博览会”上，南充签约项
目２３个，招商引资５３５亿元；签订合同７个，总额约１８亿元；签订意向性协议１４个，
资金２５亿元。１９种产品获 “名优农产品”称号。

是日　全球十大零售业巨头之一———普尔斯马特中国企业与四川宏凌实业文迪房产合
作签约暨诺马特商城开工。

１２日　嘉陵江１３级梯级开发的主要控制工程———四川华能青居水电站成功实现大江
截流。

１３日至１４日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伍精华检查南充 《种子法》执

行情况。

１４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调研南充文化产业工作。
１６日　全国元帅纪念馆首届联谊会在朱德元帅故里———仪陇县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元

帅纪念馆的４７名代表参加会议。
１８日至２１日　全国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涛调研南充旅游资源开发、

生态环境保护、城镇化建设与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

１９日至２０日　武警部队副政委刘源到武警８７４０部队和武警南充市支队调研。
２３日　亚洲国际团结协会考察团到南充了解 “６·８”抗灾救灾情况，并实地考察顺庆

区、西充县、阆中市受灾情况。

２６日　嘉陵江新政航电枢纽工程联合建设签字仪式在北湖宾馆会议厅举行。
２７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戴尔布瑞到南充，考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

———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发展现状。

３０日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被省企业工委、省委宣传部、省经贸委、省统计局和省总工
会共同确定为全省１００户有竞争力的重点优势工业企业之一。
３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会见麦当劳中国总部华中区常务董事、总经理林文科。

１１月

６日　全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会议推广南部县土地整
治、融资贷款、土地储备、砂石管理等经验。

是日　浙江省诸暨市中裕工贸有限公司以１８２０万元整体收购南充天雅纺织厂，组建南
充中裕纺织有限公司。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高坪区、蓬安县、营山县、仪陇县工厂、农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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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设工地调研。

１５日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城市管理必须走实施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的管理之路，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支持，切实搞好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工作。

１６日至１７日　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组考察评议四川师范学院更名为西华
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学院更名为西南工业大学汇报会召开。

１９日　市委、市政府传达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大会召开。
２０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地调研。
２１日　市委印发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通知》。

２５日　市政府与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签署银政合作协议，工行四川省分行向南充
市增加投放贷款１０１亿元。
２５日至２７日　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成果展 “南充展区”在西山运动场举行。

２６日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在南充同市级部门领导和重点企业负责人进
行座谈。

２８日　全市首家ＢＯＴ方式运作的阆中市马啸溪嘉陵江大桥开工。该桥长１５００米，宽
２５５米，双向四车道，主桥为三跨连续钢构箱梁，总投资８４１６万元。

２８日至２９日　省水土保持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南充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工作进行检查。
２９日　南充丝绸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召开。

１２月

５日至６日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产生南充市出席四
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５９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当选的南充市出席四川省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后，由省人大常委会

对外公告。

６日　南泰丝绸集团破产改制，成立南充安德实业有限公司。
７日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梁小民在市委中心学习组扩大会上

作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的报告。

１０日至１１日　副省长王怀臣调研南充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建设和旅游业发展情况。
１１日　全市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建设南充市大城市和２００３年争创省级文明

卫生城市的工作目标。

１３日至１８日　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民盟南充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王
明炽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是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率部分政协委员视察重点市场和基层工商所。
１５日至１６日　渝南经贸合作座谈会在重庆举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与南充市人民政府签

订了渝南经贸合作协议，渝南双方签订合同２５个，总投资６０４亿元；签约协议项目４６个，
金额１５６３亿元。
１８日　市政新区建设在清泉坝开工奠基。市政新区１、２、３号办公大楼和市政广场、

市滨江大道三期工程同时开建，拉开了市政新区建设的序幕。

是日　纪念红军入川７０周年座谈会在北湖宾馆举行。
１８日至１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视察四川师范学院新区、南门坝片区、青居电

站、北湖公园改造、滨江大道三期工程等重点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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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年产８万吨轻汽油醚化装置一次试运行成功。该项目为中国
石油重点试验项目，引进美国ＣＤＴＥＣＨ国际工程公司专利技术，是中国和亚洲第一套全部
采用国际先进的集散控制系统 （ＤＣＳ）对生产进行检测和控制的设备，科技含量世界领先。
２３日　南部县红岩子电站竣工。
是日　成 （都）南 （充）高速公路通车典礼在嘉陵区火花镇举行。

是日　南充绕城高速公路西段奠基仪式在顺庆区马市铺举行。
２３日至２５日　省委书记张学忠，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南充调研。张学忠要求，

南充要为全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

２４日　嘉陵江仪陇新政航电枢纽工程在仪陇县新政镇开工。省委书记张学忠，省委副
书记、省长张中伟参加开工典礼。

２９日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世杰到南充调研。
是日　南充汽车客运站在嘉陵区火花镇开工。该站按国家一级客运站标准建设，占地

８３３７亩，总投资３５５０万元。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６日，客运站竣工。
３０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会见到南充考察的香港华润轻纺集团总经理傅春意。
是日　中共南充市委二届七次全会既全市经济工作会召开。市委书记黄顺福在会上作

重要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部署了２００３年经济工作；对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及
成员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的情况和部门行业作风满意度进行了测评。

是月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南充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决定》。

是月　南充市组团参加柬埔寨王国 “中国四川 （金边）商贸博览会”。这是南充首次

组团到境外参加商展。

是月　 《南充市城市总体规划》第六次修编通过省政府评审，提出了 “以江为轴，北

拓南延，跨江东进，拥江发展”的城市空间规划原则，确定城市规模１００平方公里、１００万
人口的远景目标和以轻化工、文教科研、商贸为主的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大城市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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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

１月

１日　南充市得益时代商场开工。该商场集休闲、购物于一体，面积３万平方米，投资
２亿元。

４日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应邀到南充作 《十六大后的宏观经济走势》

报告。

８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调研北湖公园改造、桓子河大桥、市
垃圾处理厂、市污水处理厂等市政重点工程施工情况。

１１日至１２日　全国林业改革试验区及高能灭火灵科技成果推广在南充召开。
１９日　四川省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１４７名四川省第十届全国

人大代表，其中，南充市杜光辉、任德俭、孙纯、崔富华 （女）、孙洪波当选。

２１日　市委常委会审定满意单位和不满意单位评选结果、目标考核结果。
是日　嘉陵区政府与成都金宇集团工业项目签约暨南充西部汽车城开工。
２２日　全市重点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是日　南充市体育中心建设正式开工。中心占地２００余亩，主体育场面积５３万平方

米，可容纳３万多人。主体工程于１１月中旬竣工。
２３日　全市２００２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市级机关共有８８个单位参加满意不满

意单位评选，有２２个单位被评为满意单位，６４个单位被评为基本满意单位，２个单位被评
为不满意单位。

２４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副省长杨志文到南充看望慰问企业困难
职工。

２７日　国际联合会援助灾民９５吨大米运抵南充，市红十字会在南充火车东站举行捐赠
仪式。

２８日　北湖公园开园仪式在北湖广场举行。
是月　南充 “润丰”猪肉、“庞大”粉丝、“喜临门”拼木、“蓬锦”柑桔、“天冠”

冬菜入选全省第五批著名商标。至此，全市有省著名商标１７件。

２月

４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周光荣到南充军分区检查指导工作。
８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市辖城区规范整治三轮车等

工作。

１０日　省交通厅等部门专家对南充绕城高速公路西段实地踏勘，并对该工程初步设计
方案进行预审。

１２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招商引资工作会议，确定２００３年为 “招商引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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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设立方案通过省专家组评议。
１３日　全市组织工作暨 “三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印发了 《关于表彰实施

“三百工程”先进集体的决定》。

１４日　攀枝花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劳务输出工作。
１７日至１８日　眉山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经营城市工作。
１８日　全省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１８日至２０日　市委书记黄顺福到蓬安县、营山县、仪陇县农村、社区、企业调研。
１９日　副省长杨志文调研南充工业经济和安全生产工作。
２０日　国家环保总局将南充列为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站，并配给南充两套自动监测设备。
２１日　全市县级党外领导干部合作共事座谈会召开。
是日　全市科学技术大会召开。会议强调，大力营造科教兴市战略的良好氛围，努力

推动科教兴市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

２５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率部分市政协委员视察滨江大道二期工程、南充市绕城高速
公路建设情况。

２５日至３月１日　政协第二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
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黄顺福的讲话；列席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

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蒲显福致闭幕词。

２５日至３月２日　在市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和市政协二届五次全体会议上，１０名人大代
表、２７名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出议案和提案，要求对南充市大都会违规建筑进行查处。后
经查实，该工程属 “三超” （超道路红线、超建筑红线、超建筑高度）工程。９月１８日，
市委、市政府在五星花园召开拆除南充市大都会违规建筑警示教育现场会，并拆除违规建

筑。南充市大都会违规建筑案涉及违法违纪人员１９人 （其中，副县级以上干部７人，党政
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７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２６日至３月２日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
长杜光辉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宽关于南充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通过了关于接受李慎宽辞去南充市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选举黄顺福为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通过了关于接受欧晓东辞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的决定，选举崔均为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３月

４日至 ５日　省委副书记刘鹏到嘉陵区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城市经济发展
情况。

５日　省人大常委会贯彻实施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督条例》执法检查组到南充

检查指导劳动和社会保障监督工作。

６日　四川庞大集团万吨红署粉丝二期工程竣工投产。
是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整改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要求

全市市县 （市、区）两级法院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端正对 “评满”工作的认识态度，

以班子和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点，以权力制约为手段，强力整改，重

树法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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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农行南充市分行与南部县政府签署３０５亿元的银政合作协议。
１３日　全市经营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经营城市的目标、工作重点和完成目标

任务的保障措施。

１３日至１４日　全省财政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成都、南充、泸州等地在会上
交流经验。

１７日　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召开。
２３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建立统一规范有序土地市场的通

知》。

２４日至３０日　全市新任县级领导干部在市委党校进行任职培训。
２５日　嘉陵江高坪段下中坝防洪堤工程开工建设。
２７日　市委、市政府决定，从４月１日起，除市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外，每月１

日至２５日一般不召开全市性会议，并严格实行会议审批制，压缩会议规模，控制会议经
费，严肃会议纪律，领导讲话一般控制在１小时以内。
２８日　南充大剧院开工建设。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８日，主体工程完工。项目总投资５０００万

元，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是日　浙江省———南充市对口帮扶暨经济合作垦谈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政府及杭州

市政府分别就深化下一轮对口帮扶合作提出了具体举措。

３０日　四川、浙江、上海、江苏经贸合作项目签约在浙江举行。南充与３省、市签约
项目３４个，金额７４８亿元，劳务输出３８００人。同时，南充赴沿海５省、市开展招商引资，
共签约项目７０个，投资总额１６１３亿元；达成意向协议３８个，投资额１２１５亿元。

是日　蓬安县籍企业家王云在杭州捐资２４０万元用于发展蓬安县教育事业。

４月

３日　副省长王怀臣调研南充经营城市、交通建设及旅游工作。
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高坪区调研凌云山开发工作。
是日　四川美亚丝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址在嘉陵区奠基。成都金宇集团以４６１８

万元的总价受让 “美亚”３００２６万股国有股，对 “美亚”实施资产重组。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６
日建成投产。

４日至５日　省委常委、省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甘道明调研南充工业经济和 “两保”再

就业工作。

８日　全省 “企廉”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大型电视系列片 《“三百工程”一年看》在南部县寒坡乡四房嘴村开机。

１０日　全省社会事务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１３日　科技部副部长邓楠、中国友联会副会长邓榕、中国画院画家邓林到南充考察。
１５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调研市国土资源局工作。黄顺福强调，要

在经营城市的系统建设和资源整合上力求新突破。

１６日　经教育部批准，四川师范学院更名为西华师范大学。
１７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全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精神。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开展学习雍宗满同志活动的通知》。雍宗满是南部县寒坡乡四房

嘴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几年努力，把该村建设成了拥有农民新街、

农贸市场、农民公园，实现了水、电、路、电话、闭路电视 “五通”的现代文明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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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　市政府召开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对全市防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是日　副省长刘晓峰调研南充环保基础设施和体育设施建设情况。
１９日　全市青年就业与再就业大型招聘会在市青少年宫举行。来自市内近万名失业、

待业青年、青年学生和下岗工人参加招聘会，共有１６００多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２０日　成都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与南充得益时代商城签署合作协议。
２１日　高坪区地税局接到该区交警二大队电话，称他们在对过往车辆进行 “非典”及

违禁物品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大客车货仓内有大量的 《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收

据》、《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建筑安装业发票》等空白票据，数额巨大。地税局有关人员火

速赶到，经鉴定，当即确认是假发票。经清点，有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建筑安装业发票》

１２本，计６００套；《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收据》１０２本，计５１０１套。根据汽车司
机杨某某交待，将正在印制假发票的黄某某当场捕获。５月中旬，震惊全国的 “４·２１”特
大假发票案告破。先后捣毁制售假发票窝点２处，抓获涉案人员１１人，刑事拘留８人；查
获伪造的各种发票监制章１０５枚、各类假发票２６３本、胶板模４７套、胶印机１台、圆盘机
２台、晒图机２台、切纸机和电脑各１台、纸张约３吨。

２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到市区部分非典型肺炎防治的重点部门，
检查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２８日　桓子河大桥右幅通车。该桥是滨江大道向嘉陵延伸的一项控制性工程，全长
４１０米，宽４７米，分为两幅，每幅宽２０米，双向４车道。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

２８日至５月１日　省非典防治工作督查组到南充检查非典防治工作。
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党政要尽快把工作

重心转移到优化环境上来，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 “土壤”和 “气候”。

是日　市政府召开招商引资暨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南充发展
的希望和出路所在，抓好项目准备是确保招商引资取得成效的重要环节。

５月

３日　全市防治非典工作紧急会议在南部县召开。会议强调，阻击非典是当前压倒一
切的中心工作。

６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

是日　全市农村非典防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是日　市委对市卫生防疫站高价出售防治非典药物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８日　副省长柯尊平到南充驻市高校和农村中小学检查非典防治工作。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会见迪康产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局执行主席、总裁曾永江。

１０日　全市非典定点医院———市中心医院小龙分院改建工程竣工，是全市治疗非典患
者的专用医院。医院占地３５亩，总投资３６０万元。隔离区内设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
区，共有病床４２张，整个医院的消毒、隔离严格，污水处理系统达到国家标准。

１９日　为纪念纪信，市西山风景区在石材山开建开汉楼。开汉楼共５层，高３０米，建
筑仿汉代风格。

２３日　嘉陵江小龙、金溪航电枢纽开发联合建设签署协议。小龙航电枢纽是嘉陵江渠
化开发规划中的第１１级，由省港航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南充市小龙电航开发有限公司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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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形式联合建设。工程总投资８６１亿元，建 ＩＶ级船闸一座，渠化航道２０公里，总装
机容量５２万千瓦时，年均发电量２４亿千瓦时。金溪航电枢纽是嘉陵江渠化开发规划中
的第８级，由省港航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蓬安水电开发公司采取股份制形式联合建设。工
程总投资１１亿元，建ＩＶ级船闸一座，渠化航道４１公里，总装机容量１５万千瓦时，年均发
电量７１亿千瓦时。

２７日　南充市 “三百工程”进社区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 “三百工程”进社区，

是促进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各级党组织要抓基础、抓关键、抓难点、抓管理，

把社区建成 “无上访户、无贫困党员、无失学儿童、无重大治安刑事案件、无下岗人员”

的 “五无”社区。

２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到高坪区、嘉陵区调研农业规模经营和引
导农民进入市场等工作。

是日　全市厂务公开工作会议召开。
３０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仪陇县政府机关办公驻地迁址新政镇、市辖３区国土体制

调整、加强民营经济发展等工作。

是月　南充教育学院、南充农业学校、四川省水利经济管理学校、南充工业学校合并
成立南充职业技术学院。该院为专科层次的普通高等院校，以实施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为主，设置３年制普通专科１０个专业、５年一贯制普通专科１４个专业。学院隶属市
人民政府。

６月

３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 “伟人故里农村精神文明连片创建”暨 “我为朱总故里打口

井”活动动员大会。活动涉及仪陇县、南部县、西充县、顺庆区、高坪区所属３６个乡镇
１６４个村２３万人。

４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各县 （市、区）党政 “一把手”环境保护工作实绩

考核办法 （暂行）》，把环保工作重视程度、环境质量状态、工业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

护、环保投资及环保能力建设等情况作为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导干部政绩、评

定年度考核等次、实行奖惩和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４日至５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到南充调研 “伟人故里农村精神文明

连片创建”活动。

是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任德俭率省、市人大代表视察顺庆区、高坪区、
嘉陵区城市卫生和街区管理工作。

５日　存放在南部县教育局保密室的高考试卷被盗。案发后，省公安厅负责人立即率
专家组赶赴南部县指挥案件侦破。２０日凌晨２时，犯罪嫌疑人杨某被抓获，公安部和省公
安厅即日分别发来贺电。８月２５日，经南部县人民法院审判，杨某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判处有期徒刑７年。

６日　中国网通集团四川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充分公司成立。
８日　白塔嘉陵江大桥维修加固工程开工。这是该桥投入使用２８年来第一次全面维修，

总投资８００万元。
９日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到南充调研教育工作。
９日至１０日　全市经营城市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坚持 “理念兴城”不动摇，积极实

践 “市场配置城市资源”、 “规划是灵魂”、 “以人为本”新理念，狠抓 “经营城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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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

１１日　南部县成立全国首家农民工协会。
１６日　香港腾辉集团总裁董瑞葆到南充考察。
１８日　全市政法队伍集中教育整顿动员大会召开。从６月起，在全市政法队伍中开展

为期３个月的集中教育整顿，切实解决政法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严厉整肃纪律作风。
１９日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欧泽高调研南充公、检、法、司工作。
是日　全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案质量现场会在高坪区召开。
２２日至２４日　武警部队政委徐永清视察武警南充市支队和武警８７４０部队。
２４日至７月１２日　全市普降三次大暴雨，共造成近２００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

济损失２９７亿元。
２６日　市委印发 《关于表彰全市抗击 “非典”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

决定》。

２７日　市委印发 《关于在全市兴起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

是月　南 （充）渝 （重庆）高速公路可研报告获交通部批准。该路全长１５８公里 （四

川段长６５７６公里），起于高坪区王家沟，止于重庆合川市。
是月　全市首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委在嘉陵区成立。

７月

１日　雍宗满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湖宾馆会议厅举行。
２日　全市组织系统作风集中整顿建设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市委决定，从即日起，到９

月初，在全市组织系统开展作风集中整顿，围绕 “铲除不正之风，严肃组织纪律，坚持公

道正派，建设正气机关”４个方面，切实解决组织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树立组织部门的
良好形象。

５日　副省长杨志文到南充调研。
５日至６日　副省长黄小祥到南充调研。
７日至８日　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到南充考察。
８日　国务院批准仪陇县人民政府驻地由金城镇迁址新政镇。８月１８日，市委在仪陇

县召开县城搬迁现场办公会。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乡村道路建设的决定》。

１０日　全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在南充召开。副省长陈文光到会并讲话，要求以铁的
政策、铁的纪律确保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轻。

是日　遂宁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经营城市工作。
１４日至１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和市政

协主席蒲显福带队，对９个县 （市、区）上半年各项工作进行考评。

１５日　德阳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城市建设工作。
１６日　永川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并召开经营城市暨招商引资座谈会。
１８日　阆中市发现总面积为１００余平方公里的油气田，石油总储藏量为１８－２３８亿

吨，天然气可采储量３２４６亿立方米。
１９日至２０日　巴中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城市建设及经营城市工作。
２２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就东风南充公司的改革、

发展问题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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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日至２７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山东省泰安市、安徽省安庆市考察学习现代物流配送
中心建设工作。

２６日至２７日　全省建设系统经营城市学习研讨会在南充召开，副省长王怀臣到会并
讲话。

２７日　水利部副部长陈雷调研南充水土保持工作。
２９日　全市首届社区运动会在西山运动场开幕。
是月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完成的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制及临床研究”获四川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

是月　经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同意，南充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挂牌。
是月　南充被列为省级公路主枢纽城市。
是月　上市公司安徽丰乐种业、隆平高科种业、德农正成种业入驻川北农资市场。

８月

１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与二汽公司合作、浙江省德力西集团在嘉陵区建物流配送
中心、大都会违规建筑整改等工作。

５日　南部县升水镇五村村民杜天良无证驾驶无牌照柴油三轮车，违章搭乘１０人，因
刹车失灵，临危处置不当，酿成死亡６人、伤４人的重大交通事故。

是日　顺庆区南门水果批发市场和阆中市魏建平在全省农产品加工营销工作会议上分
别被评为全省农产品先进批发市场、农产品先进营销大户。

６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黄彦蓉调研南充群团工作和职工素质教育工作。
是日　市政府发布 《关于加强城区市容管理的通告》，禁止在城区一类街道占用人行

道、广场、绿地等公共场所设置售货亭、报刊亭、电话亭、交警岗亭和公交调度亭。

是日　备受世界球迷关注、在南充开赛的全国乒乓球超级联赛 “中韩对削”刚上演，

雷声突然炸响，西山运动场日月馆停电，比赛被迫中断，正向世界３６个国家和地区直播的
四川卫视因停电而中断。１４分钟后恢复正常。

是日　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赵刚路遇劫匪持刀抢劫出租车司机，与持刀歹徒展开搏
斗，不幸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市政府给他荣记二等功，省公安厅给他记一等

功。９月２５日，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开展向赵刚同志学习的活动决定》。

７日　南充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获得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简称ＧＳＰ）认证。该公
司是全省药品批发企业首批获得ＧＳＰ认证证书的单位，也是川东北地区唯一获得 ＧＳＰ认证
证书的大中型药品批发企业。

８日　省委宣讲团到南充宣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９日至１９日　省大木偶剧院应韩国文化旅游部、春川市政府、木偶协会邀请，参加韩
国春川国际木偶节，代表中国进行交流演出。

１１日至１５日　南充市组团随省代表团参加在西藏举行的川藏劳务洽谈会，与西藏签订
劳务用工合同２３个，输出１５３万人；达成意向性用工协议１０个，输出１２万人；签订工
程承包、招商引资 （含回引工程）等经济合作协议６个，资金１２亿元。
１４日　南充驻军联合发起 “献军人爱心、建朱德故里”活动。

１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仪陇县就县
政府驻地迁址现场办公。

是日　第十三期中国·非洲国家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学员到南充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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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日　天歌集团华塑建材投资２７亿元打造的南充建材基地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
２０日　市政府一号楼主体工程封顶。该楼高１２层，总建筑面积３３万平方米。
是日　中共南充市委二届八次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南充

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２１日　全市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现场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国有企业１００％改制、
１００％触动产权、１００％转换职工身份。

２１日至２２日　雅安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经营城市工作。
２６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培育旅游产业，促进南充经济发展的决定》。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换的意见》。

２７日　下午６时４０分，嘉陵区安平镇茶盘寺村２组发生一起重大火灾。烧毁房屋３３
间，造成１１户农民直接经济损失１０多万元。

２９日　新疆天地集团总裁郑大清 （仪陇县丁字桥镇人）在成都为家乡捐款３７０万元。
其中，３５０万元用于仪陇山区乡镇修建桥梁，２０万元用于广安修建 “慈善爱心”小学。

是月　嘉陵区、仪陇县、营山县、蓬安县、阆中市、南部县和市本级等７个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列入国家投资计划，获国家无偿补助资金１０６０万元。

是月　仪 （陇）顺 （庆）路 （即潆新路）立项。该路全长６６公里，总投资１９亿元，
按山重二级标准建设。

９月

１日　南充登录央视１频道和新闻频道 《天气预报》。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再次登录央视
国际频道 《天气预报》。

２日至 ４日　商务部青年考察团到仪陇县考察，了解革命老区经济状况和农民生活
水平。

４日至５日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桂全智、省军区副司令员王炳文视察南充军分区机关办
公大楼和作战指挥中心。

５日　武警部队后勤部部长何映华、武警四川省总队总队长韩林祥视察武警８７４０部队
和武警南充市支队。

是日　重庆知青杨泉、邓国刚等帮扶的南部县神坝镇天宫村小学竣工。重庆４０余名企
业家与神坝镇的贫困学生开展 “手拉手、一帮一”活动，资助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学习。并

在天宫村设立长期助学基金，资助贫困孩子。

是日　信息产业部电子１０所捐建的嘉陵区龙池乡新店村和龙泉镇新庙子村两所希望小
学竣工投入使用。

６日　全国自强模范胡溶代表南充３８万残疾人赴京参加全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
大会。胡溶是仪陇县回春镇胡家沟村重度残疾人，他身残志坚，创办仪陇县南洋工艺厂，

招收残疾人进厂务工，年产值４０万元，上缴税金１２万元。
９日　全市新华书店整体转制，改制后的新华书店由四川新华发行集团统一经营管理。
是日　国家水土保持联合执法组对南充高坪机场、青居水电站、南 （充）广 （安）高

速公路的水土保持情况现场勘检。

１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西充县调研农村经济工作。
１５日　 《南充市城市绿化系统专项规划》通过省专家组评审。

１５日至１９日　省科技顾问团辛文、赵文欣、唐公昭、赵国良调研南充部分企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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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乡村。

１８日　中组部、团中央赴川博士服务团到南充考察。
２０日　司马相如研究会在蓬安县成立，著名作家马识途任名誉理事长。
２０日至２２日　中国 （阆中）名醋节举行。省委常委、省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荣轩宣布开幕，中国调味品协会会长卫祥云及市领导参加开幕式。

２３日至２４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到南充调研。
２４日至２５日　南充市项目发布暨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座谈会在成都会展中心举行。国内

外近百家投融资中介及部分企业家参加，南充２１个项目 （资金２０亿元）集中签约。
２６日　致公党南充市总支委员会成立。
是日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约瑟夫·埃肯博格到南充考察。
是日　仪陇县政府驻地迁址新闻发布暨投资说明会在成都举行。
２７日至２８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赵显人调研南充供销网络建设。
２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调研市环形广场、环都大道、高坪机场、

嘉陵区政府广场等市政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是月　南充探索总结出了欠发达地区经营城市的 “十大机制”。即规划的龙头导向机

制、土地生财机制、资产增值机制、城市公益设施的市场化运作机制、矿产资源价值回归

机制、工程建设的新型招投标激励约束机制、特许经营权的收益机制、财政投资评审机制、

城市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目标考核机制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的专家评审机制。

是月　 《南充市 “百里绿色长廊”工程———种草养畜产业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通过省、市专家组评审。工程以国道２１２、３１８线为产业核心，覆盖全市９个县 （市、区）

４０多万农户，投资规模为５３２７亿元。通过大规模发展牧草种植带动畜禽发展，再通过建
设龙头加工企业和畜产品市场带动畜禽产品进入市场，形成固定的 “绿色产业链”，实现产

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是月　阆中市保宁醋登上 “中国名牌”榜，实现南充市创国家名牌产品零的突破。

１０月

８日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进一步做好嘉纺集团改革和稳定工作。
１３日　南部县衙档案成功申报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１３日至１４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到仪陇县调研农业产业化基地和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１５日　全省非典防治工作督查组到南充检查非典防治工作。
１６日　市猫儿山垃圾处理场正式启用。工程占地约２９８亩，总投资３５５０万元，库容量

２５４万吨，日处理城市垃圾５００吨，辐射市辖３区，使用年限２０年。
１７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实施经营城市战略，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意见》。明确

经营城市的目标，对经营城市的指导思想、城建规划、土地集中经营、配套设施建设、组

织领导等提出具体要求。

１８日　西华师范大学揭牌仪式在新校区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钮小明、副省长柯
尊平、省政协副主席李进为西华师范大学揭牌。

２０日　南充绕城高速公路西段开工建设。
是日　全市城市建设暨经营城市促进会在嘉陵区召开，推广嘉陵区城市建设的经验。
２１日至２３日　省级卫生城市考评组到南充考核 “创卫”工作。

２４日　金溪航电枢纽工程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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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至２５日　省卫生城市考评组对阆中市 “创卫”进行考核。

２７日　南充市民营企业家协会成立。
２８日　全市深化 “‘三百工程’，争做人民满意乡村干部”活动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

是月　川北大木偶获全国 “金狮奖”。

１１月

３日　 《四川省嘉陵江沙溪电航工程初步设计》技术方案通过专家组评审。沙溪电航

工程装机容量８７万千瓦，总投资１０２７亿元。
４日　中国海关总署和成都海关领导到南充考察，支持南充市设立海关。
７日　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
１０日至１１日　省委、省政府人口与计划生育督查组到南充督查后认为，南充抓人口与

计划生育很有特色，特别是生育文化、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有新发展、新创造。

１１日　广州贤成集团承载式重组嘉纺集团签约。市属最大国企实现百分之百触动产权、
百分之百转换机制、百分之百转变职工身份、百分之百盘活资产。贤成集团４６亿元重组
嘉纺，创下了全市大宗国企改制记录。

１６日至１７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任德俭主持召开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西河 （顺庆段）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关于全市

公安机关集中教育整顿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和审议市检察院关于全市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７日至２４日　 “四川—香港合作发展周”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南充与香港企业界

签署９项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工业、旅游、商贸、房地产，金额达１４６５亿美元。实现现
货和期货销售金额１５００万美元。
２０日　南充市、阆中市被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命名为 “四川省卫生城市”。

是日　嘉陵区被确定为省级生态示范试点区。
２１至２６日　南充在２００３中国西部服装博览会上被确定为全省３个重点服装工业城市

之一。会展期间，南充丝绸、纯棉服装和羽绒制品等１０个系列３００个品种参展，现场交易
近４０万元，达成意向性合作项目１４个、资金２２亿元。

２２日　省蚕丝学校举行建校９０周年庆祝活动。
２５日　省军区司令员石香元到南充军分区检查指导工作。
２６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城管体制改革工作。
２７日　南充无公害保鲜储粮技术通过国家专家组鉴定，在全省推广。
是日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香港汇丰银行等１５家国 （境）外企业的驻川代表到南

充考察。

是日　全省经营土地现场会在南充召开。
２７日至２８日　全省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经验交流

会在阆中市召开。南充探索的供销社体制改革做法和经验在全省推广。

１２月

４日至１０日　全市招商引资活动周商品展销会在西山运动场举行。展销会共设１２个展
区，丝绸、机械化工、食品等１５个大类３０００多个新产品参展。展销会期间，实现交易额

４８



　大 事 记　

３２６１９亿元，其中期货交易３１６８亿元，现货交易９３９万元，保宁醋等５９个商品被评为
“最畅销商品”。

５日　南充举办建市１０周年报告会。晚上，在新落成的市体育中心举办由 “同一首

歌”总导演打造、歌坛巨星、名主持联袂献艺的 《锦绣南充》大型演唱会。

是日　全市投资说明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市本级及各县 （市、区）与国内外

客商签订４７个项目协议，协议引资６９７亿元。
是日　嘉陵江沙溪航电枢纽工程签约。
是日　南充籍科学家陈立泉荣获何梁何利基金奖。他是继南充籍科学家何多慧获奖后

第二个获此殊荣者。

６日　南充建市１０周年成果展在市政新区市政府１号办公楼举办。
是日　南充汽车客运站在嘉陵区落成。
８日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魏宏到南充调研党建工作。
９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工作总结表彰大会。６０个先进集体和９０名

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副省长刘晓峰到会并为南充市授 “四川省卫生城市”牌匾。

９日至１０日　 “中国·四川·南充”薯类产业化技术研讨会在南充举行。国内外与会

专家纷纷为南充市薯类产业化技术献计献策。

１０日至１１日　市政协主席蒲显福率驻市政协委员调研阆中市、南部县经营城市和农业
产业化建设。

１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到南充视察。
１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成都金牛宾馆亲切接见南部县四房

嘴村党支部书记雍宗满。曾庆红强调，雍宗满的事迹很好、很典型，四房嘴村发展致富的

典型经验值得推广、借鉴。

１７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纳光元被授予 “全国模范法官”称号，同时，作为全省法

院系统唯一推选的候选人进入 “中国法官十杰”评选。

１９日　川北医学院新校区在高坪区落成。
２３日至２４日　全省乡村道路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南充召开。
２４日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到南充调研。
２６日　川东北最大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市场在顺庆区潆溪镇开建。该市场占地２００亩，

投资２５００万元，经营场所３万平方米，２００４年５月竣工投产。
２７日　 “中、荷促进中国西部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发展应用项目”示范点工程研讨会

在阆中市召开。全省３个试点分布在阆中市、仪陇县和南部县。
２８日　全省安全生产示范乡镇工作现场会在阆中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

会并讲话。会议强调，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 “安全生产责任重

于泰山”的观念，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努力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是日　副省长张作哈到南部县寒坡乡四房嘴村看望慰问村党支部书记雍宗满。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到仪陇县调研农村经济工作。
３０日　水利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敬正书，副省长柯尊平到南充调研嘉陵江防洪堤和

南充市西河防洪堤建设。

是月　南部县入选第三届西部百强县 （市），是南充市唯一入选县。

是月　全市 “送健康进社区、送健康进农家”活动启动。成都和南充两地６０多位专家
向广大群众讲授科技知识，并免费为２万多名妇女普查了乳腺疾病。

是年　全市丝绸行业实现三大突破。即利税突破３０００万元，出口创汇突破２０００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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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服装加工量突破２００万件 （套）。

是年　南充纳入全国大气环境监测网络。
是年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的肯德基、麦当劳、诺玛特 （普尔斯玛特）先后落户南充。

是年　南充粮食总产量跃居全省第一。

６８



　大 事 记　

２００４年

１月

７日　省政府表彰奖励全省获得 “中国名牌”产品，四川保宁醋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宁

醋获得省政府１０万元奖金。
９日　国家质检总局党组书记李传卿调研南充质检工作。
１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新华通讯社 《国内动态详情》登载的 《仪陇县老区２６

万农民饮水困难》上作出重要批示 “要切实帮助老区人民解决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

难”。是日，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作出批示，要求省计委、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认

真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市委和仪陇县委分别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南充先期拿出５００万
元、仪陇县拿出１００万元作为解决群众饮水困难的项目启动资金。
１４日　西充县城通过省级卫生城市验收。
１６日　上中坝嘉陵江大桥开工。该桥西起顺庆区胜利路口，东接高坪区江东大道，总

长１６５８米，桥面设计宽度１６５米，总投资１３亿元。
是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到南充慰问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
是日　嘉陵区在中国·四川首届山羊节暨成都市第四届金堂黑山羊节上被评为全省养

羊１０强县 （区）。

是日　第六届四川名牌产品评选活动在成都揭晓。南充春飞日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春飞牌”洗衣粉、南充炼油化工总厂生产的 “天府牌”车用无铅汽油被新确认为名牌产

品以及１４个往届评为四川名牌的 “南充造”产品获得复查确认。

２０日　南部县驾驶员雍亚林疲劳驾驶大客车，导致该车行驶至成南高速公路遂宁段桂
花桥时发生特大交通事故。大客车撞毁高速公路右侧防护栏，仰翻于桥右侧垂直高度为８５
米的坡坎下，当场死亡１０人 （包括驾驶员），送往医院途中死亡１人，伤４６人 （其中重伤

９人）。
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决定拆除市西河中路绿化带和市五环花园、灵秀花园。

２月

１日　南充东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研制成功新一代环保型客车。环保客车发动机燃料
采用纯天然气，采取电子打火方式，完全达到排放标准。

３日　市政府向南充市仲裁委员会聘任的７０名仲裁员颁发聘书。
１３日至１４日　印度阿达尼集团公司亚洲区总裁张琼霖考察南充丝绸行业。
２０日至２３日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黄顺福作 《坚定实践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主题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充市

第三届委员会和中共南充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３日　中共南充市委三届一次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充市第三届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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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书记、副书记、常委。黄顺福当选为市委书记，杜光辉、伏文超、高先海、胡文龙当选

为市委副书记。黄顺福、杜光辉、伏文超、高先海、胡文龙、吴仲康、蒋辅义、李志杰、

蔡勇、唐文金、勾春平、马道蓉当选为市委常委。会议批准中共南充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胡文龙为市纪委书记。

是日　中共南充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举行。全会选举三届市纪委书记、
副书记和常委，报中共南充市委批准。

２７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集中学习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３月

１日至３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蒋巨峰到南充调研。
２日至４日　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大型采访团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采访报道南充经营

城市的理念、机制、模式和实践成效。

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会见江苏雨润食品产业有限公司总裁毕国
祥，双方就南京雨润来南充投资发展食品产业交换了意见。

是日　朱德故里———琳琅山风景区被评定为省级风景区。
是日　南充六合 （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保宁医药有限公司、南充云禾印染有限公司、

四川国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被列入全省２００３年度 “小巨人”计划企业名单。

是日　南充高坪机场、嘉陵江金银台航电枢纽工程、南 （充）广 （安）高速等１８个
项目被列入省政府２０１４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４日　在成都举行的全省群众声乐舞蹈大赛中，南充参赛的声乐舞蹈作品 《天府飞

虹》、《九寨儿女情》、《翻山铰子》均获表演银奖，其中 《九寨儿女情》、《翻山铰子》分

别获得创作金奖和银奖。大型民族歌剧 《风雨送春归》获得省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

程”奖，剧本还获得了四川省第四届巴蜀文艺奖荣誉奖。南充获得本次大赛组织奖和民间

艺术特别贡献奖。

６日　高坪区长乐镇川北家禽市场被农业部定为国家定点市场，这是南充第一个国家
级畜禽及其产品的定点市场。

８日至１２日　南充农村工作考察组到遂宁、德阳、巴中、广安考察学习农业产业化
工作。

１２日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魏宏到南部县寒坡乡四房嘴村调研，并参加了南部
县举行的雍宗满先进事迹报告会。

１６日至２０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
并审议政协第二届南充市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列席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政

协第三届南充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任德俭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南充

市委员会主席，陈福、李盛文、李承远、余长春、杨兴、胥德会、康大寿、王明炽、冯庆

煜、陈宗君当选为副主席。市委书记黄顺福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市政协主席任德

俭致闭幕词。

１７日至２２日　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杜
光辉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关于南充市第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南充市第三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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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顺福当选为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伯忠、孙纯、马敬国、赵太武、梁仕培、余善卫、李元开、陶治国当选为副主任。杜光

辉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市长，蒋辅义、胡云、王静莉 （女）、杨雪鸿、钟吕坤当选为副市长。

崔均当选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力当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黄顺福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２５日　省委在成都召开命名表彰大会。授予南部县寒坡乡四房嘴村党支部书记雍宗满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决定在全省广大党员和干部中开展向雍宗满学习的活动。

３１日　市委就开展 “深入学习雍宗满，争做人民好儿女”活动发出通知。

是月　南充６户农民被农业部授予 “全国种粮大户”称号。农机部门分别为获表彰的

“全国种粮大户”发放了５０００元的新型农机具购置补贴奖。

４月

１日　全市取消、免收农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的水资源费等１１项涉农收费项目，
降低了４项涉农项目收费标准。直接为农民减轻负担上千万元。

２日　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派出 “空中王国”号专用飞机飞临南充作投产校验 “处

女航”。１２日，检验中心宣布高坪机场通过国家校飞。
是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在南部县寒坡乡四房嘴村召开 “深入学习雍宗满，争做人民好

儿女”现场学习会。

４日　南充承担国家对外援助任务的６名专家顺利抵达项目所在地———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波纳佩市。

５日至６日　省委常委、省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甘道明调研南充
工业。

８日　在人民南路营运５３年的南充汽车客运站整体搬迁至位于嘉陵区的南充汽车客运
新站。

是日　西华师大硕士生导师、遗传学专家汤泽生教授和他的 “航天诱变”课题组宣

布，成功发现凤仙花染色体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世界上首次发现植物染色体大规模不规

则变异。

是日　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中农合创试点项目ＬＹ外血缘母猪认养示范项目借款
合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１１００万元支持南充市ＬＹ外血缘母猪认养示范项目。

是日　国家林业局局长周生贤考察凤垭山。
１２日　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授予营山县西桥镇得胜村青年农民唐华全 “全国农村青年

创业致富带头人”称号。

是日　海关总署同意设立成都海关南充办事处。服务范围包括南充、广安、达州、巴
中、遂宁。

是日　美国宇能科技集团与南充炼油厂达成开发生产 “唯特陶瓷金属润滑油 （高端）

产品”的合作协议，先期开发唯特陶瓷金属润滑油 （高端）新产品２００吨，并在别克等１０
种高级轿车上进行试验运行。

１３日　市政府与浙江彪马集团、南充亿龙齿轮公司签署投资建设汽车零部件生产、销
售基地合作协议。

１６日　省委组织部在成都召开了雍宗满先进事迹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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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南充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成立。
２２日至２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伯忠主持召开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

次会议，会议通过了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情况汇报的审议意见》和 《关于设立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的决定》。

２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顺庆区金台镇察看粮食补贴兑现情况。
２７日　国务院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检查验收组到南充检查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情况。

５月

２日　南充４位农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赴岛国佛得角开展农业发展规划援助与合作。
是日　春飞日化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省级培育上市的化工企业。
８日至１０日　市委举办市、县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培训会。
１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调研南充市绕城高速公路西段、市政广场、

小龙门航电工程等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１５日　南充高坪机场通过竣工验收。
１６日　蓬安县、阆中市农经网获省政府表彰。
１６日至１７日　以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为团长的浙江省党政代表团

到南充考察对口帮扶工作。

１８日至２１日　由市政府举办的市第一届老年人运动会在西山运动场举行。
１８日　兰渝铁路专家组到南充调研兰渝铁路建设。
是日　南充１９个基地 （２１２万亩）获省农业厅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定，１６个产品获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２０日　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调研南充嘉陵江渠化及高速公路建设。
２１日　日本客商投资兴建的南充市首家方便面生产企业———南充炊香食品有限公司建

成投产。

２２日　南 （充）广 （安）高速公路通车。

２３日　在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南充签约项目３３个、签约资金１３亿元。
２７日　深圳创维集团、深圳永德泰投资集团等１７家企业组成的深圳经贸代表团到南充

考察。

是日　副省长柯尊平到南充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６月

２日　副省长黄小祥到南充调研全市整体处置不良贷款情况。
３日至６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率南充党政代表团到资阳、内江、自贡、宜宾、

泸州考察学习工业发展经验。

３日　南充东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南充造”客车面市，填补川北地区无规模

化生产客车厂家的空白，天然气环保 （单燃料）客车投放市场填补了国内空白。

是日　网上市长热线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ｃｏｍ开通。
６日　阆中市第二看守所４名在押犯罪嫌疑人袭警抢车逃离看守所。９日，警方成功抓

捕其中３名脱逃犯罪嫌疑人。
８日　雍宗满被省人事厅、省残联授予 “四川省自强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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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至１１日　全市农村专业经济组织暨农民增收工作会议在阆中市召开。与会人员参
观了国道２１２线沿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劳务输出、畜牧经济示范现场。

１１日　南充市县 （市、区）党政正职后备人选陈述答辩会召开。

１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南充视察。贾庆林一行首先考察
了四川国基实业有限公司，参观国基产品陈列室，认真察看 “南薯９９”、“豫薯王”陈列标
本，详细询问优质红薯品种在种植基地的推广情况，并要求国基努力增强农业产业化核心

竞争力，把企业的发展定位在富民上。随后，贾庆林一行考察了顺庆区华凤镇张关垭村，

参观了村上自办的阅览室、医务室、党员形象公示栏，详细询问新村建设规划、立村产业

的情况，并对张关垭村在产业发展方面同城市社区紧密联系，让社区下岗工人销售村上产

的产品的办法表示赞赏。贾庆林还参观了富达竹业的加工网点。

１４日　省发改委和省经济发展研究院组成的嘉陵江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到南
充调研，将嘉陵江沿江开发列入 “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

是日　顺庆区潆溪镇、嘉陵区李渡镇、高坪区龙门镇、营山县朗池镇、仪陇县新政镇、
西充县晋城镇、阆中市河溪镇、南部县南隆镇和伏虎镇获得了 “全国重点城镇”称号。

１５日至１７日　南充经贸代表团到澳门参加省委、省政府举办的 “四川———澳门合作发

展周”。

１８日　四川首家保健啤酒企业———南充市龙泉啤酒有限公司在营山县投产。项目占地
６０亩，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２１日　市委决定建设学习型城市。
２２日　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暨农村教育、民办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２２日至２３日　市政协主席任德俭主持召开市政协三届三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农

民增收问题的调查与建议》及 《市政协常委会工作规则》等５个规章制度。
２３日　市委常委会研究将南部县柴井乡、度门镇成建制划归仪陇县及南充高坪机场经

营管理等问题。

２８日　全市庆 “七一”暨优秀爱民书记、爱民干部表彰大会在市政新区人民广场举

行。　５０名优秀爱民书记和５０名优秀爱民干部受到表彰。
２９日　以 “回忆过去，喜看现在，展望未来”为主题的市首届规划建设展览开展。

是日　嘉陵江南充市下中坝防洪堤竣工。项目总投资９７０１万元，全长５０４４公里。

７月

１日　成都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入驻南充市大都会签约。
６日　全市首次农业标准化工作会议召开。
７日　嘉陵江航电旅游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会前，省港航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市政府、

阆中市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凤仪航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沙溪、凤仪电航工程的相

关协议。

８日　５００千伏南充—万县输变电线路一次启动成功。打开了川电东送的重要通道，进
一步确立了南充电网在四川电网中的地位。

是日　省道 １０１线建 （兴）盐 （亭）公路通车。该路全长 ３４公里，总投资 １１３９
亿元。

１０日　以研制开发 “米邦塔”食用仙人掌而享誉全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国

安徽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南充市成立西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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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　南充农村电价由０８０元降到０５３５元。
１２日至１４日　在全省无线电测向锦标赛上，南充代表队获得４枚金牌和团体冠军，总

成绩全省第一。

１４日　首届泛珠三角经贸合作洽谈会在广州开幕。南充代表团共签约２个项目、金额
２２００万元，参展的丝绸制品、保宁醋、 “扁担姑娘”牌红薯营养方便粉丝受到各地客商

追捧。

１６日　南充首个丝绸展馆开馆，展馆面积４００余平方米。
是日　市委机关７０多名公务员在武警南充市支队参加军训。这是南充市公务员首次参

加军训。

１７日　西充县辣椒 （二荆条）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通过验收。该县成为全国辣椒

（二荆条）农业标准化示范县，是全省第４个、南充市第２个获得的国家农业标准品牌。
２０日　市委常委集体庄严作出廉政承诺。
是日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首次纳入了全市科技中长期规划。
２２日　中共南充市委三届二次全委 （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顺福在会上作重要

讲话；市政协主席任德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伯忠通报了上半年工作考评

情况。

２８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王众孚调研南充工商管理工作。
是日　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南充高坪机场正式移交给市政府管理。
３０日　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 《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

８月

３日　市委召开市级机关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会议。
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广安视察经过南充，是南充高坪机

场迎来的第一位客人。

是日　连接绕城、成南、南广高速公路的打 （铁垭）青 （莲）路通车。该路全长

２８８７公里，双向６车道。
是日　阆中市投资２１５０万元，建成储气总量５万立方米的一批储气深井 （井深２５６

米），打破全国纪录。阆中市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将燃气 “装”入井中用的城市。

７日至８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调研南充基层统战工作。
８日　央视四套 《走遍中国》栏目组为拍摄 “南充篇”选点。

１０日至１１日　全省经营城市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
忠，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蒋巨峰主持会议。市

委书记黄顺福作了 《实践先进理念，推进三个转变，努力探索欠发达地区经营城市的新路

子》经验发言。与会代表参观了市北湖公园、滨江大道、川北医学院新校区及南充城市

夜景。

是日　省委副书记陶武先调研南充农村工作。
１１日至１４日　 “ＨＹＴ”杯２００４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上，南充选手付睿在青年女子

组２米决赛中获银牌。
１２日至１５日　在省射箭锦标赛中南充获得男子团体比赛第一名 （乙组）。

１３日至１５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南充视察。１３日下午，胡锦涛一
行到顺庆区黄金乡万金奶牛养殖场视察，询问养殖场经营情况；到南部县南隆镇望月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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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参观村委会办公室，并与村民亲切座谈，了解村民收入和农业生产情况。１４日上午，
胡锦涛一行前往仪陇县马鞍镇参观朱德同志纪念馆、朱德旧居，叮嘱省、市、县各级领导

“一定要把朱德故居保护好，一定要把朱德故里建设好”。１４日下午，胡锦涛一行前往仪陇
县日兴镇白塔村视察人畜饮水建设工地，深入该村村民家中，拉家常，询问农村饮用水和

农业生产及农业税减免兑现情况。在返回南充市的路上，胡锦涛一行到西充县中岭乡二村

察看粮食生产情况。１５日，胡锦涛一行视察南充国基实业公司、富达竹业公司和嘉陵区凤
垭山。视察期间，胡锦涛主持召开了省、市领导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１４日　南充高坪机场航班首航广州。
１６日至１７日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仪陇县时作出的重要指

示，率领国务院扶贫办、交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深入仪陇县实地调研，

具体落实帮扶事宜。

１６日　南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成立。
１７日　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南充市重要讲话精神。
１９日　南充高坪机场首航庆典隆重举行。副省长黄小祥出席并宣布南充高坪机场正式

通航。庆典后，黄小祥调研南充工业工作。

２４日至３１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前往新疆考察劳务输出工作，慰问在疆南充籍劳务龙头
企业和劳务人员，开展劳务协作和洽谈活动。

２８日　经中国城市网网民投票评选，南充市成为 “２００４年度海内外公众最喜爱的中国
城市”。

３０日　达州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经营城市工作，并召开两市经营城市工作座谈会。

９月

３日至４日　南充发生特大洪灾。死亡１４人、失踪６人、重伤３人、轻伤２人，直接
经济损失９２亿元。
３日　市委、市政府作出 《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鼓励做强工业的决定》。按照 “壮

大石化、做强汽配、提升轻纺、发展水电、培育高新”的思路，明确了发展目标，制定了

相应政策措施。

是日　市委印发 《南充市安全生产 “一票否决”实施办法》。

是日　营山县遭受百年不遇暴雨袭击。县城部分街巷被淹，主要溪河桥洞封顶，道路
交通数处阻断，城乡部分房屋垮塌，大片农田被淹，多处地段发生山体滑坡，通讯、交通、

水电中断。全县受灾人口近６３万，直接经济损失６７７亿元。
４日　凌晨１时许，仪陇县大寅镇发生特大山体滑坡。４座两楼一底居民房被砸毁，１４

人被泥石流和垮塌的房屋吞没 （死９人、伤５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忠，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作出重要批示，副省长张作哈率领由省政府救灾办、省民政厅、

省国土资源厅、省防汛办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于当日下午从成都市赶到灾害现场，进行

实地察看，作出抗灾自救指示。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

杜光辉当天中午赶到现场，慰问受灾群众，了解救灾情况，作出抗灾救灾部署。

５日晚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在全市防洪救灾工作紧急会议上，通报９月３日晚南
充市遭受暴雨袭击的受灾情况，部署防洪救灾工作。

７日　国家防总工作组在副省长陈文光陪同下，深入营山县灾区，了解受灾情况，亲切
慰问受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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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努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意见》。

是日　南充六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入全国丝绸企业４０强。
是日　南充 “国基实业”和 “康达汽配”中标省科技厅重大公开招标项目。

１１日至１２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耿和荪率领灾情考察团深入营山县沿码乡、大
庙乡等地考察灾情。

１３日　南充召开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５０周年暨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２５周年座谈会。
是日　顺庆区总工会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再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四川明宇集团

有限公司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再就业工作先进企业”称号。

是日　成都市红十字会向南充灾区捐赠价值３５０９万元的救灾药品运抵南充。
１３日至１６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率南充

党政代表团赴京参加 “四川·北京经贸合作发展周”活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黄顺福接受了新华社、《经济日报》、《参考消息 （北京版）》、北京电视台等首都媒体记者

采访。在北京举行的南充投资环境说明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南充签约项目３０个，签
约金额２３７亿元。
２０日　市政协主席任德俭主持召开市政协三届三次常委会，审议并通过 《关于打造川

东北商贸流通中心情况的调查与建议》。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意见》。

２１日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档案立项协调会在南充召开。保存在南充市档案馆的清代南
部县档案得到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有关专家及来自全国３０多个省、市的档案局 （馆）长高

度评价。

２３至２４日　河北省邢台市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城市建设。
２４日　省政府批准将南部县柴井乡和度门镇全建制划归仪陇县管辖。
２５日　省政府第４６次常务会议同意南部县政府驻地由县城文庙街迁往南部县新区金

葫路。

２７日　蓬安县金溪码头发生特大沉船事故。死亡３０人，失踪３８人。２８日，省政府在
南充市召开蓬安县 “９·２７”特大沉船事故现场会，省安监局局长钟兆基通报了蓬安县 “９
·２７”特大沉船事故情况。副省长杨志文参加会议并讲话。现场会后，市委、市政府召开
全市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通报蓬安县 “９·２７”特大沉船事故，安排部署全市安全
生产工作。

２８日　市政府机关搬迁至市政新区１号办公楼办公。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鼓励做强工业的决定》。

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在北湖宾馆举行南充籍奥运健儿表彰会。南充籍运动员罗秀华和
王娜分别获得２万元和１５万元奖金。

是日　省电力公司批复同意南充市１１０ＫＶ舞凤 （清泉坝）变电站建设。

３０日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鸣起到南充调研。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分别带队深入

顺庆区、高坪区、蓬安县，对全市道路、水上交通和公共聚集场所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查。

是月　南部县成为全省 “无公害优质肉猪基地县”。

是月　西充县双凤镇被评为农民健身全国先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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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

６日　南部县寒坡乡四房嘴村被司法部、民政部授予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是日　四川泰鑫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泰鑫·玛柯牌聚乙烯给排水管、燃气管
系列和四川华塑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的华塑牌门窗框用硬聚氯乙烯型材获得国家产品质量免

检证书。

１０日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在南充市工商局授牌颁证。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四

川美亚丝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南充炼油化工总厂荣获国

家级 “守合同重信用”称号；四川明宇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获得了省、市级 “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称号。

是日　市政府从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上捧回了由省政府颁发的省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 “李冰”杯竞赛 （农机项目）一等奖奖杯。由于南充市已连续３年捧回竞赛一等奖
奖杯，奖杯将永久留在南充市。

１１日至１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到仪陇县调研人畜饮水工程、新县
城建设情况。

１２日至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伯忠在营山县主持召开了全市县
（市、区）主任学习会。

１６日至２０日　升钟水库灌区二期一步工程可行性研讨报告咨询评估会召开。会议原则
通过升钟水库二期一步工程设计方案。

１８日　南充大剧院竣工。
２４日　市中心医院科研机构宣布，首例 “脐孔腔镜阑尾切除术”获得成功。此项技术

在全国属首创，实现了腹腔镜技术的突破。

２５日　市委举行南部县委书记、阆中市委书记补缺人员陈述答辩和民主推荐会，４位
陈述人参加了陈述答辩。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实施意见》。

是日　西南石油学院承担的中国与挪威合作研究的项目 “西部省份经济与社会发展检

测 （ＭＥＤＯＷ）”启动。
２６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顺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家住人民南

路的残疾下岗职工王德轩家中送去 《岗位通知书》。

２９日　全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印发 《南充市事业单位人事制

度改革实施意见》。

１１月

１日　万州经达州到成都的５６３０／２７次旅客列车首经南充。
１日至２日　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调研南充 “中农合创”工作。

４日　市政府与成都理工大学签订 《南充市与成都理工大学市校合作意向框架协议》。

８日　全省首份民工集体合同在南部县签订。
是日　阆中市建成全国首个科举博物馆。
１２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当前社会稳定、机关 “评满”、作息时间调整工作。

１５日　央视４套播放 《走遍中国———南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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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日　 《盛世警钟———南充市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成果展》开展。

２３日　市长小灵通短信开通。
２６日　市委召开全市维护稳定工作会议。
２７日　达成铁路复线开工。

１２月

１日　南充通过省级园林城市验收。
是日　江东大道小龙门段通车。该路长５２公里，宽４０米，双向４车道。
２日　南充化工总厂与四川古德卡文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成氨系统及其配套

设施收购和年产６万吨甲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
是日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举行建院３０周年庆祝活动。
２日至３日　市政协主席任德俭率２５名驻市省政协委员，到阆中市、仪陇县、蓬安县

视察嘉陵江航电工程建设。

３日　全市农村精神文明连片创建经验交流会在仪陇县召开。全市连片创建沿线３县
（仪陇县、南部县、西充县）、２区 （顺庆区、高坪区）及３０多家市对口帮扶单位参加会议
并深入农村现场参观。

６日　全市公安机关大练兵汇报演练举行。
７日　全国、省人大代表视察组到南充视察市政新区广场、南充大剧院、滨江大道、绕

城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是日　由 《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视台等省级新闻单位组成的采访团到南充，聚

焦南充农村精神文明连片创建工作。

１４日　省委决定，王宁任中共南充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提名王宁任南充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黄顺福不再担任中共南充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１６日　市委书记王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仪陇县调研人饮解困工程。
１７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到南充视察。
是日　秦巴山扶贫世行贷款项目成功实施。该项目总投资４亿元，实施期限７年，包

括南充市４个国家级贫困县。
是日　南充最大的能源企业四川马回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结束了长达近１０年的亏损，首

次出现盈利。到１２月上旬，公司完成发电量３４亿千瓦时，实现销售收入１０５亿元，上缴
税金１９７８万元，实现利润４１６万元。

１８日　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崇禧到南充调研纪检监察、政法系统工作。
２１日　经过资产重组、战略调整后的新美亚———四川美亚丝绸有限公司成立。
２２日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南充时，对仪陇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嘱托，

省、市分别成立了促进仪陇县发展领导小组，中央及省、市有关部门选派了２５名干部帮扶
仪陇县。

是日　南充卫校通过 “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评估。

２５日至２７日　在成都举办的 “海外专家学者高新科技洽谈会”上，南充与 “海归”

客商签署合作项目１２个，合作金额５５亿余元。
２６日　阆中市天然气公司经理欧素华登上 “第二届中国经济百名杰出人物”领奖台。

是日　四川石油财经学校更名为四川石油学校。
２８日　朱德故居纪念园区详规通过评审。

６９



　大 事 记　

２９日　仪陇县 “两路一桥” （顺庆区潆溪镇至仪陇县新政镇的潆新路、仪陇县新政镇

至马鞍镇的新马路及嘉陵江新政大桥）在新政镇开工奠基。“两路一桥”全长１０４公里，总
投资６５４亿元。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两路一桥”竣工通车。
２９日至３０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伯忠主持召开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关于修改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决定草案。

是年　全市人均ＧＤＰ首次突破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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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

１月

４日　南充培育的 Ｄ７０２Ａ／南恢５１１、Ｄ６２Ａ／南恢５１１、中９Ａ／南恢４４５和南香１Ａ／南恢
５１１杂交水稻新组合通过四川省区试和生产试验，这是市农科所经过近２０年攻关育成的首
批杂交水稻新品种。

５日　北湖宾馆荣获四星级饭店授牌仪式举行。
是日　南充被列为全国参与式扶贫示范区。
６日　市委召开市级部门下派帮村干部座谈会。
１０日　全市果业蚕业经济工作会在阆中市召开。
１９日　市委召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会议，动员部署全市先进性教育活动。
是日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俊九到南充看望慰问困难企业、困难职

工和全国劳模。

２５日　范琼花荣获第１２届 “四川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２８日　市委书记王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调研南充炼油化工总厂、绕城高速公
路西段工地、小龙门航电等重点企业、重点工程。

２８日至２９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忠，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仪陇
县考察调研。

２９日　市委印发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

３１日　市委常委会在仪陇县召开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仪陇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
朱德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活动等工作。

２月

２日　市委在南充大剧院举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课报告会。市委书记王宁作
题为 《牢记宗旨葆先进，推进发展新跨越》的党课报告。

３日　联系南部县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工作的副省长陈文光，到该县为千余名党
员干部上党课。

５日　市委书记王宁会见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孙康敏，双方探讨了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和市政新区川东北通信枢纽建设问题。

１９日　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黄顺福辞去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职务的决定。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蓬安县调研水上交通安全和部分企业生产情况。
２０日　中共南充市委三届三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王宁作了 《奋发图强真抓实干，努

力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总结了２００４年
经济工作，安排部署了２００５年经济工作；审议通过了 《中共南充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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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充市委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意见》。

２１日至２５日　政协第三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王宁的讲话；列席南充市

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

议相关 《决议》。市政协主席任德俭致闭幕词。

２２日至２６日　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杜
光辉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伯忠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选举王宁为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

２３日　南充被省政府命名为 “四川省园林城市”。

３月

１日　南充市、仪陇县在 《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０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分别被列为
全国重点红色旅游区中的川陕渝红色旅游区、全国３０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１日至３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蒋巨峰到南充调研。蒋巨峰对南充确定打造川东北区
域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给予充分肯定。

３日　南充市首届妇女健身运动展示赛开幕。
６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改革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名人国际大酒店举行。省委副书

记、副省长蒋巨峰，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苗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市委

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出席座谈会。双方就东风南充公司下一步发展深入交换了意见。

８日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先进性活动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省级主
要媒体采访团，赴南部县大坪区，集中采访省先进性教育活动的４个重大先进典型之一的
南部县工商局大坪工商所所长罗泽志。

８日至９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建筑专家到仪
陇县实地调研朱德故居纪念园区建设、新县城建设、新政嘉陵江大桥建设等工作。

９日　全国人大代表、市政协主席任德俭被推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监票人。
１０日　全省白内障复明免费手术医疗队在南充武警８７４０部队医院启动。医疗队在中国

流动眼科手术车 “复明８号”上，为南充６００名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１２日　全国女子青年篮球赛南充赛区开赛。赛场设在西山运动场日月馆和顺庆区体

育场。

１５日　市委召开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专题研讨会。从即日起，市委分管领导牵头，
对工业、农业、社会事业、城市建设等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题调研，并分别召开了各专题

研讨会。

１５日至１６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深圳考察贤成纺织集团总部、贝妮斯时装公司、大亚
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与贤成集团就四川贤成集团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进行广泛交流并达

成共识。

１９日至２０日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洪绂曾到南充调研。
２５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乡镇机构改革、工业及 “三大突破”等工作。

２６日　市委印发通知，就关于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提出意见。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强力打造开放南充，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

９９



!"# $%&#' ()"# *%) +, *%) -%&. !)"# /" *%) 0)

!"#$

%&'()

３０日　构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研讨会在市委三楼会议室召开。
３１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到西充县莲池乡观音堂村、西充

中学、市中心医院考察，并为张澜故居修葺开放、张澜铜像落成、张澜图书馆开馆揭幕。

４月

２日　中国丝绸协会授予南充市 “中国绸都”金色牌匾，南充成为中西部地区唯一获

“中国绸都”称号的城市。

是日　南部县、仪陇县被列为全省科技工作试点县。
是日　全市推行就业再就业实名登记制。
４日至８日　市委书记王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营

山县农村、企业、城市调研。王宁要求各地要积极培育县域特色经济，壮大经济实力，抓

住发展不放松。

１２日　江苏省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澳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阆中市人
民政府签署协议，由周庄和澳格共同投资２亿元打造阆中市旅游集散中心和租赁锦屏山风
景区。

１４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调研南充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工作。
１５日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改扩建设计方案评审会在南充市召开。
１８日至１９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周光荣深入仪陇县、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人

武部，检查指导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安全稳定工作和人武部正规化建设。

１９日　市委召开驻市高校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地方与高校的紧密合
作，充分发挥驻市高校对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强有力的 “助推器”作用，通过良性互

动，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

２０日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南充市人民政府召开银政、银企座谈会。
２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三次到南充视察。
２７日　南充市 “红色旅游”在罗瑞卿故居启动。

２８日　全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南充高中举行。
是日　荣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市人民检察院女检察官王岚到北京参加 “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３０日　全市第二届运动会在西山运动场举行。

５月

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嘉陵区调研。杜光辉要求，下大力气加快城南工业集
中区建设，增强城市支撑能力和发展能力。

８日　１５岁南充市姑娘贾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泳联跳水大赛上，分别获得
女子１０米跳台的单人、双人比赛金牌。
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调研社会保障工作。
是日　南充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有公司成立。南充在全省率先探索出了 “四方联

手”模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１１日　交通部部长张春贤到仪陇县察看 “两路一桥”建设、朱德故居纪念园区建设情

况，还察看了南部县红岩子航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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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　嘉兴市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
１３日　全省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整改提高阶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成都市召开，南

充市作为市 （州）唯一代表作经验交流发言。

１４日　南充市姑娘贾童在２００５年国际泳联大赛美国站比赛中，获得女子双人１０米跳
台比赛冠军。

１５日至１６日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卜圭农等世界银行官员到南充检查世行
秦巴扶贫项目工作。

１６日至１７日　乐山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城市建设。
是日　阆中市古城区被确定为全省首批创建 “消防安全景区”的旅游风景区之一。

１８日　市杂技团应美国恒创娱乐有限公司邀请，携 《双人顶碗》、 《蹬技》节目赴美

商演。

１９日　南充十一中与南充白塔中学合并，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合并办学在全市尚属
首次。

２０日　四川张飞牛肉有限公司在阆中市七里工业集中区启动建设川东北最大牛肉加工
项目。项目投资４６３９万元，占地面积２００亩，建设屠宰、分割、罐装及传统张飞牛肉生产
４条生产线。

２０日到２３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名誉会长黄孟
复到仪陇县考察扶贫工作。随行的国内１８位民营企业家向仪陇县捐款６００万元、捐赠图书
价值１００万码洋。

２２日　中材国际·中材建设四川省南充市境外劳务基地授牌暨赴沙特劳务人员欢送仪
式在果城会堂举行。

２２日至２４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中组部、商务部、交通部、水利部、信息
产业部、团中央、全国工商联、解放军总政治部、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世界银行、清

华大学、浙江省对口帮扶办等到仪陇县、嘉陵区、高坪区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并召开 “扶

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示范点”建设座谈会。

２３日　 “国务院扶贫办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牌匾授予南充财贸校，标志南充首

个全国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成立。

是日　全市创建 “绿色社区”第一个试点社区在顺庆区中城街道办事处滨江社区挂牌。

２４日　 “开放南充”投资说明会暨合作项目签字仪式在成都举行，共签约４２个，协
议总投资２６２３亿元。

２５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前往成都锦江区三圣街道办事处幸福村、江家堰村、红砂村考
察学习城乡一体化建设。

２７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工业集中区问题及嘉陵区土地清理问题。
是日　广东省经贸代表团到南充考察。
是日　杭州市对口帮扶考察团到南充考察对口帮扶工作。杭州市人民政府捐赠对口帮

扶资金５００万元用于嘉陵区、西充县、阆中市新村建设。
３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调研嘉陵江旅游资源开发工作。

６月

１日　即日起，１６３家市级部门的非税收入全部由银行代收。
１日至２日　副省长杨志文调研南充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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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顺庆区中城街道办事处获得人事部、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的 “全

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

２日至３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现场会。
７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仪陇县调研。
１３日至１４日　市委书记王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南部县升钟水库库区实地

调研。

１３日至１９日　南充党政考察团到浙江省绍兴市考察，并在绍兴市召开绍兴、南充两市
合作交流座谈会。

１５日　湖州市政府代表团考察南充劳动力资源。
１７日　市委书记王宁、市政协主席任德俭逐一走访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认真听取各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工作情况后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各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建设，齐心

协力，加快南充市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进程。

１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到南充考察。
２１日　嘉陵区凤垭山申报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通过省上验收。

是月　国务院扶贫办批准南充为全国唯一的扶贫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试点市。

７月

１日　全市第二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启动。涉及单位５２０９个、党委６３０个、
党总支１７８个、党支部３１５６个、党员７９７３６名。

是日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花卉食品专业委员会命名阆中市为 “中国名特食品小吃之

乡”。

４日至５日　副省长王怀臣到南充调研重点工程、旅游开发、库区移民安置和农村产业
化建设。

６日至８日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郭永祥到南充调研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
１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顺 （庆）西 （充）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示范区建设。会议强调，

要着力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经营业主，建立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养殖基

地，通过示范区建设来推动全市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１５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刘延东考察南充
光彩大市场。

１８日　南充市姑娘贾童在第１１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双人１０米跳台中获得金牌。
２１日　省政府督查组到南充 “美华尼龙”、“盛华堂”等劳动用工密集企业，抽查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等情况。

是日　仪陇县天邦达建筑有限公司、仪陇县宏城劳务开发公司董事长罗兴银荣获 “第

四届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称号。罗兴银是四川省进城务工青年中唯一获奖者。

２３日　省政府授予南充市政府 “四川省引进国内省外资金先进单位”称号。南充是全

省２１个市 （州）唯一获此殊荣者。

是日　南部县荣获 “四川省团建先进县”称号。

２６日　市委召开全市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会议强调，政府要为创造财富的人提供主动、
规范、优质和高效的服务。

是日　四川省宗教论坛在南充举行。
２６日至２８日　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洽谈会在成都举行。南充签约项目２３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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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１０５９亿元。
２７日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率

领的上海市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南充希望建立上海和南充空中航线，陈良宇表示关注和

支持。

２８日　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专家到南充，就兰渝铁路建设现场踏勘。
是日　市委、市政府发文，就狠抓工作落实作出十条规定。
２９日　全市农村税费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８月

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仪陇县、南部县检查人感染猪链球菌病防
治工作。

３日　省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召开全省街道社区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会。顺庆区
在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是日　市委在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召开培育发展南充汽配产业专题座谈会。会议强
调，南充汽车汽配产业要立足市场，整合资源优势，通过龙头带动，搞好行业间的协作配

套，实现互惠双赢，共同推动南充市汽车汽配产业的大发展。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顺庆区南门坝小区、白土坝小区以及市政
府新区实地调研农民拆迁还房工作。

８日　市委在南充炼油化工总厂召开培育发展南充石油化工产业专题座谈会。会议强
调，南充石油化工产业有一定的基础，市场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要围绕石化产业的

延伸与发展，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力度，做大做强产业链，使之成为南充市工业

的支柱。

是日　朱德故居纪念馆封馆改扩建。工程总投资１０３０万元，主体建筑面积达３７００平
方米。

９日　顺庆区被命名为首批 “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

１１日　首批２０万 （头）份猪用猪链球菌２型灭活疫苗运抵南充。
１４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到南充调研。
１５日　南充市荷田薯类产业化项目和四川七环肉食品加工项目在蓬安县开工。
１６日　高坪区城市污水处理厂及垃圾中转站开工。工程总投资５５５２万元。
１７日　全市对外开放工作暨赴江浙经贸合作周动员会召开。
２３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和完善城乡卫生体系的意见》。

是日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陆昌斌进京参加全国公安保卫战线英雄模范表彰大会。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市的决定》。

２４日　培育发展南充丝纺产业专题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南充丝绸纺织、服装产业
有一定的基础，市场优势明显，要围绕丝纺服装产业链的延伸与发展，把规模做大，产品

做优，使之形成产业集群。

是日　国务院扶贫办决定将世界银行５０万美元捐款交给嘉陵区，开展ＣＤＤ（社区驱动
发展）项目试点。

是日　营山县委被省委和省军分区表彰为 “党管武装工作先进单位”。

２６日　市委常委会研究省委、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紧急

通知》的贯彻意见，听取朱德故居纪念园区建设和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活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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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全市抓好石油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食品医药、建筑建材、水电能源等工业

“六大板块”工作举措。

是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周光荣到仪陇县检查工作。
３０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关于仪陇县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

汇报》上作出重要批示： “设想很好。已初见成效。望坚持不懈，扎实推进。让广大农民

得益。”

３１日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投资１２６３９５万元、容积为３万立方米的外浮顶原油罐通过
消防安全验收并投入试运行。

９月

１日　市委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示范点建设的意见》。

２日　石油液化气深加工项目在南充炼油化工总厂奠基。
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会见东风汽车公司负责人，双方就东风南充汽车公司

目前的发展以及未来发展计划进行了交流。

５日　市政协主席任德俭调研小龙门航电工程建设。
是日　雍宗满出席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的全国农村党建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
６日至１１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赴浙江进行对口帮扶工作回访和经贸考察。在温州举行

了投资说明暨合作项目签字仪式。考察期间，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接

见了南充市党政代表团成员。

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伯忠率部分人大代表视察市公安局工作。
是日　南 （充）渝 （重庆）高速公路四川段开工。

１３日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到仪陇县调研。
１４日至１６日　南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机项目再次获得省政府 “李冰”竞赛一等奖，

实现了四连冠。

１５日　日本 “联合山梨”访问团到南充市访问。

１５日至１８日　央视 《走遍中国》报道组先后对顺庆区、南部县、阆中市执行中央财

政政策情况、公共财政实施情况进行现场采访。

１６日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处级干部培训班会议在南充召开。
１９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嘉陵江南充段航电工程建设若干政策的决定》。

２０日　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区财税体制调整方案、开展 “三满意”活动的意见。

是日　全省首个乡村卫生行业工会在南部县成立。
２３日　市委印发 《关于全市开展 “三满意”活动的决定》。

２６日至２７日　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率农业部相关部门及四川 “双汇”、北京 “顺鑫”、

山东 “中奥”、安徽 “庆发”等４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负责人到仪陇县复兴镇
等地考察。

２７日　全市开展 “三满意”活动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决定，在全市基层党组织、基层

领导干部和党员中，开展以 “争创人民满意基层党组织、争当人民满意领导干部、争做人

民满意共产党员”的 “三满意”活动。

是日　罗瑞卿大将纪念邮票在南充首发。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罗瑞卿大
将之子罗箭出席首发仪式。

２８日　副省长黄小祥在南充听取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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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２９日　仪陇县人民政府驻地由金城镇正式迁址新政镇。

１０月

９日至１０日　省委副书记陶武先到仪陇县调研朱德故居纪念园区保护与建设、“两路
一桥”工程建设、日兴镇九湾村人饮解困工程建设和扶贫开发试点建设等工作。

１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调研市区被拆迁居民还房工程。
是日　南充嘉运车桥有限公司汽车车桥生产线正式投产。
是日　中央党校援助南充市县级党校建立卫星远程教学接收站暨全省县级党校普及中

央党校卫星远程教学网及接入四川省干部教育网实施 “三网合一”工程开工。

１３日　市委、市政府检查市区被拆迁居民还房工程。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安全生产行政不作为责任追究实施的意见》。

是日　在北京召开的 “清洁能源行动总结推广暨表彰大会”上，南充与北京、重庆、

天津等全国首批１７个清洁能源行动试点城市获得科技部、国家环保总局表彰。
１３日至１４日　中央巡回检查组对南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情况进行

调研。

１７日　全省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南充召开，南充在会上介绍了做
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经验。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等到会并讲话。

１８日　朱德故居纪念馆改扩建暨成都军区援建汉白玉广场工程开工仪式在仪陇县马鞍
镇举行。

１９日　市第三届 “人民满意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召开。１０
名公务员和５个单位被评为 “人民满意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

２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在北湖宾馆会见北京德源投资有限公司项目
发展负责人，并就生物能发电项目进行交谈。

是日　南充获全省 “三优一学”创建文明城市二等奖。

是日　阆中市老观镇被评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２２日　主题为 “青春·创新·文明”的 “泰合杯”、“绸都情韵”首届全市大中学生

文化艺术节开幕。

２３日　新华社记者唐小可、田刚以 《四川蓬安县中坝村立无字碑　折射基层组织赢民
心》为题，报道了蓬安县党建工作取得的成就。新华社记者报道中的中坝村原来是蓬安县

长梁乡一个有名的富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村党支部 “一把手”带头作用差，战斗堡垒作

用发挥差，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差，支部党员干部不作为，群众见干部就骂，见干部就撵，

乡干部怕进村，村干部懒入户，至２００２年，长期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富村变成了穷村，
“金花支部麻将村”，成为全县闻名的 “烂村”、“乱村”。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广大村民迫切希望
改变村里落后面貌，自发推举刑满释放仅半年的一位村民为县人大代表候选人，作为广大

村民的代言人，此事惊动了时任县委书记。时任县委书记经过多次调研和查访，果断决定

在中坝村实施 “下深水听民声、强班子化民怨、办实事解民难、兴产业助民富、重引导聚

民心”的 “五民示范工程”，决定重建中坝村领导班子。２００３年春节刚过，县委委派时任
组织部副部长到中坝村担任支部书记。新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村领导班子和广大村民经过一

年的努力，中坝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到半年，就建成了全村广大村民盼望已久的

几公里简易公路，修好了垮塌的码头，年底，连续７年抗缴税费的中坝村在全县第一个完
成上缴和提留。中坝村由 “贫穷落后”变成了 “发展进步”，党群干群关系由 “相见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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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 “鱼水情深”，村风村貌由 “问题频发”变成了 “和谐融洽”，成为全县基层组织建

设先进村和小康建设示范村。２００４年春节前夕，广大村民切身感受到村里的巨大变化，自
发在新村街道十字路口立起了一座 “功德碑”，以纪念中坝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功德碑”

碑高７米，碑体呈四方形，为大理石砌就。时任县委书记认为碑文称颂了县委干部，不好，
要村民把碑推掉。可村民们坚决不干，后来双方各让一步：碑留下，字抹去，就有了这远

近闻名的 “无字碑”。新华社记者的这篇报道先后登载在 “新华视点”、《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等６０多家国家和省级报刊上，被８０多家网站转载。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至１１月３
日，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调研组到中坝村调研，撰写了 《中坝村三年巨变经历引发

对搞好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思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调研

报告上作出批示，指示在全国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把中坝村作为典型进行宣传报道。

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先后作出批示，要求把中坝村的巨变经历在第三批先进

性教育活动中广泛宣传。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四川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在蓬安县召
开，省委组织部部长魏宏对 “中坝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解读，明确提出 “群众满意是基

层党建工作的核心价值取向”。

２４日　中日合资企业———四川南充康环热交换器有限公司签约。
是日　由 《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四川电视台等１１家省级新闻媒体、１４名

记者组成的省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新闻采访团集中对南充先进

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采访。

２７日　全国文明城市 （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评选揭晓。南部县南隆镇望月村、

西充县地方税务局、市北湖公园榜上有名。

２７日至１１月３日　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调研组到蓬安县、南部
县、阆中市，调研先教活动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

２８日至３０日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到南充考察对口帮扶工作。
３０日　省委干部选拔作用工作检查组到南充检查工作。
是月　川北医学院首次招收外国留学生。
是月　四川绿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四川张飞牛肉有限公司、四川鸿宇冷冻食品

有限公司、四川保宁制药有限公司、南充宝利食品有限公司、四川巨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绿宝菌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李子园牛奶食品有限公司、四川仪陇县大山米业有限公

司、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四川长林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四川七环猪种改良有限公

司入选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１１月

１日　重庆市商社 （集团）投资考察团第二次到南充考察。

４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纪念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活动方案。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构建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

８日　全市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８日至９日　市政协主席任德俭调研营山县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１１日　全省第一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西山运动场日月馆开幕。
１２日　由台湾统一集团投资的 “统一优玛特”大型购物超市开业。

是日　仪陇县武棚乡红庙子村三组农民罗其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全球微型企业一等奖。
１３日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欧泽高到南充调研政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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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调研潆 （溪）新 （政）公路工程建设进度。

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实施意见》。

是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
１６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蒋洁敏到南充炼油化工总厂调研。

１７日　南充被列入全省农村环保调研基地。
１８日　市川剧团创作的 《闹隍会》、《郑板桥买缸》、《灵牌迷》等６个川北灯戏节目被

列入２００５年全省文化精品工程。
１８日至１９日　全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在蓬安县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

长魏宏向出席现场会的２１个市 （州）委组织部部长解读 “中坝现象”。会前，与会代表参

观了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相如街道办事处下河街社区，并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亲身感

受发生的深刻变化。

２４日　市级机关干部开展结对帮扶构建和谐社区活动动员大会召开。
２８日至２９日　全市首届旅游发展大会暨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动员会在阆中市召开。

会议要求以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契机，推进南充旅游产业突破性发展，进一步完善城

市功能，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努力把南充建设成为有特色、有品位、有文化、

有影响力的现代城市。

２９日至３０日　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到南充调研仪陇县 “人饮工程”。

１２月

４日　仪陇县张志强在中宣部、司法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法治的力量》活动

中当选为 “２００５年度法治人物”。
８日　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到南充检查 “两路一桥”工程建设实施情况，并调研仪陇

县农村公路建设。

９日　西南交通大学与南充市政府合作暨西南交通大学信息产业学院落户嘉陵区签约。
１０日　新疆昌吉州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
１１日至１２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忠，省委副书记陶武先到南充市调研

先进性教育活动。

１３日　南充烟草物流配送中心在嘉陵区动工。该中心占地面积９０亩，投资５０００万元，
建成后辐射遂宁、广安、达州、巴中、南充，成为川东北区域卷烟集散、中转基地。

１３日至１４日　法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副代表、清洁能源项目考察组官员贝丽雅女士率
法国开发署项目考察组考察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环保型天然气发动机生产项目。

１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伯忠率部分人大代表视察扶贫工作。
１９至２０日　南充党政暨经贸代表团到重庆开展经济合作项目推介活动。并举行渝南经

济合作项目推介会暨签字仪式。

２２日　 “贫困母亲救助行动”在升钟水库库区启动。

２３日　嘉陵江沙溪和凤仪航电枢纽工程在阆中市举行开工仪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学忠下达开工令，省委副书记甘道明出席，副省长王怀臣主持开工典礼。

２６日　中国联通南充分公司通信枢纽中心奠基。
是日　南充康达集团和中日环公司成立暨中冷器国债项目竣工。
是日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在高坪区小龙镇开工。该校区占地１５８０亩，规划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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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容量１２０００人，２００６年底，一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
２８日　省委、省政府在成都举行第三届 “四川杰出创新人才奖”颁奖仪式。全省１０

名杰出创新人才每人获重奖１０万元。南部县先锋蚕业合作社社长罗先锋成为获奖者中唯一
一名农村实用人才。

２８日至２９日　中共南充市委三届四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王宁受市委常委会委托向全
会报告了市委常委会２００５年工作；审议通过了 《中共南充市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２９日　２００６四川 （南充）迎春购物月活动在南充光彩大市场举行。

３０日　中国宇宙家纺公司与南部县政府举签约，组建中国宇宙 （四川）家纺有限公

司。项目占地面积１５０亩，投资１８８亿元。
３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市内车站、码

头、超市等重点场所检查安全工作。

是年　全市９项科研成果获得省科技进步奖。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
７项。

是年　张飞牛肉、富达竹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崃富”牌高强度竹履膜板、南充丝绸

（进出口）有限公司生产的 “爱肤尔”牌蚕丝被、南部县永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２
号岩石乳化炸药以及四川泰鑫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泰鑫玛柯”牌聚乙稀给排管、

燃气管获得 “四川名牌产品”称号。南充丝绸 （进出口）有限公司生产的 “爱肤尔”牌蚕

丝被和丝绸服装、四川阆州醋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阆州”牌食醋和四川智勇木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实木复合地板获得 “国家免检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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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３日　香港利奥集团与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校企联姻、优势互补”联合办学签字

仪式。香港利奥集团投资４５００万元人民币建设南充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
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 “项目攻坚年”活动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利用朱德同志诞辰

１２０周年，引进一些大项目和优势产业，突破性招引重点企业；要搞好银政、银企合作，争
取金融对工业的信贷支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工业企业；要重点考核市工业领导小组和六

大板块产业，要把工业销售收入、税收、技改、招商引资等主要目标作为重点考核内容。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突破发展情况。会议强调，要培育支撑农
村经济的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突破发展；创新体制机制，做强三产，重点抓好旅游

业大发展。

是日　国家工商总局认定 “保宁”醋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这是全市首个中国驰名

商标。

６日　市委追授杜俊杰同志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暨先进事迹报告会隆重举行。４月
１２日，省委追授杜俊杰同志全省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大会在仪陇县召开。

是日　全市１５位非公有制企业家荣获２００５年度南充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称号。

是日　南充召开部分浙江籍企业负责人新年座谈会。
９日至１０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蒋巨峰到仪陇县、南部县就解决贫困地区老百姓生

产、生活困难的问题进行调研。

１０日至１１日　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带领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调研组，到仪
陇县调研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情况。

１２日　首列Ａ３０９／１２次火车经南充开往太原。
１３日　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在副省长陈文光陪同下，调研仪陇县沼气建设、农业产业

化发展等情况，了解农业部帮扶项目在该县落实情况。

１５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就升钟水库库区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１６日　蓬安县政府与华西希望四川特驱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举行 ＰＩＣ生猪产业化合

作项目签约。５月１６日，华西希望集团万头ＰＩＣ生猪养殖基地在蓬安县挂牌并开工奠基。
１６日至１７日　乌拉圭总领事到阆中市考察畜牧生产、加工产业化及制革项目。
１９日　阆中市政府与四川新希望集团、四川鸿宇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在成都市签订了　

“公司＋基地＋农户”的现代养殖业协议。
是日　顺庆区西城社区、中城社区、长征路社区和高坪区高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被

确定为 “省社区卫生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试点机构”。

２０日　 “嘉陵江一日游”试航。

２３日　华塑南充化学建材基地正式投产。项目总投资２７亿元，占地面积５００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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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与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南充汽车客运
站、解放街烟花爆竹销售摊点、川北建材市等地暗访安全生产情况。

２６日　南充首届春节大庙会在西山风景区开汉楼广场开幕。
是月　仪陇县 “人饮工程”经验获得水利部领导高度肯定，认为 “仪陇县人饮解困工

程是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全国的样板工程，其建管经验可在全国推广”。

２月

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提高机关效能、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等工作。
７日至８日　副省长王怀臣到南充检查 “两路一桥”建设施工情况。王怀臣肯定了南

充的成绩，严厉指出了 “两路一桥”建设中存在进度缓慢等问题，要求要站在讲政治的高

度认识 “两路一桥”工程的意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弥补工程欠下的进度，加大督查，

倒排工期，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施工任务，确保 “两路一桥”如期通车。８日晚，市委
常委会专题研究落实王怀臣副省长考察南充指示精神和迎接朱德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暨创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关工作。会议深刻剖析了 “两路一桥”未如期完成工程进度的原因，

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８日　南充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南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和阆中市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场竣工投入使用。

９日至１０日　副省长黄小祥调研仪陇县、营山县、蓬安县金融工作。省政府确定蓬安
县为全省小额信贷机制创新试点县，人行成都市分行支持南充市春耕支农贷款５０００万元。
１０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确保 “两路一桥”工程进度动员大会，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

期５０天的突击攻坚行动，集中时间，抢抓进度，确保３月底完成路面底基层及中小桥面铺
装任务。会上，市 “两路一桥”工程建设指挥部对６家施工单位提出严厉批评并作出了相
应的处罚。

１１日　南充 “六合”获得 “２００５中国十大影响力品牌”称号。
１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与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光辉到嘉陵区凤垭山

调研。晚上６时，王宁、杜光辉一行到嘉陵区木老乡天井沟村三组何又平家中，问增收、
听民意、吃汤圆，话农事，与村民一起过大年。

１３日至１７日　政协第三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
席任德俭关于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

论了市委书记王宁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

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

１３日　市委召开做大做强丝纺服装产业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围绕构建西部优质茧
丝原料基地、丝纺服装生产基地、丝纺服装集散交易中心的 “两基地一中心”目标，着力

把南充市建设成为丝绸之乡、服装之城。

１５日至１７日　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崇禧到南充就基层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政
法队伍建设、产业培育等工作进行调研。

是日　全市项目攻坚暨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市委、市政府印发了 《关于开

展 “项目攻坚年”活动的意见》。

１５日至１９日　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杜
光辉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接受杜光辉辞去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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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高先海为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２１日　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之一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建民考
察南充顺城盐化有限公司真空盐节能环保技改工程项目。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提高机关效能建设，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意见》。

是日　全市首个劳务开发办事处在新疆成立。
是日　省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巡回检查组到南部县农村检查指导先进性教

育活动。

２２日　省科技顾问团到南充就城市发展方向、城市结构、城市功能和定位等进行调研。
是日　市委、市政府就南门坝生态公园项目、西山环山道路及绿化项目的进展情况和

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召开协调会。

２３日　国道２１２线潆 （溪）马 （市铺）改造开工。改造道路全长８６４公里，预计投
资３４００多万元。
２７日　蓬安县中坝村党支部书记蔡良斌应邀到央视录制 《新农村策划会》特别节目。

２８日　市委、市政府在南充大剧院召开南充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再动员暨专家辅导
会。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通力合作，深化认识，坚定信心，举全市之力，集全市

之智，为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而奋斗。

３月

１日　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生产发展，核心是农民
增收，突破口在产业化经营。

２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接见仪陇县领导时表示，把仪陇县列
为社会力量扶贫开发重点县。

５日　 “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展现南充青年风采”青年志愿者服务南充创建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活动启动。

６日至７日　内江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工业企业、城市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新农
村建设等情况。

８日　省、市新闻媒体赴仪陇县开展集中采访活动。
是日　中国眼科防盲扶贫手术车到南充，为全市１０００名城乡白内障患者实施康复复明

手术。

是日　嘉陵区李渡镇实行 “三位一体”、“联勤联动”、“三走近”的船舶安全管理模

式，在省海事局对口指导安全示范乡镇现场会上重点推广。

是日　仪陇县争取到国家开发银行２亿元贷款。该笔贷款为国家开发银行向西部地区
县级城市发放的首笔巨额贷款。

１０日　全市 “先进性教育与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

是日　南充游客接待中心在北湖公园动工，该项目为南充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１２大
重点工程之一。

１２日　朱德同志亲属将百余件朱德文物捐赠给家乡仪陇县。
１４日至１５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到仪陇县调研朱德纪念园、新政嘉陵

江大桥、新县城滨江大道建设等情况。

１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正在建设中的石达化工有限公司现场办公，研究解
决企业中的用地、用电、用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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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深入 “两路一桥”现场，检查工程进展

情况。

１７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要求，全市要重点围绕产业培育、解决百姓疾苦、新农

村建设、纪念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和创优、党建等工作，一项一项抓好落实。
２０日　交通部部长李盛霖到南充调研交通建设工作。
２３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罗瑞卿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市区机关干部结对帮扶构

建和谐社区等工作。

２４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刘宝和考察南充炼油化工总厂，就生物柴油和
燃料乙醇生产基地选址进行调研。

２４日至２５日　搞好扶贫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仪陇县举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

坚到会作重要讲话。

２８日至３０日　全国扶贫办主任会议在南充召开。会上，南充介绍了扶贫开发工作经
验。会议充分肯定了南充的扶贫开发成就，认为南充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试点、扶贫新

村建设取得了成功经验。

３１日　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阆中名城经营投资公司就阆中市古城旅游目的
地在成都市的经营策划、宣传促销、游客服务等签署协议。

是日　四川光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智能型凝胶堵漏

剂”为中石油重庆市开县罗家２号井成功实施压井堵漏。
３１日至４月２日　南充举办首届登山节。市政府决定从２００６年起，每年在农历三月三

举办登山节。

是月　顺庆区荣获全省 “丘陵地区先进县”称号。

是月　仪陇县被财政部确定为部级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县，同时，被科技部、财政部确
定为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试点县。

是月　全市 “百村示范工程”启动。计划用５年时间流动发展５００个示范村，为新农
村建设探索发展路子。

４月

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城南工业集中区建设。会议强调，要加快南充市城南工业集中区
建设，为南充工业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强力推进南充工业大发展。

是日　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推广南充开展 “三满意”活动经验。

４日　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工业工作，强调工业强市要在 “六大产业板块”基础上实现

丝纺服装、石油化工、汽车汽配、农产品加工四大产业重点突破。

５日　阆中名城经营投资公司与重庆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阆中市旅游目的地运营
合作协议。

７日　嘉陵江金溪航电枢纽工程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９日　由中国地质旅游及地质公园研究会主办、市政府承办的旅游研讨会在高坪区召

开。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为 “嘉陵江第一曲流”发展献计献策。

１０日　市委、市政府印花发 《关于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创建诚信南充的实施意见》。

１０日至１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蓬安县就工业经济发展和嘉陵江旅
游开发情况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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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　省级金融机构与市政府金融协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副省长黄小祥参加会议并
讲话。会上，开行四川省分行、工行四川省分行、农行四川省分行、中行四川省分行、建

行四川省分行、四川省农村信用联合社与南充市政府签署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合作

协议和金融协作协议，６项协议授信额达１２７５亿元。
是日　四川省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２００６年度工作会在南充召开。副省长黄小祥高

度评价南充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

是日　商务部组织６大商会签约仪陇县５个扶贫新村，作为整体推进扶贫新村建设试
点村。

１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和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对市经济开发区
和嘉陵区、高坪区、顺庆区工业用地情况进行调研。

是日　全市启动大面积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
是日　全市基层党建暨 “三满意”活动工作会在仪陇县召开。

１４日至１５日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调研南充旅游产业。
１５日　西南石油学院更名为西南石油大学揭牌仪式举行。
是日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调研南充市工会工作、

农民工培训基地建设以及农民工加入工会情况。

１７日至１８日　湖北省十堰市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扶贫开发整体推进工作。
１８日　２００６川东北首届汽摩产品展示交易会开幕暨南充市机动车配件批发市场试营业

庆典举行。

１８日至１９日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到仪陇县调研新农村建设。
１９日　河南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浙江中味酿造有限公司、安徽庆发集团、山东中奥农

工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５家国家龙头企业与仪陇县政府签订项目
合作协议。

２０日　阆中市公安消防大队荣立公安部集体二等功。
２０日至２１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南部县、顺庆区、高坪区就蚕桑生产、农村

教育、企业生产等工作进行调研。

２４日　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工作促进会召开。
２６日　嘉陵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四川港航、华能水电、大唐公司和南充

市政府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８０００万元。
是日　成都军区在南充高级中学建立国防生源基地授牌仪式举行。
是月　南充承担国家级重大安全课题调研任务——— “建立安全生产激励约束机制”

课题。

是月　省级部门落实各类扶贫项目资金６８３８万元，解决升钟库区群众行路难、生活难
等 “六难 “问题。

５月

２日　西华师范大学举行建校６０周年庆典。
８日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８００名学子赴香港利奥集团实习。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南门坝生态公园、“千年绸都第一坊”和凤垭山生态

旅游景区检查 “创优”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９日　以南充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区纳入全省新五大旅游区，被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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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五大旅游精品线之一。

１０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仪陇县调研朱德故居纪念园区建设和新农
村建设情况。

是日　南充启动 “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活动。

１０日至１１日　市政协主席任德俭主持召开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

的意见》座谈会。

１１日　香港利奥集团董事局主席梁镇华考察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商讨联合办学具体
事宜。

是日　全国文化共享工程落户仪陇县，项目总投资５００万元。
１３日至１５日　南充旅游发展考察团赴贵州、广西考察乡村旅游工作。
１６日　蓬安县工业园区万头ＰＩＣ生猪养殖基地奠基开工。
１７日　朱德故里 “中国水利水保林”景观工程通过省级验收。

２２日　中组部、团中央组织的赴川 “博士服务团”到南充作专题报告。

２２日至２４日　浙江省企业家对口帮扶工作考察团到南充考察 “浙江省—四川省新村扶

贫工程”等对口帮扶工作，并召开了 “南充市—浙江省对口帮扶工作座谈会”。

２４日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邓智龙、赵鲁川考察南充汽车汽配产业。
是日　 “全国社会艺术考级川东北报考处”和 “四川省灵志艺术人才教育研究院川东

北艺术培训中心”在南充日报社挂牌成立。

是日　仪陇县新农村建设经验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县长培训班上作专题报告，并将其作
为教学典型案例。

是日　公安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督查长祝春林到南充调研公安工作。
２５日　南充在成都举行中国绸都·南充纺织服装项目推介会。中国法派集团、浙江信

达丝绸有限公司、深圳宏业投资控股集团等９家企业代表与南充市签订了１０个纺织服装项
目合作协议，协议总投资３４９亿元。

是日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１２０万吨扩量改造成功投入生产，实现了朱老总 “１００万吨原
油加工规模”的遗愿。

２９日　全市机关干部结对帮扶暨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３０日　全市机关效能建设、治理商业贿赂和纠风工作会议召开。
３１日　全省以工代赈项目示范村试点总结暨现场会在仪陇县果山乡梅子垭村召开。
是月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报道南充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袁玉军和王扶玖先进事迹。袁玉军是高

坪区东观镇火光村三峡移民，王扶玖是阆中市二龙镇仓房沟村党支部书记。

是月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脱蜡车间工蔡永宏被中油集团公司聘为首批技能专家。他是
南炼总厂建厂４８年来被聘为技能专家的第一位工人。

是月　全市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资金１０６７４万元 “一折通”全部兑付到种粮农民手中。

是月　高坪区被中国食品工业花卉食品专业委员会评为 “中国冬菜之乡”，青居镇被评

为 “中国冬菜第一镇”。

６月

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招商引资和工业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丝纺服装、石油化工、汽车
汽配、农业产业化４个产业推进办公会，分别由１位市委副书记和３位市委常委直接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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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负责四大产业的做强做大和外资项目的引进工作。

２日　南充举行罗瑞卿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解放军总参谋部、公安部等１０家
单位的机关领导和外宾向罗瑞卿纪念馆捐赠人民币１５６万元。
６日　市委专题研究自主创新和文化发展工作。
是日　全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攻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全市攻坚破难，奋战

百天，迎接创优检查。

是日　无量宝塔 （高坪区宋代白塔）、玉台山石塔 （阆中市）、张澜旧居、醴峰观 （南

部县）、朱德诞生地等５处文物保护单位列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川北灯戏、

川北大木偶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日　 “健康快车”抵达南充市，眼科专家和医护人员免费为１０００名白内障患者实施
复明手术。

６日至７日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到仪陇县调研新农村建设工作。
７日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启动。
１０日　全市首个村级工会在高坪镇北斗坪村成立。
是日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高层专家组考察南充核电项目选址，并与市政府领

导会商相关事宜。

１１日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杜满希考察阆中市旅游业，并就阆中市与法国开展商务合作、
缔结友好城市进行洽谈。

１２日　中英天文学家在西华师范大学就星团恒星的质量分层进行研讨。
１３日至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刘伯忠率各专委会、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

人到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和市本级对开展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工作进展情况进行

视察。

是日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专题调研阆中市义务教育阶段保障机制落实情况。
１６日　市委书记王宁主持专题听取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工作情况汇报会。王宁强调，

创优工作进入 “百日冲刺”关键阶段，必须再鼓干劲、再添措施、再加压力，确保创优一

定成功、城市面貌一定发生变化、人民群众一定普遍满意、旅游产业发展一定高起步目标

实现。

１８日　市图书馆新馆奠基。项目投资８００万元，占地１２亩，建筑面积５６００平方米。
１９日　阆中·落下闳·天文学术研讨暨中国天文学会第六届张衡学术研讨会在阆中市

开幕。

是日　 《嘉陵江流域 （南充段）旅游开发总体规划》通过省专家评审。

２１日　四川省投资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湖北武汉举行。南充签约项目６个，总投
资２９亿元。同时，南充市政府与十堰市政府签订了建立友好城市合作框架协议。
２７日　市政协主席任德俭主持召开市政协三届十一次常委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建

设嘉陵江中游绿色生态屏障的调查与建议》和 《关于夯实中国绸都发展基础，重铸南充丝

绸产业辉煌的调查与建议》。

２７日至２８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忠，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到南部
县升钟水库淹没区调研，考察南充市旅游业和工业发展情况。

２８日　市委印发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

是日　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调研兰渝铁路南充段建设情况，希望南充能与亚行一道，
共同将兰渝铁路南充段建成 “希望之线”。

２９日　市委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５周年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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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３０日　 “中国冬菜之乡”誉名庆典暨烟山味业冬菜加工基地开工奠基。

７月

５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忠寄语南部县罐垭村 “把罐垭村建设成我省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点”。

６日　全市科学技术大会召开。会议强调，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为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接见受到党中央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雍
宗满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中伯。

１０日至１１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与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到
仪陇县调研朱德故居纪念馆保护修缮工程进展情况、朱德故居纪念园区建设情况。

１３日　全市首条政务热线——— “阳光政务热线”在南充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开播。

是日　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座谈会召开。
是日　电影 《少年朱德》拍摄启动。

１７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全市抗灾救灾工作、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进展等工作。
１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西充县察看旱情。
是日　工行南充市分行与南充职业技术学院签订 “银校合作”协议。

２０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接见优秀蚕农专家罗先锋，并鼓励罗先锋继
续努力，把 “先锋模式”进一步推广，促进老百姓脱贫致富。

２５日至２８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调研南充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调研组认为，南充
“四权模式”（村党支部领导权、村民会议决策权、村委会执行权、群众监督权）、“三满

意”等基层组织建设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

２６日　南充成为全省首个实现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市县联网的市。
２７日　省委宣传部组织１０余家新闻媒体记者采访南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机动中队民警

李坤阳。李坤阳秉公执法，严以律己，“六亲不认”，誉为 “黑脸”交警。他从警２０年，做
好事２００余件，参加抢险救急、破获案件及追捕肇事逃逸案件１０余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
失１０余万元。李坤阳先后获得 “四川省优秀警察”、“南充市劳动模范”、“公安部预防特

大交通事故百日竞赛先进个人”等称号。８月４日，四川省公安厅与南充市委、市政府在果
城会堂举行李坤阳事迹报告暨 “人民的好警察”命名表彰大会。省公安厅给李坤阳记个人

一等功，市委、市政府命名李坤阳为 “人民的好警察”并为其记二等功。９月５日，李坤
阳获全国交警系统 “执法标兵”称号。

２８日　市委召开９县 （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集体谈心会。会议要求，各县 （市、

区）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坚持发展为要、振兴一方经济，坚持惠民为先、造福一方百姓，

坚持和谐为基、确保一方平安，坚持抓好班子、带好一方队伍；坚持廉洁为重、树立一方

要正气。

是日　阆中市五马乡董家营村、嘉陵区龙池乡梓?庙村等９个村纳入２００６年国家扶贫
开发构建和谐新村试点。

３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嘉陵区大通镇、安平镇、金凤镇等偏远旱山村检查
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３１日　中瑞财团董事、中国法派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彭星到南充考察建立西部服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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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是日　市委、市政府对全力打好抗旱防汛救灾攻坚战进行动员部署。
是月　都京丝纺服装工业园区建设启动。该园区位于高坪区都京镇，首期规划１００余

亩，融丝绸加工和服装生产于一体。

是月　西山风景区入口广场建设启动，项目投资１０００万元。

８月

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高坪区浸水乡调研旱灾情况、看望受灾
群众。

２日　顺庆区滨江社区成为全国 “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

是日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到南充考察旱情。
６日　南部县 “新农合”经验在全国推广。

７日　重大题材电影 《沉默的马鞍》在南充开机，朱德儿媳赵力平、朱德生前秘书徐

建柱参加开机仪式。

８日　由重庆劲松纺织有限公司、重庆东方纺织有限公司等１３家纺织企业组成的考察
团到南充嘉纺集团、潆溪工业园区、城南工业集中区、南充光彩大市场、南充云禾印染有

限公司进行投资考察。

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回良玉到
南充视察旱情，慰问群众。５月中旬以来，南充绝大部分地方滴雨未下，干旱肆虐，遭遇了
１９５９年以来最严重的夏伏旱，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１４日　西山广场景观工程动工。该工程总投资约６００万元，面积约７０００平方米。
是日　全市抗旱救灾暨 “三秋”生产现场会在蓬安县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千方百计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为老百姓增收找门路。

１８日　仪陇县新政嘉陵江大桥正式合龙。
１９日　阆中张飞牛肉公司和鸿宇冷冻食品公司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农产品加工

示范企业。

２３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郭永祥到南充调研抗旱减灾及晚秋生产情况。
２４日　南充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省检”暨千人上街规范行人通行秩序动员大会

召开。

２７日　市规划展览馆开馆。项目投资２００余万元，建筑面积１１００平方米。
２８日至３１日　省创优检查组对 “南充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进行检查，南充市创

优顺利通过省检

２９日　全省晚秋生产现场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高度评价南充市抗
旱减灾晚秋生产经验。

是日　田家炳为 “西华师大田家炳教育书院”揭牌。书院位于西华师范大学新校区，

由香港著名人士田家炳先生捐资３００万元修建。
是日　在创优工作中编排的展示南充地域特色文化的大型歌舞 《嘉水绸韵》在南充大

剧院成功演出，《嘉水绸韵》以栽桑、养蚕、织绸、卖绸贯穿始终，体现了厚重的丝绸文

化、川北民俗文化、嘉陵江文化。获得了创优省检查组的高度评价。

３０日至３１日　全省农村公路建设现场会议在南充召开。副省长王怀臣要求各地学习南
充农村公路建设的 “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交通牵头、社会参与”的联动机制，推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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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建设、管理、养护、运输”一体化发展。

３１日　市特勤消防中队及消防指挥中心驻地动工。该项目占地３０亩，建筑面积９８００
多平方米。

是月　营山县被命名为冰糖柚、优质水稻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是月　保宁醋以品牌价值１６３亿元荣登 “首届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百强榜”第５４名，

全省共７个品牌入榜。
是月　市政府确定全市１２０户企业为重点支持企业 （２０户为龙头倍增型企业，１００户

为成长型企业）。

是月　全市实施 “残疾人安居工程”。项目共投入资金３００万元，对６００余户农村残疾
人进行危房改造。

是月　 “中英大龄女童”培训项目让仪陇县１９５０名女童受益。
是月　全市采取 “两保三防” （保人饮、保苗木，防火灾、防疫病、防大汛）措施，

投入抗旱资金７６９９万元，投入抗旱提水设备５７３万台套，缓解了人畜饮水困难。

９月

５日　全市启动 “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

６日　杭州市委、市政府捐赠仪式在南充举行。杭州向南充捐赠５６０万元项目资金，并
另单独向遭受旱灾损失严重的西充县捐赠救灾款１５万元，向阆中市、嘉陵区各捐１０万元。

是日　朱德文物暨文史资料捐赠仪式在北京举行。
是日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南充康达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获评 “四川省创新型企业”。

６日至８日　南充生物能源项目考察团到吉林省吉林市考察燃料乙醇项目。
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在北湖宾馆会见东

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助理、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双方就共同努力做强做大汽

车汽配产业交换了意见。

１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崇禧到南充调研。
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南充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迎 “国检”动员大会。

１５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市政协主席任
德俭调研创优重点工程南门坝生态公园建设情况并参加植树活动。

是日　农业部出资扶持的仪陇县 “千万养兔工程”定点培训班在该县绿原兔业发展中

心复兴镇大型繁育场开班。

１８日　诗画作品集 《人民的光荣》和 《永恒的足迹》在北京首发。这是由中国将军书

画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仪陇县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和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
联合主办的宣传画册。

１９日至２２日　国家旅游局对南充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验收。２２日，检查验收
组宣布南充创优顺利通过国检。

２１日至２２日　参加 “光彩事业仪陇行”的省内２５个知名民营企业向仪陇县捐资２１８
万元和６０组优质兔，用于帮扶村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发展医疗教育事业和促进产业发展。

２３日　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认定南充饮用水源达到国家标准。
２８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总结通报了南充创优工作，要求要大力弘扬 “同心同德、攻

坚破难、创优争先、实干兴业”的创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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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等领导出席仪陇县马鞍镇
蓝天希望小学竣工仪式并剪彩。

２９日　全省晚秋生产现场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在讲话中高度评价
南充市在抗旱减灾中的晚秋生产经验。

是日　老字号保宁蒸馍、保宁醋、烟山调味品、鼎兴食品进入商务部首批 “中华老字

号”公示名单。

１０月

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南充视察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检查灾后自救工作。温家宝在高坪机场刚下飞机，便径直到嘉陵区大通镇泥土村与村民亲

切交谈，询问受灾情况、秋粮秋收情况和具体困难。这是温家宝第４次到南充市视察。
９日　中共南充市委三届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７年１月中旬在南充召开。
１０日　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高坪区青松乡签订帮扶协议，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１００万元帮扶该乡双黄村发展经济。
是日　嘉陵江第一曲流通过省级地质公园评审。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实施蚕桑 “百万工程”的意见》。

１９日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部原部长唐克碧个人捐资修建的净诚安乐养老院在仪陇
县赛金镇竣工。

２０日　省公安消防部队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暨 “三基”工程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南充市

召开。

２１日至２２日　欧盟能源技术专家和农业部规划院、中国农村能源协会、西北农林大学
等专家考察中荷合作项目———四川省阆中市中荷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培训中心。

２２日　中组部组织局副局长张国隆到南充调研党内民主建设情况。
２４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前往北京，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刘宝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石油科技管理部总经理袁士义，中石油勘探与生产公

司总经理赵政璋，就南充市石化工业的发展前景、资源优势、地理优势和南充生物能源项

目情况进行交流探讨。

２８日　南充光彩大市场开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宣布开业。大
市场位于嘉陵区，规划总占地１５００亩，总投资１５亿元，总建筑面积１２８万平方米，是西南
地区首家一站式、多功能的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２８日至２９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率全国工商联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考察团到仪陇县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情况。

３０日　泰国国家旅游协会考察南充旅游。
是日　 “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在仪陇县举行。

３１日　南充市 “两路一桥” （顺庆区潆溪镇至仪陇县新政镇公路、新政镇至马鞍镇公

路、新政嘉陵江大桥）正式通车。

是月　市政府批准宫廷宝扇、嘉陵江船工号子、坐歌堂 （哭嫁歌）、仪陇民歌、巴象鼓

舞、水龙、翻山铰子、蚌舞、阆中皮影 （王皮影）、何家班皮影 （马王皮影）、金钱板、南

隆评书为南充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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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

１日　朱德故居纪念馆汉白玉广场暨军功道工程竣工。该工程由成都军区捐资３４５万元
援建。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兰天化工、顺城盐化、石达化工、东风南充汽车等
企业调研生产情况。

３日　中央电视台 “心连心”艺术团带着党中央、国务院对老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到

仪陇县进行主题为 《蜀水欢歌》的慰问演出。

６日至７日　全国西南片区农村公路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南充召开。交通部副部长冯正霖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充分肯定了仪陇县农村公路建设的经验。

７日　 “中国·四川·营山首届旅游文化节”在营山县太蓬山开幕。

是日　国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到南充调研文物保护情况。
９日　国家旅游局批准并命名南充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向南充颁发了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标志雕塑———马踏飞燕。

９日至１０日　省委副书记甘道明到南充调研工业工作。
１０日　以 “拜仪陇朱老总故里，品南充嘉陵江风情”为主题的旅游推介会在重庆举

行。重庆１２家旅行社与南充６家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
是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调研朱德

故居纪念馆陈列布展情况。

１２日　肯德基全国青少年三人篮球冠军挑战赛南充赛区比赛结束，南充高中的 “南高

十三大队”夺得冠军。

１３日　南充纪念朱德诞辰１２０周年活动筹备动员大会召开。
１４日　全市抗旱减灾总结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在营山县召开。会议强调，着

眼长效抗旱，打好农田水利建设攻坚战；积极落实以旱制旱、以改制旱、以早制旱、以技

制旱等措施，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调整农业结构，增强抗旱减灾工作实效。

１６日　南充优势产业项目推介会暨合作项目签约在仪陇县举行。签约合同项目５３个，
总投资１８５８亿元，其中，仪陇县签订合同项目１６个，总投资总６６８亿元。
１７日　升钟水库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调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升钟水库库区

水污染和生态环境现状开展了专题讨论和研究，针对性地提出了水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环

境保护方法。

是日　由省发改委组织的川东北经济区区域规划及２００７年工作思路座谈会在南充召
开。会议指出，把川东北放在新的空间进行审视，有着相当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川东北所

涉及的６个市要打破长期以来各自发展、自我封闭的旧理念，实现区域联合、联动的科学
发展和长远发展。

是日　全省唯一的蚕茧丝绸工程技术中心落户南充。
是日　全国农村妇女科技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在南充开班。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的１００

多名科技致富带头人参加培训。

是日　全国首条ＧＭＰ保健醋车间在阆中市建成。
１９日　南充旅游推介会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少雄，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李洪仁，副省长柯尊平，省政协副主席王恒丰和成都市、省旅游局等领导出席。

２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城南工业集中区服装工业园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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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新华社、 《四川日报》等１８家中央、省级媒体组成新闻采访团到仪陇县集中
采访。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升钟水库淹没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委、省
政府确定的 《南充市升钟水库淹没区扶贫开发总体规划》，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强力推进库

区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２１日至２２日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欧泽高到南充调研公安工作。
２３日　全国各地 “科技致富大王”进仪陇· “两牵手一扶持”活动在仪陇县马鞍镇

启动。

２４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到阆中市人民法院和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
２４日至２５日　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到朱德故居纪念园，为其援建的 “政府法制林”

揭幕。项目占地面积３０亩，投资１６９万元。
是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腾文生到南充考察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陈列布展工作。
２６日　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纪念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晚会——— 《人民的光荣》在南

充大剧院举行。

２７日至２９日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调研仪陇县新农村建设。
２８日　中央军委捐赠的朱德铜像揭幕。
是日　成都海关驻南充市办事处开关。
２９日　全省开发区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督察组督察南充消防工作。
是日　省人口和计生工作新机制建设研讨会在南充召开。
３０日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农办、省精神文明办等７部门联合举办的 “农民读书节”

在市北湖广场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宣布 “农民读书节”开幕。

是日　由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承办的
“三农”读物出版发行研讨会在南充召开。

是月　 《四川省纺织服装发展产业指导意见》将南充丝绸服装产业集群列为全省五大

产业集群进行重点培育，将成南高速公路至达州沿途培育成四川省纺织工业走廊。

是月　阆中市、营山县在２００６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发布暨第
三届中国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获得 “２００６年度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
强”。

１２月

１日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等中

央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和朱德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原身边

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等出席。

３日　仪陇县体育馆奠基。该馆占地２７亩，是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育局从中国体育彩
票公益金中出资５００万元资助的 “雪炭工程”。

是日　电影 《元帅的童年》（原名为 《沉默的马鞍》）在仪陇县放映。

是日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重新开放。该馆改扩建后，面积由原来的２６００平方米增加
到３７７６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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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至４日　 “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仪陇县举行。

４日　嘉陵江生态文化之旅在南充码头启航。
是日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标志 “马踏飞燕”在成南高速公路嘉陵区出口处揭幕。

是日　市城南服装工业园开园。该工业园区规划面积２１６平方公里，一期工程占地
１０００亩。

４日至５日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督查组检查指导南充农民工工作及劳务开发情况。
６日　市总工会及９县 （市、区）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全部建成。

７日　四川三坝核电站现场可研启动。可研专题共５４个。四川三坝核电站已完成核厂
址初选、通过初可研评审工作。

是日　南部县成功创建为省级生态示范区。
８日　南充 “东桑西移”工程通过省检查组验收。

是日　朱德故里———琳琅山风景区国家４Ａ旅游区揭牌。整个景区规划面积５２５平方
公里，核心景区２９４平方公里，该景区是国家１００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是日　蓬安县中坝村荣获中国魅力乡村 “和谐共进奖”。

１０日　南充姑娘贾童在第１５届多哈亚运会女子跳水双人十米台决赛中夺得金牌。
１２日　四川省纪念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在仪陇县举行。座谈会由省委副书记、

省长张中伟主持，省委书记杜青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杜青林、张中伟、秦玉琴等亲

切接见了朱德同志亲属。会后，杜青林一行参观了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朱德同志故居纪

念园区，瞻仰了朱德同志故居。

１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调研市城南服装工业园、南充石达化工有限公司、东
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并乘船考察了嘉陵江旅游开发。

是日　全市丝纺服装产业推进暨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丝纺服装产业必
须以园区为载体，走产业化、集群化发展道路。

１４日　全省革命老区发展论坛在南充举行。
是日　川东北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１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顺庆区学院街社区看望慰问帮扶对象，并

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

２０日　南充石化工业战略专题报告会举行。
２７日　中国革命纪念馆发展年会暨共和国领袖诞生地合作发展论坛在仪陇县举办。中

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邓小平故里管理局等全国４０多
个革命纪念馆和共和国领袖诞生地的代表出席。

是日　全市３８４个乡镇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
２８　日　南充市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市级４２个部门３８６个审批项目进入政务服务

中心。

是月　南充康达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入选省第１１批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至此，南充共有４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是月　联合国命名阆中市为 “千年古县”。

是月　营山县朗池镇土梁村被全国老龄办授予 “全国敬老模范村”称号。

是月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原部长、仪陇县赛金镇净诚安乐养老院院长唐克碧荣获全
国 “中华孝亲敬老楷模”奖。

是月　南充市残疾人运动员郭泥在马来西亚第九届亚洲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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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田径比赛，获得三枚金牌、一枚铜牌。

是年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年度原油加工量突破１００万吨，达到１０２１２万吨。
是年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研发的４个系列ＣＮＧ单燃料发动机被列入２００６年国家重

点新产品计划。

是年　市辖３区７５万平方米农民还房竣工。６６６５家被拆迁户搬进新居。
是年　全市城镇６３３个家庭、２０００人获得每人每月３０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家

庭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是年　市政府承诺 “十件实事”全部完成。全市完成农民工培训２０７万人；１５９万
特困人口实现 “越温脱贫”，４５５万低收入人口生产生活得到改善；升钟库区扶贫开发累
计完成投资１７８亿元；新增就业４３万人，领取 《再就业优惠证》人员实现再就业１９９
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１８５万人；发放城镇低保金１２亿元；超过２５
万名机关干部参加结对帮扶活动，帮扶困难群众近３万人；开办慈善 “爱心超市”１１家；
创建示范社区４０个；完成城市拆迁还房建设任务。

是年　全市投入４５００万元、建设８０万亩国家大型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项目涉及南
部县、西充县、嘉陵区。

是年　嘉陵区、阆中市、西充县、仪陇县被列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范围。
是年　全市安全生产推行抵押金及安全事故赔偿金等制度。
是年　南充猪肉直接出口实现零突破。
是年　全市１１家企业跻身全省第四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行列。
是年　全市完成１５６个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和４８１个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配置。
是年　全市各县 （市、区）撤销区工委、区督导办，撤减乡镇７１个、街道办事处３

个，精简领导职数４３９名。
是年　全市遭遇了自１９５１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夏伏旱。１７万口塘堰干涸，　

１９３３条溪河断流，５２８万人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８亿元，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１５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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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

１月

１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蒋巨峰到升钟水库库区调研。
５日　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２００７年实施 “十大惠民行动”。即促进就业、最低生活

保障、教育资助、医疗保障、农村交通建设、安全饮水、农民工培训、农村安居、扶贫解

困、生态环境保护。

是日　四川嘉纺集团差别化功能型面料开发、南充六合集团高档丝绸产品和出口服装、
四川伊格尔纺织品公司特宽幅高经密大提花绸缎系列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中央财政

５００万元 “纺织专项”资金支持。

６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顺庆区大林乡访贫问苦。
７日　广安党政代表团考察升钟库区扶贫开发工作。
是日　仪陇县纪委、监察局被授予 “全国纪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是全省唯一

获此奖项的县级纪委。

８日　中共南充市委三届六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王宁受市委常委会委托，向全会报
告了市委常委会２０００年工作；会议选举产生了南充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候选人。全会要
求，要紧紧围绕 “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南充”主题，突出 “一手抓产业培育促进发

展、一手抓解决百姓疾苦促进和谐”的工作重点，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川东

北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进程。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

９日　省委巡视组与南充领导干部见面会召开。正式对南充开展市、县两级领导班子
及成员巡视活动。

１１日　阆中醋业公司建成西南首个空气洁净度为１０万级以上并通过 ＧＭＰ认证的保健
醋生产车间。

是日　新加坡、泰国、印尼三国部分旅行社组团考察阆中市。
１２日　全市第二届旅游发展暨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１３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振寰，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

到南充部分企业走访慰问特困职工，看望困难劳模。

１４日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到仪陇县新政镇九岭场村、市农科所调研。
１８日　浙江省对口扶贫工作代表团到南充考察 “浙川新村扶贫工程”。

２０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ＣＮＧ装试中心竣工投产。
２１日至２２日　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到嘉陵区、南部县、仪陇县调研。
２２日　全市 “社保进社区”培训会召开。

３０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到仪陇县参观了朱德纪念园区，
并慰问了贫困妇女。

是月　四川保宁蒸馍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保宁）、四川保宁醋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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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宁）、四川鼎兴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鼎兴）、南充烟山味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商

标：烟山）、四川川北 （凉粉）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川北）、四川张飞牛肉有限

公司 （注册商标：张飞）、南充市金巴蜀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佳客来）获首批 “四

川老字号”称号。

２月

１日　中共南充市委三届七次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三届市委工作报告、市委
《关于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八次全会精神，构建和谐南充的实施意见》和召

开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

３日至６日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王宁作 《坚持科学发展、构建

和谐南充，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的主题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

充市第四届委员会和中共南充市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６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一次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充市第四届常务委员
会书记、副书记、常委。王宁当选为市委书记，高先海、胡文龙当选为市委副书记。王宁、

高先海、胡文龙、向东、李志杰、蔡勇、刘强、唐文金、马道蓉、谢华国、李树林当选为

市委常委。会议批准市中共南充市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

副书记和常委，胡文龙为市纪委书记。

是日　在市纪委四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产生了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委，报中共南
充市委批准。

６日至１０日　政协第三届南充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
席任德俭关于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

论了市委书记王宁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

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任德俭辞去三

届市政协主席职务的决定，选举杜光辉为市政协主席。

８日至１２日　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高
先海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９日　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动员大会。
是日　空客３１９客运班机首次飞抵南充。
１１日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欧泽高调研南充信访工作。
１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嘉陵区大通镇泥土地村和龙台寺村访贫

问苦。

是日　南充启动 “儿童福利机构设施建设蓝天计划”和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建设

霞光计划”。

是日　顺庆区华凤镇等６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入选全省第二批民间艺术 （特色文

化）之乡。

１５日　西山风景区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挂牌仪式举行。
２２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嘉陵区指导春耕生产。
２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工业经济工作。
２６日　全省增粮增收 “三百”科技示范工程川东北片区在嘉陵区大通镇龙台寺村启

动，省委常委、副省长郭永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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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市集中接待群众来访活动大厅接待来访
群众。

是日　２００７年南充 “春风行动”大型现场招聘会举行。１５６家市内外大中型企事业单
位进场招聘，共提供１７个行业、１０２个工种、６０００余个就业岗位。

３月

１日　省委、省政府目标考核组到南充全面考核南充市２００６年工作。
是日　仪陇县惠民村镇银行和仪陇县惠民贷款公司挂牌。仪陇县惠民村镇银行是全国

首家村镇银行，是全国最小的银行。

４日　 “与文明同行，做可爱的南充人”公民道德主题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５日　纪念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９７周年暨首届 “南充十大杰出女性”颁奖典礼

举行。

６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市集中接待群众来访活动大厅现场接访。
是日　全市人才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对全市第四批拔尖人才进行了表彰，并对第一

批市级产业人才开发示范对象命名。

１２日　嘉陵江中游船工号子、婚嫁歌、巴象鼓舞、翻山铰子、川北灯戏、川北大木偶
戏、阆中皮影戏、何家班皮影戏、金钱板被列为２００７年第一批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日　顺庆区获得由中扶富强投资、中扶基业担保、中国和谐文化公司联合海内外黄
氏集团、东方国际集团等大财团捐赠１０００万元 （人民币）扶贫资金。

是日　文化部、财政部为南充配送价值３０多万元的一辆 “流动舞台”车。

１３日　省委副书记陶武先到南充调研大春生产和冬春旱情等情况。
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伯忠主持召开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市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

１４日至１６日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欧泽高到南充调研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
动情况。

１５日　市委召开 “创新理念、开拓进取，在推进科学发展上有新突破”研讨会。

１８日　经铁道部批准，南充至广州的 Ｋ５８５次列车正式图定 （被纳入火车时刻表、在

全国实行联网销售火车票）。４月１７日，该次旅客列车在南充火车站始发。
１９日　市委召开 “联系群众、关注民生，在促进社会和谐上有新作为”专题讨论会。

２０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高坪区小龙镇川主庙村调研。
是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承担的 “中型客车用ＣＮＧ发动机研制与开发”项目合作

单位协作会召开，该项目被列为国家 “８６３”（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
２１日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宜林到南充检查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生

产工作。

是日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专家组考察仪陇县新农村建设。全国工商联与仪
陇县签订了整村推进生产性扶贫项目资金管理合约。

２２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中医药发展的决定》。

２３日　南充成为全省除成都外唯一取得合法检测苏丹红资格的市 （州），为确保食品

质量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

２６日　市委召开 “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在廉洁从政自律上有新形象”专题讨论会。

是日　市委召开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增强执行力上有新提高”的专题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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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日　市广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鲜有机蔬菜直销香港。
是日　央视到阆中市拍摄大型文献片 《千年古县》。

２８日　全市首届健身气功赛举行。
是日　１００个社区被命名为 “南充市百家示范社区”。

３０日　川东北最大肉鸡养殖基地落户蓬安县。
是月　南充获得 “亚运会突出贡献”奖，省委、省政府奖励南充１５万元用于培训体育

人才。

是月　高坪区、蓬安县、阆中市、南部县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仪陇县新政城市生
活垃圾填埋场和南充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共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３０００万元资金支持。

４月

１日　市委常委会传达随省党政代表团到内蒙古、浙江等５省 （区）学习考察主要精

神。会议指出，实力靠产业、产业靠项目、项目靠环境、环境靠营造。必须集中精力抓产

业，突出重点抓工业，只有实现了工业的突破性发展，才能实现产业的突破性发展。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

是日　全市蚕桑 “百万工程”育苗暨春蚕生产现场会在西充县召开。

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南部县工业集中区调研工业发展情况。
４日　东风公司总部投资８５００万元，支持东风南充汽车公司货厢扩能、ＣＮＧ项目及信

息网络建设。

９日　省农民工培训工作调研组到南充市调研农民培训工作。
是日　投资总额达１２亿元的仪陇２２０ＫＶ输变电工程开工。该项目是四川电力公司实现

“一强三优”目标的关键性工程，对改善南充市北部电网供电质量，促进工业生产和经济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

１１日　全省人才工作培训会议在南充召开。省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各市 （州）近２００
名代表就人才开发、引进、培训等进行了交流。

是日　全省百名医疗人员 “物质依赖治疗”最新进展学习班在南充市身心医院开班。

是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到仪陇县龙岗气田调研。
１２日　亚洲发展银行调研组到南充调研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就业服务国际合作项目。
１７日　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崇禧，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到南充调研

新时期群众工作。

１８日至２０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高鸿滨到南充调研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工作。
１９日　全市工业工作会在南部县召开。会议要求，发展工业是南充实现跨越发展的必

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产业兴市、工业强市”战略，坚定不移地实践 “产业是支

撑、项目是载体”的理念，促使各方面力量向工业集中，各项政策向工业倾斜，各种要素

向工业汇聚，实现工业突破性发展。

是日　资阳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精神文明 “连片创建”工作。

２０日　全市振兴川剧工作座谈会召开。
是日　南充市川北灯戏剧团成立。
２３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十一五”时期南充市 “十大惠民行动规划方案”》和

《２００７年南充 “十大惠民行动”实施方案》。

是日　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南充赛区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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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　全省学习黄凤林先进事迹、推广 “水观经验”现场会在阆中市召开。会上，阆

中市水观镇党委书记黄凤林被省委授予 “全省优秀乡镇党委书记”称号。

２６日　全省饮水安全惠民行动工作会在仪陇县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南充解决群众安
全饮水取得的成绩，号召全省各市、州积极推广南充解决饮水安全工作的经验。

２７日　南充与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合作座谈会召开。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
行行长魏维表示，将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给予南充大力支持

和帮助。

２８日　全市学习黄凤林先进事迹、推广 “水观经验”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各级

各单位要学习水观镇加强党风、政风建设经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和谐南充市

建设。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群众工作的通知》。

２９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青林到南充调研南充炼油化工总厂、四川保宁
醋有限公司、四川银河地毯有限公司、四川张飞牛肉有限公司、南部县金泰纺织有限公司

等工业企业生产情况。

是日　潆华工业集中区开工。集中区规划面积７０００亩，分工业加工、拆迁还房和商业
物流片区，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５７亿元。

是月　蓬安县城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５月

６日　顺庆区大磨湾自然生态园区、西充县广丰农业生态园区、西充中学人居活动生
态园区、南部县灵云山自然生态园区、营山县锁水农业生态园区和蓬安县白云寨自然生态

园区被命名为 “四川省生态小区”。

７日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春飞日化股份有限公司、汇龙食品
有限公司、阆州醋业有限公司、南充绿宝菌业科技有限公司、奥龙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景

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省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１０日　ＳＩＹＢ中国项目ＳＹＢ南充创业培训班开课。
１２日　兰 （州）渝 （重庆）铁路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建设，确定线路途经南充。该

路全长约８００公里 （南充境内１８６９７公里），等级为一级、双线，设计时速１６０公里／小时
至２００公里／小时。项目估算投资 ５５５亿元，由铁道部和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合资
建设。

１６日　在省第九次党代会上，市委书记王宁、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岚、南部县
寒坡乡四房嘴村支部书记雍宗满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１７日　市总工会启动 “促进就业、金秋助学、医疗救助、农民工素质提升、困难职工

帮扶、安全健康”惠民帮扶措施。

２０日至２１日　浙江省金华市向营山县捐赠帮扶资金３３５万元。
２２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二次全会召开。会议传达了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省统筹城

乡发展工作会议和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市委书记王宁作重要讲话。

是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与南部县重点企业四川南蕾气门座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

是日　南充５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全国第七届残运会，夺得金银牌各一枚。
２２日至２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蓬安县下河街、长梁乡中坝村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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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区大林乡大林寺村调研。

２４日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贾承造，中石油勘探与生产公司总经理赵政
璋，西南油气田公司总经理李鹭光到南充炼油化工总厂调研。

２４日至２６日　全国党建研究会 “县乡两级党委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领导典型

调研”课题调研组到南部县升钟库区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２５日　全市首家少年军校在南充十八中成立。
是日　南充·上海投资合作座谈会暨王云教育基金捐赠在成都举行。会上，上海四川

商会会长、上海明泉企业董事长王云向蓬安县捐赠人民币１２０万元，建立王云教育基金。
两地企业达成意向性投资协议３０个，金额近１０亿元。
３０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到东风南充汽车公司调研。
是日　上中坝嘉陵江大桥通车。
是日　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举办的 “扶残助学春雨行动”在阆中市

启动。

３１日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８次会议任命南充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为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

３０日至６月１日　省政协调研组调研南充 “十大惠民行动”实施情况。

６月

１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开展 “富民惠民，改善民生”作风建设活动有关工作。

是日　嘉陵江流域 （南充段）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建设现场会在蓬安县召开。

３日　全市乡镇生活污染治理工程启动。
４日　川北灯戏剧团进京参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表演经典剧目 《闹隍会》。该

节目是唯一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的节目。

是日　全市整顿规范旅游市场专项行动启动。
５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主持召开市政协三届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建设石

油天然气化工基地的调查与建议》和 《关于西部服装城建设的调查与建议》。

８日　全市召开开展 “富民惠民，改善民生”作风建设活动动员大会。市委印发 《关

于开展 “富民惠民，改善民生”作风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

是日　南充天然气化工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召开。
９日　市委印发 《关于贯彻落实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奋力推进 “四个跨越”的意见》。

是日　武警８７４０部队举行大规模防汛演练。
１１日至１５日　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王少雄率省委第三调研指导组到南充，就

南充贯彻落实省委八届八次全会以来一系列重大决策和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开展调研和

指导。

１２日　全省第六届老年人运动会太极拳 （剑）比赛在南充市举行。

１３日　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的６０多位天文学专家、学者在西华师范大学开展国际
引力波天文学术研讨。

１５日　全市３６处文物入选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嘉陵区调研畜牧产业发展情况。
２１日　省委决定，刘宏建任中共南充市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宁不再担任中共南充

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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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　 “党员服务队伍进社区”活动在顺庆区学院街社区举行启动仪式。

２６日　全市培育 “大企业大集团”工作启动。重点抓好石油化工、机械汽配、丝纺服

装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２６日至２８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调研。刘宏建强调，顺庆区
要发挥主城区比较优势，在南充市新跨越中率先发展；高坪区要强化产业培育，努力打造

工业集中发展区；嘉陵区要抓好工业招商引资，做大工业经济总量。

２７日　由渣打银行、华侨银行、东亚银行等驻川外资银行组成的 “外资银行四川行”

考察团到南充考察。

３０日　中国盐业总公司银港公司投资４亿元兴建的高密度超薄型纤维板项目落户南
部县。

是月　嘉陵区、南部县、营山县、蓬安县、仪陇县、阆中市纳入 “中西部农村初中校

舍改造工程”项目。

是月　由省发改委和西南油气田公司联合组成的天然气市场配置及补偿机制课题调研
组到南充调研。

是月　南充在全省率先推行 “粮食银行”。农民可以将出售商品粮后的余粮免费存储到

粮食部门，并领到一本储粮 “存折”，存粮农户可凭 “存折”随时提取。

是月　全市 “消除无电户工程”完成。该项目共投入３８００万元实施农网改造，为国家
电网直供电区域内最后一批无电特困户和五保老人共２５５１户购买供电设备。

是月　全市确定１２２个单位 （其中，中央、省属单位２９个）帮扶６４个城市社区，帮
扶情况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

７月

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高坪区永安镇青林村调研新农村建设。
２日至５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仪陇县、西充县、蓬安县、营山县就工业集中区、新农

村、农业科技公司生产基地等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３日　全市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会议在蓬安县召开。
５日　深圳中航集团公司向仪陇县捐资１００万元，用于新政镇新建小学。
６日　仪陇县、南部县、嘉陵区、蓬安县、营山县、西充县、阆中市、高坪区被国、省

确定为２００７年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县 （市、区），总规模１７２万户，国家投资１７２０万元。
８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青林到蓬安县、营山县部分灾区察看灾情，慰问

灾民。６月中旬以来，全市１８４个乡镇、近１６０万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３亿元。

９日　全市６户企业入选 “四川省建设创新型试点培育企业”名单。

是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南部县工业集中区、部分企业和农村调研。
９日至１０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阆中调研工业企业、旅游产业、城市建设、新农村建

设以及基层党建等工作。

１０日　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接受王宁辞去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

１１日　法国电力公司中国事务关系负责人到南充考察四川省核电及水电等项目。
１３日　南部县、仪陇县、阆中市列为全省首批扩权强县试点县。
１７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召开。会议总结分析了上半年工作，部署了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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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市委书记刘宏建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１８日至１９日　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刘宏建为南充市
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２０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南充炼油化工总厂调研。
２２日　央视戏曲频道 “名段欣赏”摄制组到南充拍摄川北灯戏专集。

２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服装生产工作。会议要求，要完善规划，加快园区建设；突出工
业招商，尽快引进一批企业；要加大对现有企业支持力度，挖掘潜能，扩大生产规模；要

进一步强化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２４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升钟库区调研。
２４日至２５日　交通部部长李盛霖调研仪陇县新 （政）马 （鞍）公路水毁及仪陇县通

乡、通村公路建设情况。

２５日　全省促进零就业家庭就业、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南充召开。
２６日　全省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在南充市启动。
是日　成都市武侯区向南充捐赠救灾款５０万元。
２７日　林强、黄凤林、汤敏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南充举行。
３０日　中国进出口５００强企业苏州国信集团与顺庆区签订意向投资协议，拟投资１８

亿元建设创业园区。

３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安全稳定工作。
是月　南充市国家二级邮区中心局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
是月　大连星球建设集团董事长王其浩回家乡西充县投资５亿元，在多扶镇扩建川沱

酒业生态基地，对川沱酒业实行控股经营。

是月　全市 “还林、还权、还利”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此次改革涉及１４０万农
户、５２０多万农民。

是月　南充１８家企业入选 “四川省２００强”，（其中，１２家中小企业被评为 “领先企

业”）。

是月　南充市招商团赴沿海４省、市招商，共签订正式合同项目２０个，投资额１０４２
亿元。

８月

１日　全市唯一的全军英模代表、阆中市金城乡二村民兵连长曹仁伟赴京参加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

是日　由台湾佳美集团投资８００万美元的南充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在蓬安县开工。
该公司是川东北地区最大的果品浓缩汁、蔬菜汁和水果、蔬菜罐头生产基地。

１日至４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赴浙江省参加浙江—南充对口帮扶工作座谈会并拜会湖州
市、金华市、温州市等领导，汇报和衔接了下一步对口帮扶工作。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接

见了南充党政代表团。

３日　全市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试点品种为水稻和生猪。试点承办机构为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南充市分公司，保费由中央财政、省财政各补助２５％，市财政补贴３％，
县 （市、区）财政补贴１７％，农民自筹承担３０％。
４日至５日　杭州市举办２００７年商帮文化论坛，南充被大会组委会授予 “商帮推荐投

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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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日　富达竹业有限公司等７户企业被列入全省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 “小巨人”计划。

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开发区工作。会议要求，要加大开发区建设力度，切实解决开发区
分布零散的问题；要准确定位，与３区工业集中区实现错位发展；要理顺体制，发挥开发
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８日　市委专题研究经济发展规划和重点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超前谋划，做好项目储备工作；要加大重点项目推进

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９日　市委专题研究石油化工产业发展情况。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石化产业发展，整
合资源，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恰当的时机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要发挥后发优势，

学习借鉴外地成功经验，做好规划，细化方案；要加大领导力度，落实责任，快速稳步推

进石化产业再上新台阶。

１０日　成都九龙集团九龙商会２３位企业家到南充考察。
１３日　成都市青白江区向南充捐赠救灾款１２０万元。
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伯忠主持召开市三届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

听取并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６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高坪区工业企业时要求，企业要加快技改步伐，
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群众安全饮水工作。会议要求，要千方百计保证城市居民用水
安全。

２０日至２１日　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调研南充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军队建设工作。

９月

４日　成都市高新区为南充老区扶贫、灾后重建捐赠２００万元。
５日　川中油气矿矿长谢军到南充考察。
５日至９日　南充专业招商团围绕做大做强东风南充汽车、延伸汽车汽配产业链，到浙

江省台州市、湖南省浏阳市、湖北省武汉市等地进行专题招商，并与湖南省浏阳市驰中汽

车车架制造有限公司签定了投资协议。

１１日　省委、省政府在广州举行 “广东知名企业投资四川恳谈会暨重大产业合作项目

签约仪式”。南充丝纺服装、农产品加工等６个项目集中签约，协议引资金额９９亿元。
１２日至１３日　省委、省政府在上海举行 “上海—四川产业合作座谈会及项目签约仪

式”。南充共有３个项目集中参加签约，总投资达３４亿元。
１４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调研南充惠民帮扶中心建设情况。
１８日　成都市建委向南充灾后重建捐赠８０万元。
１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城区察看房产开发、拆迁还房和水电气

建设遗留问题解决情况，要求要勇于直面问题，下定决心，分期分批一件一件去抓落实、

去化解。

２０日　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举行在京乡友 “迎中秋、庆国庆”联谊会。

１０月

２日　南充高中举行建校８０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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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日　市委专题研究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
１０日　 “工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跨越”研修班在蓬安县开班。

１１日　创国家园林城市专家组到南充考察。
１８日至１９日　副省长张作哈到南充调研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２３日至３１日　第十九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在南充举行。陕、甘、川、宁１２个城市

党政领导，成都市、广安市、达州市、遂宁市、湖北省十堰市等南充市友好城市党政领导

及５０００多位客商应邀参加西交会。本届西交会共推介项目５００多个，签约项目１９０多个，
投资额近９０亿元。
２４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暨市委中心学习组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省委

九届三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并结合南充市实际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

２６日　市委印发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通知》，对全市学习贯彻

和全面把握党的十七大精神作出安排部署。

２７日　南充市商业银行成都分行挂牌仪式及中小企业融资洽谈会在成都市举行。
３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城南、城东服装工业园和文峰石化工业园调研。
是日　南充市惠民帮扶中心举行揭牌仪式。
３１日　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工作会召开。

１１月

５日　市委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宣讲团成立暨宣讲动员会召开。
６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部分市政协委员视察全市人口与计生工作。
９日　 “和谐南充、激情绽放”广场群众文艺展演在市政新区人民公园举行。

１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项目推动工作。会议强调，要以项目为抓手、以项目为载体，通
过一批重大项目的有效实施，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牢固树立 “抓项目就是

抓发展、抓项目就是抓落实”的理念，抓好一批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

重大项目；要明确责任、健全机制，为项目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是日　由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世界银行主办的社区主导型发展与新农村
建设研讨会在南充举行。

１４日　省委宣讲团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报告会在南充举行。
１９日　全市 “天网”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２３日　市农村普法依法治理经验交流会在营山县召开。
２６日　省国资委国有企业改革调研组到南充调研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工作。
２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专题调研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３区工

业集中区建设和规划情况。

２９日至１２月２日　在中国民主同盟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民盟南充市委员会主任委
员朱家媛 （女）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１２月

３日　市开发区与嘉陵区、高坪区政府签订移交协议，将城南、城东服装工业园分别移
交给嘉陵区、高坪区政府。

４日至２２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带领由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目标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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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有关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到９县 （市、区）检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

政协工作的意见》情况。

６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专题研究城市第七次规划修编工作，要求
要突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目标，高质量做好第七次规划修编工作，为把城市实力做

强、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打下基础。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项目争取衔接工作。
是日　成都一汽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世胜和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徐爱群到南充考察。

７日　广东省潮州三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高坪区政府签约。由三环集团在高坪

航空港工业集中区投资２亿元兴建大规模电阻器用氧化铝陶瓷基体、压分瓷体等工业项目。
１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工业经济发展工作，要求要坚定不移地实施 “工业强市”战略，

把项目推动战略作为实现工业跨越发展的关键，加快工业集中区建设，抓好一批重大项目

和重点企业；要大力招商引资，深入推进投资环境改善；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主体，

营造发展氛围，为工业跨越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是日　市委、市政府聘请石化产业专家顾问座谈会在南充驻蓉办事处举行。市政府分
别向冯孝庭、索继栓、陈文龙、邹长军４位专家颁发了专家聘书。
１２日　省委书记刘奇葆到南充调研。刘奇葆指出，南充是革命老区和典型的丘陵地区，

要按照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取向，把南充建设成为更加富裕、文明、

和谐的城市；要发挥优势、挖掘优势、创造优势，重视和依托特色资源优势，做好资源就

地转化文章，走出一条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发展路子；要大力推进工

业化和城镇化，坚持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要大力发展交通，确立

在川东北交通枢纽地位。

１３日　市委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常委 （扩大）会议精

神，传达省委书记刘奇葆到南充调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定把南充建成川

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不动摇，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努力把南充的实力做强、

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不断增强集聚、辐射、带动和示范功能；要明确工作重

点，推进优势产业跨越发展，推进民生问题有效解决，推进体制机制加快创新；要以项目

为抓手、以项目载体，牢固树立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项目就是抓落实”的理念，大力

实施项目推动战略；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提

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１４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启动实施双向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和下中坝土地整治工作。
是日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李秉骥到南充考察。
１５日　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Ｂ·佐利克到南充考察世行项目实施

情况。

１７日　成都企业家投资考察团到南充进行投资考察。
１７日至１９日　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产生南充市出席

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５８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当选的南充市出席四川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后，由省人大

常委会对外公告。

１８日　江苏省雨润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蓬安县政府签订投资３４亿元、年屠宰
２００万头生猪项目协议。

２１日　全市工业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把加快工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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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切实抓好产业化推进项目、集中区建设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完善落

实产业配套政策，推进工业发展新跨越，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２５日　全省第二次市 （州）长工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主持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２６日　南充绕城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典礼、国道２１２线顺西段改造开工仪式、西充县南
（充）西 （充）输水工程通水庆典相继举行。

２７日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局局长王岚获得第七届 “全国十大杰出检察官”

称号。

２９日　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投资嘉陵区项目签约。该项目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１日开工，１１
月２６日一期生产线投产，创造了当年谈判、当年引进、当年投产的 “燕京速度”。项目一

期投资约１０亿元，产能达１０万吨，产值４亿元，创税收１亿元。２０１１年，年产能扩建为
３０万吨。

是年　全市启动农村乡镇学校教师周转房建设。至２００９年，完成５５２０套周转房建设
任务。

是年　全市抗旱水稻覆膜栽培示范推广３０００余亩。该技术是以地膜覆盖为核心，以节
水抗旱为手段，实现大面积水稻丰收的综合集成创新技术。

是年　全市小流域治理工程启动。
是年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ＣＮＧ发动机生产企业，年产１００００台天

然气发动机。

是年　全市兑现农民退耕还林补助款１８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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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１日　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宽幅高经密大提花织造技术，处于全国
同类技术领先水平。

６日　成都华西希望集团与嘉陵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华西希望集团加盟投资５亿元，
建设西南交通大学中川学院。

７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四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刘宏建作题为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

为指针，努力开创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坚持 “加快发

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工作取向，以实施项目推动战略为抓手，以加强党建为

保障，着力推进优势产业跨越发展、民生问题有效解决、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把南充市的

实力做强、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不断增强集

聚、辐射、带动和示范功能，努力把南充市建设成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

是日　全市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动员大会召开。会议强调，实施项目推动战略是实现建
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突出项目实施的主攻方向，抓好重大项目的

引进和争取工作，确保项目推动战略取得实效。

是日　阆中市、仪陇县获得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市）称号。

是日　南充选送的电影 《元帅的童年》、歌曲 《嘉陵江上大舞台》和长篇小说 《农民》

获得全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８日　香港利奥纸品印刷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梁镇华到南充考察。
是日　南充市级劳模荣誉津贴制度启动。３００多名劳模享受每月６０元的荣誉津贴。
９日　市委、市政府举行首届南充市道德模范颁奖晚会。奉崇权、侯方杰、杨友贵、刘

帮国、吕凤鸣、蒋俊、邓玉高、屈国礼、蒲小明、唐俊评为南充市首届 “道德模范”。

是日　中国石化川气东送指挥部副指挥长郑国生到南充考察。
１０日　市委专题听取全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１４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获得２００８年度国际整车市场出口许可证。
１５日　省盐业总公司南充配送中心竣工投产。配送范围包括南充市及广元市、绵阳市、

广安市、成都市等周边地区，是川东北最大的省级食盐配送中心。

是日　全市结对帮扶工作会议召开。
１６日　从２００８年春季起，中央财政、省财政为南充市投入３亿多元，免去全市近百万

农村地区学生的学杂费，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提高家庭经济

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补助标准。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顺庆区、高
坪区城区检查房产开发、征地拆迁及水电气问题解决情况。

１６日至１７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率中央督察组到南充督查今冬明春关心困难
群众生活工作，考察农村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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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日　副省长黄彦蓉到南充部分工业集中区、工业企业调研，并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１８日　全市家电下乡试点启动。
１９日　南充举行首届美食旅游节。
２０日　南充开往北京的Ｌ２１／２次旅客列车正式运行。至此，南充开通进京 （北京市）、

进沪 （上海市）、进穗 （广州市）旅客列车。

２１日　第一条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南充天益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成立。服务
范围覆盖３县３区２５５个乡镇、３０１７个行政村。
２３日　８６６头加拿大种猪从芝加哥市运抵南充。这是目前国内单次最大规模种猪引进

项目。

２３日至２４日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到南充调研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并走访慰问低保
户家庭。

２５日　全市落实 “项目推动战略”、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

２６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实施项目推动战略的意见》。

３１日　仪陇县村镇银行客户经理应邀前往中南海，参加国务院举行的 《政府工作报

告》征求意见座谈会。温家宝总理关注仪陇 “草根银行”，他说：“仪陇县惠民村镇银行在

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三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月

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到南充调研。
４日　山东齐鲁石化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吉富到南充考察。
是日　四川德瑞集团与嘉陵区政府签定投资项目协议。该集团拟投资２亿元在文峰石

化产业园建设德瑞化工园。

１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达成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工作。
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南充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
是日　中央电视台一套 《东方时空》播出高坪区公安分局老君派出所屈国礼先进事迹。

屈国礼是高坪区公安分局浸水乡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浸水乡山高沟深，交通不便，屈

国礼每天搭乘摩托车早出晚归，因警务室人少事杂，他就把妻子发展成没有报酬的 “编外

警察”，夫妻二人坚守山乡维护一方治安，播洒大爱收养孤儿的事迹经各大媒体报道后在全

国公安机关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劳模、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社

区驻村民警。

１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书长高先海到嘉陵区文峰
石化工业园、嘉陵工业园调研。

是日　南充市、阆中市、仪陇县、西充县入围 “四川十大快乐城市、宜居城市、管理

模范城市”网友推荐名单。

２０日　顺庆区华凤街道办事处，嘉陵区李渡镇等１２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安全工作

受到省政府表彰。

２１日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仪陇县 “人才＋项目 （资金） ＋基地”党建经验。
２３日　副省长张作哈到南充调研抵御低温灾害及大春备耕工作。
２５日　市委研究石化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强调，石化产业是南充最具优势的战略产业，

是未来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要发挥比较优势，抢抓历史机遇，推进石化产业加

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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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市政新区建设工作。
２６日至２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仪陇县调研。刘宏建要求仪陇要

利用全省扩权强县试点，打好革命老区牌，找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努力开拓县域经济发

展新局面。

２７日　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１４８名四川省第十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南充市高先海、刘伯忠、孙纯、崔富华 （女）、李晓华 （女）当选。

２８日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总裁、成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理事于巍东到南充
考察。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西充县川沱酒业规划新区、西充工业园
区、两河治理工程工地调研。

２９日　蓬安县人民法院法官唐荣获得 “全国模范法官”称号。

是日　南部县 “１４１０Ｘ”社区警务模式 （在社区警务管理中，为每个社区配备１名民
警、４名保安、１０名治安信息员，外加若干个 “义务１１０”）被中央媒体关注。

是月　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部际联席会议批复同意南充作为四川省２００８年１０
个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扩大试点城市之一，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由从业人员扩大到学生、

儿童、老人等城镇非从业人员。

３月

２日　全国人大代表高先海、刘伯忠、孙纯、崔富华、李晓华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十一届
一次会议。

是日　甘肃省企业家到南充投资考察座谈会召开。
３日　南充生物柴油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一期工程年产生物柴油６万吨。
３日至４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营山县、蓬安县调研。
４日　香港贸易发展局和市商务局共同举办 “香港—南充金融服务合作研讨会”。

５日　市委专题听取土地开发项目实施情况汇报，并研究市辖３区房产开发、水电气等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６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雒树刚调研南充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１０日　 “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宣传教育活动暨 “奥运倒计时牌”揭幕仪式在北

湖公园举行。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嘉陵江航电工程工作。
１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调研市歌舞剧院、大木偶剧院、体育中心

等文化体育场馆建设情况。刘宏建强调，要把文化体育场馆建设作为提升城市品位、展示

南充形象、丰富群众文化体育生活的重要载体，加快文化体育场馆建设和功能完善，切实

提高承载力和利用率。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交通项目工作。
１４日　市政府和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成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在成都举行外商投资企

业家座谈会。

是日　南充三环电子有限公司、四川景达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四川永卓结构有限公司、
南充升源电子有限公司在高坪区航空港工业集中区开工。

１７日　南部县大王镇繁荣村、南部县三官镇朱家梁村、仪陇县土门镇三层洞村、阆中
市双龙镇金龟坝村、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入选全省确定的１００个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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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村。

１９日　高坪区青莲镇获得 “中国旅游名镇”称号。

２０日　全市公安机关 “三大主题”（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教育活

动启动。

２１日　美国ＨＯＰＥ儿童医院院长、儿童心脏病学及 ＩＣＵ知名专家 ＲａｂｉＳｕｌａｙｍａｎＭＤ到
南充市，与市中心医院进行学术交流，并就两家医院合作培训医师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２４日　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到南充调研。
２５日　营山中学学生唐俊获得第四届 “中国中学生正泰品学奖”特别奖。

是日　成都工业投资公司、成都亚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到南充考察。
２６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王东升到南充考察。
２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中等职业教育工作。
３０日　新华社报道营山县公推直选乡镇党委副书记。营山县创造性地设立 “结构制党

员代表小组”，全程参与３个乡镇党委副书记的公推直选，有效保障了党员在干部选任中的
民主权利。

是月　美亚时装公司获省政府颁发的 “四川省名牌产品奖”奖牌。这是省政府设立该

奖项以来，全市唯一连续８次蝉联此项殊荣的丝绸服装企业。

４月

１日　达 （州）成 （都）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南充段征地拆迁任务全面完成。

２日　市委召开部分人员进驻四川藏区开展基层工作欢送会。
是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推进

园区建设，搭建承接平台，实行专业招商，优化产业环境，把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

７日　拉法基瑞安水泥重庆分公司总裁周海红到南充考察。
８日　市委专题研究开发区工作。会议强调，要站在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的高度谋

划开发区发展思路，进一步完善规划，做好项目包装，建好承接载体，搭建投融资平台，

促进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是日　市委研究全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会议强调，要把解决农村安全饮水作为实施
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来抓，把好事办实。

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城市重点建
设项目实施情况。

是日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士敏到南充考察。
是日　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要求切实找准金融服务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建

设的切入点，统筹推动金融经济协调发展。

是日　仪陇县绿原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菊芳、南充绿宝菌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邓
建、阆中市西瓜协会理事长曹仁伟被评为 “四川省农村优秀人才”。

１１日　国家发改委燃料乙醇项目现场考察评审南充汇报会召开，南充位居拟选地首位。
１４日　全市蚕桑 “百万工程”项目推进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实施蚕桑 “百万工

程”是做强做大丝纺服装产业的基础和承接东桑西移的重大举措，必须毫不动摇抓好蚕桑

生产，在承接产业转移上率先突破。

是日　北京首创集团负责人到南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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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四川事务所所长宫泽正明到南充考察。
是日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处客人到南充访问。
是日　市残联启动 “爱心永恒·启明行动”，为全市１６４０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康复复明

手术。

１７日　市委专题听取顺庆统筹城乡试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推进城乡统筹是坚
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编制规划，突出工作重

点，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１８日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市政新区医院规划设计方案通过专家组审核。项目占地
２３２亩，床位１５００至２０００张。

是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承接产业转移、创建四川省文明城市等工作。
２０日至２１日　在第四届中国金融 （专家）年会上，南充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黄光伟获

得 “２００７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年度人物”奖。
２１日　全市承接产业转移暨重大项目推进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产业转移是南充

未来几年发展的重大机遇，承接产业转移是省委着眼建设西部高地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定

要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把握关键环节，找准承接方向，突出承接重点，实现项目建设新

突破。

２２日　意大利摩德纳华商会代表团到南充市考察。
２３日　 “名家看四川·伟人故里行”中国作家采风团一行３０余人到南充开展为期３天

的采风活动。

２４日　广安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工业集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
２５日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启洪到南充考察。
３０日　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局长杨勇平到南充考察。
是月　省政府专题会议确定２００８年给予升钟库区扶贫开发帮扶项目国、省补助资金

１５６８３８４万元。

５月

５日至８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并
审议市政协主席杜光辉关于政协第三届南充市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提案工作

报告；听取并讨论市委书记刘宏建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政协第四届南充市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杜光辉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南充市委员会主席，

杨兴、胥德会、康大寿、冯庆煜、陈宗君、王星照、彭敏 （女）、程立洲当选为副主席。

６日至１０日　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高
先海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实于南充市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南充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宏建当选为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志杰、李元开、陶治国、陈自立、傅伦佳、陈修鹏当选为副主任。高先海当选为市人民

政府市长，向东、谢华国、冯斌、朱家媛 （女）、张奇伟、喻小广、何智彬当选为副市长。

崔均当选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力当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９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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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１１日　全国人大执法调研组到南充调研 《义务教育法》执行情况。

１２日　１４时２８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８０级特大地震，南充震感强烈。全市受灾乡镇
４１６个，受灾人口３５８２万人，死亡３２人，累计直接经济损失３３亿元。特大地震发生后，
全市迅速启动防灾应急预案一级响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１３日，市
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报 “５１２”地震全市受灾情况，安排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市领导
分别赶赴９个县 （市、区）和企业、学校、厂矿、市场、超市等地察看灾情、慰问灾民，

指导抗震救灾工作。１４日，全市召开抗震救灾电视电话会议。１７日，市领导到川北医学院
附属医院、市中心医院看望慰问重灾区伤员，并到统一优玛特、市第二人民市场察看物资

供应情况。１９日１４时２８分，全市各界群众为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３分钟。至６月，
市财政共筹集、拨付抗震救灾资金１１７５６５万元，保障抢险救灾工作需要。工行南充市分
行发放抗震救灾贷款２０９亿元。在搞好自救的同时，南充积极支援重灾区救灾，第一时间
派出了医疗卫生、公安民警、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等７支队伍赶赴绵竹市、安县等地震
重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市中心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心救治１６５名来自重灾区伤员。
市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市技工学校和市职业培训学院接收２０个重灾县的应届初、高中毕业
生，为灾区免费提供１０００个入学名额。６月１６日，市委办、市政府办发出通知，市级行政
事业单位公业务费一律在年初预算上压缩１０％，用于抗震救灾。７月１０日，南充对口支援
绵阳市梓潼县许州镇首期１９００万元援建项目启动。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支援灾区。南
充军分区先后组织官兵和民兵１４３２人，车辆９００台次，奔赴重灾区广元市青川县抗震救
灾。南充救援车队向重灾区转运物资近２万吨，运送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１６０００余人。１０
月１６日，全市农房灾后重建推进暨城镇住房灾后重建启动。１０月２４日，全市上报灾后重
建项目３８０个，计划投资８０亿元。

是日　 “远程见工系统”高科技人力资源交流平台在南充与成都间实现同步开通。求

职人员与用人单位只须通过远程信息化平台，就能实现实时图像与语音互动，完成网上招

聘求职全过程，节约了求职成本，提高了求职效率，扩大了求职半径。

１８日　晚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察看市民户外
避震情况。

１９日　１４时２８分，全市各界群众为汶川特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３分钟。
２５日　台湾佳美集团总经理杨世沛到南充考察。
２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 “百日集中招商活动”动员会。决定从６月初至９月中旬，

集中开展承接产业转移集中招商活动。全市组织３８个招商小分队，分赴东部沿海和发达地
区集中招商。

是日　驻市武警某部参谋长王毅当选第十一届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是日　市委会议专题研究普通教育工作。
２９日　市委专题听取南充市电网 “金桥工程”实施情况汇报。

是日　全市首批农村工商工作室在营山县城南镇五通村、渌井镇五星村、回龙镇六方
村、黄渡镇晨钟村挂牌成立。

是月　全省电网备用调度中心落户南充。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电网调度备用中心落户
二级城市。

６月

２日至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南部县、阆中市检查灾后重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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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刘宏建强调，要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切实解决好受灾无房户、危房户的临时

安居问题，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力推进灾后重建，把好建筑质量关，建设更加

安全、美丽的家园。

３日　总投资１１００万元的南充首座垃圾压缩中转站在高坪区投入使用。
４日　蓬安县相如镇团包岭村三社村民高彬勇救３名落水学生不幸牺牲。２００９年４月

３０日，高彬被追授 “南充青年五四奖章”。

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主持会议，专题研究灾区城建工作。
是日　四川泰鑫实业有限公司入驻顺庆区潆华工业集中区。
１０日　上千市民到市殡仪馆告别大厅，向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救护车司机、抗震救灾

英雄雷勇遗体告别。８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雷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１０月，雷勇被
授予 “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

１１日　四川省工业恢复生产加快发展座谈会川东北片区会议在南充召开。会议强调，
要确保全年工业生产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全省抗震救灾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１６日　南充市商业银行金融大厦开工奠基。
１９日　全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仪陇县召开。
２０日　广州市纺织工贸企业集团负责人到南充考察。
２５日　阆中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邓丽君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表彰为 “教

育系统抗震救灾英雄”。

２５日至２６日　南充 “着力 ‘三个推进’，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理论研讨会在营

山县召开。

２６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绵阳市梓潼县许州镇考察衔接对口支援工作，并看
望慰问南充市在平武县支援抗震救灾人员。

２７日　市委印发 《关于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决

定》。

是月　四川张飞牛肉公司与上海国之杰公司联合买断阆州醋业有限公司资产及设备，
新建年产１０万吨食用醋及饮料生产线。

７月

１日　全市启动县 （市、区）委书记、县 （市、区）长大接访活动和 “万名干部下

访”活动，认真解决群众信访热点、难点问题。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顺庆区调研 “三农”工作。

１日至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重庆重啤集团考察洽谈项目。
２日　南充海山集团联合四川华西集团签约安哥拉１２６亿美元工程项目。这是改革开

放３０年来，南充企业在国外承建的最大工程。
４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乃彦在南充给全市领导干

部作 “核能发展与核安全”专题报告。

６日　省大木偶剧院１４名演员进京参加奥运会期间的文化演出。
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顺庆区、高坪

区、嘉陵区检查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情况。

１０日　成都铁路局托管达成铁路生产经营。
１２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强政务服务建设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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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南充市社会主义学院成立。
１４日至１５日　江苏雨润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材到阆中市考察。雨润集团与阆中市达成

框架性合作意向，雨润分期投资３０亿元，在阆中市七里工业集中区兴建占地１５０亩，年屠
宰、分割３０００万只肉鸡项目；控股或参股张飞牛肉公司，促其上市；以控股或参股方式整
体打造阆中古城等。

１８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刘宏建在会上总结了上半年工作，
部署了下半年工作。

１９日　全省抗震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团第一团在南充举行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会。
２２日　 “众志成城———２００８中国抗震救灾大型新闻图片巡展”在南充开展。
２３日　全市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和投资软环境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要求，严格

落实领导责任，强化目标考核，把效能考核与干部选任、奖惩结合起来，营造抓效能的浓

厚氛围，落实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转变机关作风，方便老百性办事，

增强投资者信心。

２３日至２４日　中国航空工业燃机动力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云到南充考察投资

建设天然气及垃圾发电项目，并与市政府签订项目合作备忘录。

２４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灾后旅游产业恢复发展工作。
２５日　南充市、广州市华宝合作项目签约暨电光源产业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市番禺区举

行。会上，高坪区政府与广州华宝玻璃实业公司签订１２亿元投资协议。
２５日至２９日　南充举办 “中国

"

南充首届嘉陵江合唱艺术节”。来自市级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区和９县 （市、区）的２８支代表队近３０００人参加了艺术节。
２８日至２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四届二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优势产业跨越发展的情况报告。

３０日　市红十字会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予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称号

是日　市政府办公室公布全市行政项目清理结果，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６５项，下放４２
项，调整１２项，保留４４５项。

是日　南充天然气发电项目列入省发改委规划。
是月　南充１７个项目被列入２００８年度全省第一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计划，其

中重大产业化项目２项，技术创新项目１５项，共获得财政资金２１０万元。
是月　嘉陵区、西充县 “东桑西移”基地县 （区）建设通过国家验收评审。

是月　东风汽车南充有限公司研制的ＮＱ２８０Ｎ天然气发动机列入科技部 “８６３”科技攻
关项目。

是月　南充直接外贸出口首破１亿美元大关。
是月　川东北最大水泥生产线———南部县世纪新峰水泥产业项目落户该县，投资１２

亿元。

８月

１日　市国家投资工程项目交易中心投入使用。市级及各县 （市、区）所有国家投资

工程建设项目的资格预审、开标和评标活动全部进入该中心。

３日　南充５名火炬手代表全市７００多万人参与了奥运圣火传递。
４日至５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到南充调研，并到定点联系的仪陇县考察

基层检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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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　全市行政村全部实现广播电视 “村村通”。

是日　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投入５５００多万元，从意大利引进３０台奔特 ＳＥ－５８
特宽幅电子提花机投产，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拥有这种设备的生产厂家。

６日　 “喜迎北京奥运·南充人游南充暨南充十大休闲度假旅游景区公众咨询活动周”

启动。

７日　南充长荣丝绸制品有限公司上半年出口创汇达２１００万美元，成为全市最大的出
口创汇企业。

是日　全市工业园区建设工作现场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把园区建设作为发展区域经
济的重要举措，促进园区建设提速增效。

是日　抗震救灾英雄、武警８７４０部队运输科科长刘文宏应邀参加第２９届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

１０日　３００名来自汶川县、青川县等地震灾区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在西华师范大学参加
暑期培训。

１１日　加拿大翡翠国际工业集团总裁陈沙立到南充市考察。
１２日　南充对口援建梓潼县许州镇灾后重建项目开工。南充对首批援建的９个项目提

供２０００万元项目资金。
是日　市辖３区在３０个路口、１０３个方向安装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９月，“天眼”监

控系统投入使用。

１３日　阆中市被列为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样本县 （市）。

是日　国务院参事室调研南充公立医院改革工作。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升钟库区扶贫开发工作。
１６日　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张伟鸣考察南充丝绸企业。
２０　市委专题研究嘉陵区凤垭山统筹城乡试点工作。
２１日　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被授予海关管理 Ａ类企业资格，成为全市首家具有此资

格的自营进出口企业。

２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检查市辖３区工业集中区建设及项目落户
情况。

是日　南充市第七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召开。
２５日　市委召开创建 “省文明城市先进城市”动员大会。

２６日　市委、市政府首次与四川证监局举办高规格、大规模的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知识
培训与对接会议。

２８日　中国干茧公证检验南充实验室投入试运行。这是省内唯一的干茧公证检验实
验室。

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在成都世纪城娇子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以 “走进千年绸都，畅游风

水古城”为主题的南充旅游推介会，副省长王宁出席会议。

是月　市工商局出台支持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实施意见。

９月

３日　国家首次将 “城镇化”作为一个 “独立领域”立题，南充和浙江义乌成为该课

题在全国仅有的两个示范区。

是日　市委专题听取承接产业转移 “百日集中招商活动”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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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强化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的责任意识，突出重点、创新方式、挖掘优势，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把 “百日集中招商活动”推向纵深。

是日　全省地震灾后重建推行以工代赈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５日　副省长黄小祥到南充调研。
６日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油田工程基地项目签约高坪区。由中石化中原油田在高坪区

航空港工业集中区投资兴建中石化中原油田勘探局西南石油工程基地，投资２５亿，占地
１２８亩，主要生产石油勘探机械设备

９日　南充荣获 “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１０日　重庆８家媒体记者和重庆旅游协会负责人到南充进行旅游采风、考察活动。１８
日，以 “走进千年绸都，畅游风水古城”为主题的南充旅游推介会在重庆举行。

１１日　南充籍奥运选手王娜获得省政府１２万元奖励，并记一等功一次。在２００８年北
京奥运会上，王娜和中国女子花样游泳队的姑娘们夺得中国女子游泳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实现了国家女子花样游泳团体项目奥运奖牌零的突破。

１２日　省旅游协会组织省内２０多家大型旅行社考察南充旅游，对阆中古城、将帅故
里、三国文化、嘉陵江风光旅游精品线路整体包装，“抱团”促销。

是日　首届 “嘉陵江文学艺术奖”揭晓。评出特别奖４项、文学奖６项、优秀奖５项、
文艺奖１３项，大型歌舞剧 《嘉水绸韵》、电影文学剧本 《抬头是天》、电视剧本 《桐子花

开》等２８件获奖作品由南充市本土文艺工作者创作。
１６日　市政府召开全市农村乡镇学校教师周转房建设工作会议。市领导与９县 （市、

区）相关负责人签订目标责任书。

是日　南充化学工业园规划方案敲定。该园区包括原文峰石化产业园和新增河西—羊
口—李渡片区，总规划用地面积约４５平方公里。
１７日　市委会议专题研究国有资产经营工作。
是日　云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到南充考察。
１８日　北京金伟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到南充考察。
２０日　市委印发 《南充市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实施意见》。
２２日　四川兰天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投入１２亿元，对合成氨生产装置进行扩能节能环

保技术改造。

２３日　在全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工作会上，南充被确定为重点丝绸、苎麻出口基地，
成为全省７大特色农产品出口基地之一。

是日　杭州市政府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对口帮扶工作。杭州市政府向南充捐赠抗震救灾
资金１１７２万元，捐赠对口帮扶项目资金６２０万元。
２６日　兰渝铁路开工动员大会在兰州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应邀出席。兰渝

铁路在南充市境内自北向南经过阆中市、南部县、顺庆区、嘉陵区、高坪区５县 （市、区）

３４个乡镇，在南充市设有南充北 （顺庆区潆溪镇）、南充、南充西 （嘉陵区花园乡与西兴

镇交界三板桥）、南充南 （嘉陵区李渡镇）站。

是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新建成的总装二线投产。总投资约３０００万元，投产后，
公司整车年产能将达２５０００辆。

２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深入防汛一线察看水情和防汛措施落实
情况。

是月　西充县虹溪河橡胶坝通过省、市专家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是全省在内河率先
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橡胶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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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

６日　南充举办 “瞬间三十年———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摄影展览。
７日　陕西联星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与阆中市政府达成协议，协议出资１０亿元，打造

“阆苑仙境”主题文化旅游区。

７日至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赴京参加省委、省政府举行的致谢和
投资促进活动，并考察洽谈项目。

８日　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市中心医院、武警８７４１部队、武警８７４０部队
８０分队被授予 “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称号；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工作者雷勇、武

警８７４１部队５１分队政治指导员陈永广、武警８７４０部队８０分队副分队长杜江平、武警８７４０
部队后勤部运输科科长刘文宏、武警南充市支队６中队班长王林、高坪区民兵王洪刚被授
予 “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

９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会见梅赛尼斯亚太有限公司中国战略总监何庆濂，双
方就开发利用南充市天然气资源，发展化工产业进行了交流。

１０日　全市大学生村 （社区）干部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

勉励大学生村 （社区）干部要顺应潮流、抓住机遇、摆正位置，积极投身农村和社区建设，

在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实践中成长成才。

１６日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怀臣到南充调研基层政法工作，检查政法系统
“三大主题”活动开展情况。

是日　苏州市红十字会向南充市捐赠２００万元。
１７日　全省农村环保工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２０日　南充市农科所培育的 “南豆１２号”新品种通过省级高产示范验收，在全省范

围内推广。同时，该新品种已申请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是日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南充区域发行库，主要承担南充市、广安市、遂宁市、达州
市、巴中市的人民币发行，是全省设立的５个发行库之一。

２１日　崔富华、方小莉、费明、李晓华、蔡宁、何黎敏、黄武琴、陈露梅、杨莹、张
琴被评为 “改革开放３０年南充十大杰出经济女性人物”。

２１日至２３日　全市农业项目推进工作流动现场会召开。２３日　全市关停３３家严重污
染企业。

２４日　全市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市政府对抗震救灾９１个先进集体和
２３８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２５日至２６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到仪陇县视察。黄孟复指出，
要动员广大民营企业投身新农村建设，帮助老百姓发展产业，真正让广大农民富起来。

２６日　家乐福入驻南充签约。
是日　西华师范大学和西南石油大学共新增１５个省级重点学科。其中，西南石油大学

的 “资源勘查工程”、“油气储运工程”新增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２８日　南充被授予 “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是日　南充六合集团和深圳金维服装公司在成都签署扩大合作协议，深圳金维服装公
司整体迁址南充市。

是日　雨润集团大型生猪加工项目在蓬安县轻纺食品工业园开工。
是日　日本广岛县日中亲善协会第２３次友好访问团与省对外友好协会、市政府、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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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政府负责人一道在嘉陵区曲水镇睛波村四组嘉陵江河滩地参加植树活动。这是日

本小渊基金会向南充无偿资助的造林绿化项目。预计投资２１００万日元，沿嘉陵江两岸造林
面积２２０公顷。

是日　仪陇县通过省级卫生县城考核验收。
２９日至３０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金祥到南充调研。
２９日　全市通信业发展工作会召开。会议要求，要努力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通信

枢纽。

是日　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入选省技术中心名单，是全省唯一入选的丝绸企业。
是日　南充在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签约项目８８个，签约金额８５４５亿元。
３０日　顺庆区和仪陇县被国家发改委授予 “西部地区农民创业促进工程试点县

（区）”。

是日　加拿大红十字官员狄昂到南充考察加拿大红十字会援助的艾滋病预防与关爱
项目。

是日　市委专题听取城市重点工程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实施一批城市重点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把南充市实力做强、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是加快建设川东北

区域中心城市的现实要求。

３１日　２００８中国石油天然气能源发展与安全高峰论坛在西南石油大学南充校区分会场
开幕。

是日　南充首个村级土地流转中心在南部县大王镇繁荣村成立。
是月　环境保护部公布２００７年全国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排名。南充市

的空气质量排名全国第八，是四川省空气质量指标进入全国前１０名的唯一城市。

１１月

１日至３日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到南充调研。
２日　中国体育彩票 “雪炭工程”仪陇县体育馆建成开馆。

是日　０８－０９赛季全国男子排球联赛Ａ组首轮比赛在仪陇县体育馆举行。这是仪陇县
首次承办全国体育赛事。

３日至５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项目推动工作流动现场会。
６日　南充炼油化工总厂举行建厂５０周年纪念大会。
是日　四川证监局副局长李可带领１６家上市公司负责人到南充进行投资考察。
９日　武警南充市消防支队和武警南充市消防支队顺庆区大队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

安系统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称号。

１０日　南充２８家企业入围省中小企业局、省工商联联合组织评选的２００８年 “四川省

成长型中小企业”。

１１日　全省工业经济中小企业专题调研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南充石油化工产业销售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这是继农产品加工业和机械

汽配业之后，全市工业经济领域第三个突破百亿元的优势产业。

１３日　全省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１４日　市委常委会学习传达国务院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主要精神。

会议强调，要把握宏观调控新动向，抓住推动发展新机遇，力争更多项目进入国省项目规

划，实现新一轮项目攻坚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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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日　嘉陵江曲流省级地质公园首期工程开建。１２月２４日，公园开园。
１８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年产第１万辆汽车下线剪彩仪式。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宣布第１万辆汽车下线。
是日　南充西山风景区建设开发服务中心、四川阆中名城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和南充万

泰大酒店有限公司进入２００８年度全省旅游骨干企业公示名单。
１９日　国道２１２线顺 （庆）西 （充）段改造工程竣工通车。该路全长２２１５公里，概

算投资１３８７１亿元，按一级路标准建设。
是日　大型文艺晚会 《璀璨艺苑３０年》在南充大剧院上演。
２０日　南 （充）渝 （重庆）高速公路竣工通车。

２１日　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签订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是日　嘉陵区、高坪区、蓬安县、仪陇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通过省级联合验收。
２３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到南充调研。刘奇葆对南充大力实施项目

推动战略、着力 “三个推进”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准确把握省委

“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工作取向和 “两个加快”总体要求，落实中央和

省委在当前复杂宏观经济形势下的工作部署；要突出科学规划、基础先行、项目引进和服

务创新，加快产业园区建设；要抓好统筹城乡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要搞好城镇建设，提高城市品位。

是日　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 “重点项目ＶＩＰ服务室”，为重点项目投资客商无偿提供行
政审批手续代办等全程跟踪服务。

２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南部县、西充县调研地震灾后农房重建及困难群众
安全过冬工作。

２７日　成都海关南充办事处举行开关两周年座谈会。
２８日　全市职业教育攻坚动员大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

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和水平，努力打好职业教育攻坚战。

是月　南充７家旅客运输企业获省 “质量信誉ＡＡＡ级企业”称号。

１２月

１日　市政务服务中心全面实行 “首席代表制”。

是日　全市开展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活动。
２日　仪陇县大山米业、仪陇县银明黄酒、四川元安药业、营山县通旺饲料、天太乳

业、汇龙食品、方正食品、方果 （高筋）制粉等８户企业获得 “四川省第二批农产品加工

业示范企业”称号。营山县畜禽产品加工饲料生产基地、仪陇县工业集中区获 “四川省第

二批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基地”称号。

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会见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戌标一行。杨戌标表示，
进一步加大对南充对口帮扶力度，加快两地产业对接和对口协作，力争把符合国家环保要

求的大型企业引入南充。

５日　市委、市政府举行民营经济发展３０年纪念大会。
８日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党委副书记张善乐到南充考察。
９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市辖３区调研物流园区建设。
９日至１１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叶万勇到南充调研人武部正规化建设。
１０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按照 “科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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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划，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整体推进”的原则，突出 “改变城乡环境卫生和容貌秩序”的

工作重点，以城乡面貌大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大发展。

是日　南充首获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奖，２６位市民荣获个人无偿献
血奉献奖。

１２日　南充市高坪区２２０千伏与航空港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
是日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理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是日　全市召开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工作协调会，启动 “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合作

项目。

是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部分省、市政协委员视察市投资促进工作。
１４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分别开发并实现产业化的

“ＺＱ１００Ｎ、ＺＱ１６０Ｎ等天然气单燃料发动机”、“特宽幅高经密大提花丝绸面料”，被命名为
省 “高新技术创新产品”。

１６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到南充调研，指导市委民主生活会。蒋巨峰强调，要
正确研判宏观经济形势，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中央、省委要求，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壮大

总量、优化存量，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１６日至１７日　全市蚕桑百万工程项目推进暨 “三冬”工作现场会在南部县召开。

１９日　中央巡视组到南充调研农村金融改革工作。
２２日　 “南充—阆中”跻身 “四川新年”主题游。

２４日　 《南充生态建设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２５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大会。
是日　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主题文艺晚会 《岁月如歌》在南充大剧院举行。

２６日　浙、川、渝扶贫新村建设总结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享受 “两免”。全市为义务教育阶段９４４万名学生

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免除学杂费，金额达２８２８２万元。
２６日至２８日　在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市扶贫办被国务院表彰为 “东西扶贫协作先进

单位”。

２９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六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刘宏建受市委常委会委托向全会报
告２００８年工作，安排部署２００９年工作；审议通过了 《市委常委会２００８年工作报告》 《关
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

定》。

３０日　南充旅游客运码头开工。项目总投资１１６亿元，建筑面积３万多平方米，设计
年吞吐量１８０万人次。

３１日　广 （元）南 （充）高速公路开工。该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兰州市至海口市

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也是川东北地区南北向重要交通要道。该路起于广元市罗家沟，止

于南充市秦家沟，全长２０１公里，概算投资约１５０３亿元。广南高速公路南充境内长１００公
里，途经顺庆区、西充县、南部县、阆中市２２个乡镇，辐射人口３５０余万。

是月　央行为南充９家农村信用社兑付总额为８２７亿元的专项票据，化解全市农村信
用社债务。

是月　中国人民银行南充市中心支行出台促进扩大内需推动南充经济较快发展７条金
融支持措施。即支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支持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支持全市重点工程建设；

支持涉及 “三农”领域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信贷资金

有效需求；支持企业在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上直接融资；加强流动性管理，支持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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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高效运行。

是年　南充对外交流合作领域居全省二级城市之首。全年共接待６０多批次国 （境）外

友好社团和重点台侨商来南充市考察投资，引进外资项目２７个。
是年　南充外贸直接出口突破２亿美元。全市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达１５０家，出口

范围覆盖７６个国家和地区，居全省丘陵地区首位。
是年　南充成为全省 （除成都外）首个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二级城市。

全市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２万余人，农保基金积累突破１２亿元。
是年　嘉陵区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全国农村劳动力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区。
是年　南充驻市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签订技术交易合同 ４０４项，合同成交金额达

１６３７亿元，技术交易额１６１１亿元，成交量仅次于成都市。
是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实现６８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０％；石油化工、

丝纺服装、汽车汽配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销售收入均突破１００亿元。
是年　营山县跻身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获中央财政５１７万元奖励资金，并被纳入全

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是年　全市１４个乡镇被列入全省 “生态细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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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４日　南充９个产业集群纳入２００９年全省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分级培育名单。蓬安县的
水电能源产业集群、丝纺服装产业集群、建筑产业集群和西充县的轻工食品集群、仪陇县

的食品产业集群被纳入县级重点培养名单；蓬安县的机械冶金产业集群、轻工食品产业集

群和顺庆区的机械汽配产业集群、嘉陵区的丝纺服装集群被纳入市级重点培育名单。

４日至５日　副省长李成云到南充调研工业企业、园区建设和重点项目工作。
６日　农业部实施的现代蚕业产业技术体系南充综合试验站在顺庆区同仁乡启动，是

全省唯一综合试验站。

７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企业家座谈会。
８日　滨江美食文化长廊一期工程完工，引进知名餐饮企业１００余家。
１１日　作家李一清创作的长篇小说 《农民》入选 “当代文学精品文库”。

１２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

１３日　市农科所甘薯、花生、玉米、水稻、油菜和大豆科研试验站挂牌。
１９日　南充市５县 （市、区）被命名为全省 “特色效益农业基地”。高坪区、蓬安县

被确定为柑桔基地，营山县、南部县、阆中市被确定为油菜、蚕桑、中药材基地，蓬安县

还被确定为生物质能源原料基地。

２０日　顺庆区南门坝片区旧城改造工程开工。项目改造范围近２平方公里，拆迁面积
２８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２０亿元。

２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深入车站、超
市、烟花爆竹销售点等重点场所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２月

５日　全市对困难企业实施 “五缓、四补、三降、两保、一贴息”特殊政策，累计为

企业缓解８１１３万元资金压力。
６日　全市项目推动工作大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项目，突出抓好载体建

设和专业招商工作，加大力度实施项目推动战略。

９日　广州鹰金钱企业集团与嘉陵区政府签约，在嘉陵区工业园投资２亿元，建设四川
鹰金钱食品有限公司。３月２０日，项目开工。占地９０亩，首期建设４条生产线。１２月２９
日，项目投产，年产各类罐头１万吨，产值２亿元，创造了 “当年引资、当年建设、当年

投产”的 “鹰金钱速度”。

１０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旅游工作。
１１日　 “南充市暨顺庆区返乡农民工就业服务月”在顺庆区潆溪职业中学启动。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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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提供４３２７个岗位供返乡农民工选择。
１２日　市委专题研究 “三农”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改善农村

基础条件，加快推进农村改革，推进 “三农”工作上新台阶。

１３日　嘉陵江两岸生态绿化二期工程启动。建设范围包括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共
１３个镇、２７个村，造林总面积９１６７亩。

１６日至１９日　政协第四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
席杜光辉关于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

论了市委书记刘宏建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

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

１７日至２０日　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高
先海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２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城市建设项目工作。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推动一批城建项目
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创新机制，解决城建项目资金来源问题；要改进作风，将 “快”和

“实”的要求贯穿城建工作始终。

２４日　全省春耕生产现场会、全国粮油高产创建四川示范区良种良法入户到田工程及
全省农业科技 “三大行动”在南充市启动。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出席会议并讲话。

２５日　营山县南北两河综合整治工程开工。整治河道共９７５公里，总投资５６亿元。
２６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市辖３区暗访工业集中区推进情况。
２７日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当前经济运行工作。

３月

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重大项目实施情况。要求把扩大投资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大
抓项目工作，确保重大项目早着力、早实施、早见效。

４日　市委专题研究城区违法违规建筑清理整治工作。
５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仪陇县河西工业集中区调研。
９日　全市投入资金４５亿元，对９个重点集镇生活污水和垃圾集中处置、对１５个省

级人居环境治理试点村进行全面综合整治。

是日　全市３２个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挤进国、省 “盘子”，资金总额达６７亿元。
是日　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到南充指导培训农民工。南充市是全国

首个 “农民工能力提升和谐企业建设”项目试点市。

是日　全市１６２万贫困寄宿生获得中央财政生活补助１３８５亿元，补助总金额是２００７
年的４７倍。

１２日　全省工业止滑回升银企对接 （南充片区）会议在南充市召开。

是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南充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五年规划》。

１３日　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推进大会召开。会议要求，要以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尽快改善城乡环境面貌。

１６日　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李新华到南充考察燃料乙醇项目。
是日　全市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举行。
１９日　李嘉诚基金会专为四川地震灾区贫困学生设立特别助学金，南部县、仪陇县、

阆中市共６０００余名学生获赠６１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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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委专题听取南充城市第七次总规修编情况汇报。
２０日　全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紧密联系南充

实际，精心组织，强化保障，统筹推进，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是日　四川鹰金钱食品有限公司在嘉陵区工业园开工建设。
是日　南充城区开展春季爱国卫生 “万人上街大扫除”活动。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

２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仪陇县调研立山镇天然气净化厂、武棚乡农业产业
化示范园等项目建设情况。

是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国家 “８６３”项目 “东风低排放天然气专用发

动机开发”总体方案设计及论证任务，并与１９家协作单位签订了承接课题分工协议。
２４日　全国大熊猫保护管理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２６日　香港利奥印刷及包装技术实训基地在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东校区揭牌。
２７日　 “中国南充·嘉陵江大讲堂”开讲。纪连海被聘为 “中国·南充嘉陵江大讲

堂”顾问，并首开讲堂。

２９日　阆中市体育活动中心灾后重建获得６９７０万元国家支持，是南充体育史上获得国
家支持资金最大的一次。

３０日　南充烟草新物流中心在嘉陵区落成。
是日　８０余位省内摄影家聚焦南充市美景。
是日　省委第一巡视组到南充调研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灾后恢复重建政策落实

情况。

３０日至３１日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怀臣到南充调研，并出席顺庆区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王怀臣强调，要切实把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组织实施，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务求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显著

实效。

３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会见汇源集团客人。

４月

１日　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四川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项目在南充举行签字仪式。
阆中市、南部县等７个县 （市、区）获得援助项目１５个 （其中，乡镇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

１１个，乡镇中心小学建设项目４个），项目总投资２１０５万元。
是日　市委、市政府专题研究速丰林基地建设有关工作。
４日　 “争做志愿者，共建新家园”城乡环境清洁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启动。

７日　 《南充市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营运项目合作协议》签约。８月１３日，南充市城区
正式启动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

８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主持召开解决城区大班额问题暨基础教育发展会议。
是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到仪陇县金融网点、龙头企业、种养大户调研金融服务现代

农业课题。

是日　中国羽毛球训练基地落户阆中市。
是日　高坪区都京镇被中国丝绸协会和中国茧丝绸协调办授予 “中国绸都·丝绸第一

镇”称号。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人才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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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日　市委专题听取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闲置土地清理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坚
决依法开展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工作，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１０日　副省长黄彦蓉到南充调研。
１１日　川陕甘渝三国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在阆中市启动。
１２日至１３日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调研南充旅游。
１３日　全市机关作风整顿暨行政效能建设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从群众反映最强烈、

制约发展最明显的突出问题入手，重点解决干部作风问题，促使全市干部宗旨观念明显增

强、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１６日　市委专题研究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及组建政府投融资平台情况。
是日　国务院扶贫办领导调研南充市 “雨露计划”示范基地。

１７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和副省长王宁到南部县升钟库区调研。
２０日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丽峰到南充考察。
２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调研下中坝土地开发和嘉陵江四桥规划

情况。

是日　南充参加省上旅游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到日本、韩国推介三国文化 “环线６日
游”。

２３日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青年争先”主题演讲比赛举行。

是日　广州潘高寿凉茶川东北销售中心落户南充。
是日　南充成为首批３个省级创建创业型城市之一。
２４日　西班牙维拉米集团考察南 （充）大 （竹）梁 （平）高速公路。

是日　南充举行庆 “五一”暨首届五一劳动奖状 （章）表彰会。

２４日至２５日　中央第六巡回检查组到阆中市、仪陇县检查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

２６日　第五届全国野生动物生态与资源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南充举行。
２７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考察遂宁城市规划建设及管理工作。
是日　 “南充一日·两岸四地摄影家嘉陵江畔大聚焦活动”开拍。来自香港、澳门、

台湾和大陆的３８位摄影家在南充市各地进行摄影创作。６月６日，“南充一日·两岸四地摄
影家嘉陵江畔大聚焦”摄影展在北京开展。

是日　 “顺庆区南门坝地产投资项目推介会”在成都举行。这是省内二级城市首次在

成都独立举办高规格的地产项目发布会。

２８日　福建华泰集团客人到南充考察。
是日　四川新维服装有限公司工程暨产业转移一期竣工投产剪彩仪式在南充六合集团

举行。

是日　重庆铃木、科特阀门、中晟科贸企业在顺庆区潆华工业集中区开工。
是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到高坪区都京丝纺服装工业园区调研。
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汽车汽配行业对接国家产业振兴规划暨协作配套座谈会。
３０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分公司ＣＮＧ检测中心主任程辉荣获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四川省南充市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蓝光高速客运公司驾驶员小组荣获

“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营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侦查员张继军，四川三鑫南蕾气门座

制造有限公司缸体缸盖生产线组合造型班班长敬长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充市

分公司总经理田诚荣获 “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市商业银行荣获 “四川省五一劳动奖

状”；市康源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一水厂电工班，市正达化工研究所合成班，四川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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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纺织品有限公司剑杆车间，阆中市电力总公司金奴电器有限公司金奴箱柜车间，四川上

风通风空调有限公司金加工车间荣获 “四川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５月

５日　全市９所社会福利中心动工。项目总占地面积近４００亩，总投资近亿元，竣工
后，可供千余名老人养老。

６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轻工食品行业对接产业振兴规划促进发展座谈会。
７日　南充市发展投资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挂牌运行，全市创新投融资体制迈出了

重要一步。

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南充对口援建重灾区绵阳市梓潼县许州
镇，慰问当地受灾群众，察看援建项目进展情况。

１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顺庆区调研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及南门坝旧城改造
工作。

是日　顺庆区政府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约。该公司在潆华工业集中区投资４９
亿元，占地４８０亩，建型材、门窗等１８０条生产线。

１４日　副省长黄小祥到南充调研产业发展、商贸物流及金融工作。
是日　市委召开机关干部结对帮扶工作会议。
是日　 “５·１２”汶川地震后，全市２７５１２户农房灾后重建完工。
１５日　 “２００９全省民营企业招聘周”在南充启动。
１８日　嘉陵区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会上被表彰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 （区）。

是日　阆中市寿昌号蚕丝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寿昌号蚕丝被在 “全球华商财富泰国行”

活动中，被选为荣誉贡礼，以国礼形式赠送给泰国国家领导人。

１９日　南充盛华堂百货有限公司被确定为全省现代流通重点联系企业。
２１日　全市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启动。７家金融机构推出２９项信贷产品扶持青年

创业。

是日　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丝绸文化研究中心 （筹）落户西华师大并

开始运作，是全省唯一丝绸文化研究中心。

２５日　南充丝纺服装产业论坛举行。
是日　南充高中入选２００９年 （第三届）“中国百强中学”。

是日　阆州情歌 （阆中市）、南部傩戏 （南部县）、仪陇剪纸 （仪陇县）、保宁醋传统

酿造工艺 （阆中市保宁醋有限公司）和老观灯戏 （阆中市）进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２６日　南充与福建省畅丰车桥公司合作项目签约。
３１日　南充举行处置水上安全突发事件暨防洪抢险应急演练。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会见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领事戴尚安。
是月　高坪区老君镇凌云山村、鄢家乡土巴寨村，南部县碑院镇大佛村、阆中市江南

镇奎星楼村、西充县晋城镇鹤鸣庵村、营山县凉风乡古佛村、仪陇县新政镇梅子垭村、蓬

安县相如镇双河口村获 “省级生态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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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

１日　浙江—南充对口帮扶工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南充９个非遗项目受邀参加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展演展示。
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和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实地踏堪西河

整治及望天坝规划情况。

是日　 “情系高墙、共建和谐”全省警示教育专题文艺演出在南充举行。

３日　副省长陈文华到南充调研。
是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到南充调研。
是日　台湾东森、新加坡奂鑫、上海豪华汽车内饰件企业落户南充。
４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喻宝才调研南充炼油化工总厂生

产经营情况。

５日　市政府召开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现场会。

是日　侯方杰、奉崇权、唐俊被评为全省首届道德模范。
６日　 “南充一日·两岸四地摄影家嘉陵江畔大聚焦”摄影展在京开展。

８日至１０日　省第五专项检查组到南充检查扩大内需和灾后重建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
９日至１０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甘道明调研南充工业、旅游和城市建设。
１１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到南充调研。
１３日　在第五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上，南充签订１５个投资协议，协议总金

额２１亿元，其中过亿元项目９个。
１４日　南充被列为国家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
１５日　顺庆区政府与台湾巨遷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该公司拟投资２８亿元，在潆华工

业集中区建设占地２００亩的笔记本电脑、ＬＥＤ节能灯、汽车内饰生产线。
１６日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成立。该学院由西南交通大学和华西希望集团共同主办。

学院位于嘉陵区，一期占地面积５４０多亩，建筑面积１３万平方米，二期占地８００余亩，全
部建成后，在校生规模将达到１２万人。
１８日　市委专题研究信访和维稳工作。会议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

要妥善处理信访维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认真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维护和

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是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率市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组到各县 （市、区）和市环保、水利等部门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贯彻实

施情况进行检查。

是日　中泰华威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座谈会召开。７月９日，市政府与中泰
华威农村贫困社区综合扶贫试点示范项目签署合作协议。

是日　南充１４户企业列入省 “小巨人”计划。

是日　南充在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工作会议上，因外贸出口连续３年增幅５９％的成效
获得表彰。

２１日　 “南充造”ＣＮＧ发动机被全国汽车工业协会推选为全国城市公交车首选的清洁
燃料发动机。该公司生产的ＣＮＧ发动机占有全国市场销售份额的８０％。

２４日至２５日　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联合调研组到南充调研扶贫工作。
２５日　 “南部脆香甜柚”成为全省首批地理标志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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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　 “２００９四川南充科技成果转化暨产学研合作对接洽谈会”举行。会上，市政府
与四川大学等９所高校签订了市校合作框架协议，市内部分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签
订了３２个校企项目合作协议。
２９日　市委常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省委常委、省委

政法委书记王怀臣到会指导并讲话。

是月　南充高坪机场改扩建工程启动。工程总投资２４４７亿元，占地３１１２亩，新建标
准跑道１条和其他设施，扩建民航停机坪５４０００平方米，可供波音７５７及空客３２１大飞机起
降。

７月

１日　市委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８周年暨优秀乡镇 （街道）和村 （社区）党组织

书记表彰大会。

是日　南充市信访门户网站开通试运行。
是日　南充经济开发区、蓬安县工业园入选省重点支持培育的成长型特色产业园区名

录，营山县三星工业集中区、南部县工业集中区、阆中市工业集中区入选市 （州）县

（市、区）重点推进产业园区名录。

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仪陇县调研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６日至７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新初到南充调研。
７日　市商业银行与美国洛杉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ＡＲＣ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ｒｎｅｒｓ在成都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ＡＲＣ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ｒｎｅｒｓｒ的全资子公司 ＡＲＣＣｈｉｎａ在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只
有市商业银行。

是日　达成铁路复线运营，并开行 “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是西南地区第一条开行动

车铁路。

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促进会。
是日　市政府召开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工作会议。
９日　由国务院扶贫办及外资项目管理中心携手中泰华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向南充捐

赠５００万美元，在嘉陵区、顺庆区和蓬安县实施的贫困社区综合扶贫试点示范项目启动。
项目惠及１０个乡镇、３０个贫困村、２００个重点贫困组。

９日至１１日　四川金福源、广丰农业、绿宝菌业、阆中煜群参加２００９年第十届马来西
亚国际食品及饮品贸易博览会，现场签单５０２０万元。

１３日　市委召开领导干部谈心会。会议要求，全市领导干部要善谋大势，善研政策，
争做领导管理经济社会工作的行家里手；带头讲政治、讲纪律、讲规则、讲团结，争做风

清气正从政环境的维护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争做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者；抓好当前，

夯实基础，争做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推动者。

是日　西南交通大学———南充市工作座谈会召开。
１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下中坝开发建设。会议强调，下中坝是未来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 “跨江东进、拥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作好规划，加快进度，注重统筹，

高水平高效率推进下中坝开发建设。

是日　全国中学生暨体育运动学校 “多威杯”田径锦标赛在南充开幕。全国共１２３支
运动队、２１７６名运动员参加，规模为历届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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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日　中央文明委授予仪陇县马鞍镇琳琅村、南部县寒坡乡四房嘴村 “全国文明村

镇”称号；授予市地方税务局 “全国文明单位”称号；授予南部县火烽乡城隆垭村、西充

县晋城镇鹤鸣庵村、高坪区永安镇青林村 “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称号；授予

南充市电业局、阆中中学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是日　南京军区驻浙某部 “硬骨头”６连所在团修理班班长、营山籍军人卢加胜被评
为 “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１６日至１９日　２００９全国跳绳公开赛在阆中市举行。１３个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

的２６支代表队近３００名运动员参赛。
１８日　全市工业经济、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工作流动现场会暨形势分析会召开。
２０日　市委专题研究丝纺服装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强调，丝纺服装产业是南充的传统

优势产业、支柱产业、民生产业，要围绕 “建成中西部优质蚕茧基地、丝纺服装生产基地

和茧丝绸交易中心”的发展定位，强基础、重招引、调结构、抓创新，努力推动南充丝纺

服装产业逆势振兴。

是日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阆中机场建设项目签约。
２１日　川东片区首支消防综合应急抢险救援队在南充成立，将承担南充、达州、广安、

遂宁急难险重的应急抢险救援任务。

２４日　全省 “两所一庭”建设现场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全市首次实施 “特岗计划”。招聘１４１３名特岗教师分配到国家级贫困县 （市、

区）阆中市、仪陇县、南部县、嘉陵区，聘用期３年。
２７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会法》执法检查组到南充检查实施 《工会法》情况。

３０日　副省长王宁到南充调研。
是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是月　阆中市 “新网工程”（新农村网络体系工程）经验在全国推广。在全国县级供

销社工作会议上，阆中市被确定为全国县级供销社网络建设先进县，被确定为全国 “新网

工程”建设典型。

８月

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顺庆区、嘉陵区、西充县察看暴雨灾情，
慰问受灾群众。

是日　南部县伏虎镇、嘉陵区文峰镇、高坪区青松乡被评为全省 “环境优美乡镇”。

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农贸市场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农贸市场整治作为一项
重要的社会事业和民生工程，加大市场建设力度，加快改造现有市场，完善长效管理体制。

６日　全省交警系统 “三项建设”（公安信息化、执法规范化、构建和谐警民）推进会

在南充召开。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南充炼油化工总厂调研。
６日至７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到南充调研。刘奇葆强调，当前全省

经济运行正处于止滑回升、向好发展的关键时期，南充要继续突出扩大投资和工业回升，

狠抓交通枢纽建设，狠抓区域经济合作，努力拓展川东北丘陵地区发展新空间；要扎实开

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力争用两三年时间使城乡规划建设上水平，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根本

改观。

１０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广安市武胜县、邻水县考察工业集中区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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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南充获得第三批港澳援建项目９个，资金１７亿元。
１４日　广州香雪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辉到南充考察。１０月２２日，广州香雪集团

投资南充项目签约。

１９日　南充市志编委会召开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会议。会议要求，《南充市志》编纂要突出
南充市发展的主旋律，要在反映时代特点、体现南充市地方特色方面狠下功夫，要精益求

精，努力把 《南充市志》编纂成精品佳志。

是日　南充获得中国红十字总会援助四川省地震灾区第二期重建项目１７个、资金１１９４
万元。主要涉及１４个卫生院、２个卫生站、１所学校。

２１日　蓬安县编排的大型史诗歌舞剧 《相如长歌》在成都上演。《相如长歌》获得新

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全省优秀剧目，是唯一由县级文化单位选送的歌舞剧，也是唯一一台由群
众演出的文化大戏。

２４日　全市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颁奖大会召开。表彰的优秀科研成果共
８１项，其中，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１０项、二等奖２０项、三等奖５０项。

２６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魏宏到南充调研港澳援建项目推进情况。
是日　升钟水库二期工程项目建议书评估会议在南充召开。
２６日至２７日　副省长李成云到南充调研工业园区建设、工业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

情况。

２７日　贵州通源投资有限公司与高坪区政府签约，拟投资２５亿元，建设一汽丰田、
广汽丰田、宝马、雷克萨斯、英菲尼迪等５个４Ｓ店。
２８日　西部霸王重卡汽配项目落户高坪区。项目拟投资３亿元，占地１８０亩。
是日　仪陇县成为 “中国农村金融教育十年规划”项目试点县。这是该项目在全国建

立的４个试点之一。
３１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主持召开市政协四届十八次常委会，审议并通过 《关于涉农

金融机构服务现代农业的调查与建议》和 《关于加强城乡集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的调查与

建议》。

９月

１日　 “天府２００９———南充”省级反恐应急处置演习在南充举行。
是日　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到南充考察援建项目。香港特区投资２０５０万元援建

涪江路小学、投资８７０万元援建白塔中学初中部。
２日　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新任代表第二期培训班在南充举行。
是日　 《盛世颂歌———川东北六市老年书画联展》在西山运动场日月馆开幕。

是日　 “南充·嵊州经济合作座谈及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南充举行。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国土工作。要求要全面提高国土资源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
用水平，为促进南充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４日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阆中 “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称号。

是日　 “蚕桑现代产业链关键技术研究及集成示范”项目启动。项目实施年限３年，
完成后可带动全市２万余农户发展蚕桑业，年户均增收近４０００元。
７日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
是日　全省首家蚕桑品种遗产资源保护单位落户阆中市。
７日至８日　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到南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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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日　新华网南充市分频道开通。
９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卫生工作。
１０日　市委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二批总结暨第三批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是日　南充·深圳 “中丝园”合作洽谈会暨签约仪式在南充举行。

１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南部县检查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工作，
刘宏建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集中力量，切实做好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工作，严防疫情
蔓延。

是日　张思德 （仪陇县人）、甘远志 （广安市人，曾在 《南充日报》社担任记者）入

选全国 “双百”（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人物。

是日　巴 （中）南 （充）高速公路开工。该路起于巴中市东兴场，止于西充县李桥

乡，全长１１７６５公里，估算总投资８５亿元。
１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南充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调研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工作。
是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达州渠县考察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工作会议。
是日　全省政法系统 “三大主题 （素质大培训、技能大练兵、作风大转变）活动”总

结表彰会召开。高坪区人民法院龙门法庭等４个集体和阆中市人民法院保宁法庭庭长张莉
萍等９名政法干警分别荣获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全省政法系统 “三大主题活动”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称号。

１６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顺庆区宁安巷农贸市场、高坪区白塔农
贸市场调研农贸市场整治工作。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全面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决定》。

２０日　营山籍军人卢加胜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营山中学学生唐俊获得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

２１日　 《风雨同舟六十载，携手共进庆辉煌》南充市统一战线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
年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６０周年图片展举行。

是日　南部县获得全省２００８年度粮食生产 “丰收杯”殊荣，是南充获得的首座 “丰收

杯”。

２２日　南部县四龙乡龛院寺村扶贫综合开发项目启动。该项目由财政部、国务院扶贫
办、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直接参与实施，计划投资１４７４６万元。
２４日　市委专题研究城市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城市对南充经济发展的集

聚、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壮大城市经济，通过一大批

城建项目的实施，努力把城市实力做强、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

是日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一行到南充考察援建项目。
２５日　警钟长鸣———失泄密案例警示教育图片巡回展在南充举行。
２７日　绵阳市政府代表团考察南充金融工作。
２８日　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大型广场文艺演出 《光辉的历程》在市政新区人

民广场举行。

是月　营山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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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１０月

９日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情况通报会召开。
１０日　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召开。
１２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七次全会

精神。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市辖３区工业园区检查项目建设情况。
１４日　市委专题研究化学工业园建设和石化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强调，石化产业是支

撑南充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抓住时机、准确定位，以承接西部石化产业链延伸

为重点，真正下决心把化学工业园建设和石化产业发展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１５日　秦巴毗邻地区 （四川、陕西、甘肃、重庆）第２４次政协统战工作研讨会在南
充召开。

１６日　 “２００９中国·升钟湖钓鱼大赛”在南部县开幕。来自全国１００４名选手参赛，
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钓鱼大赛。

１６日至１７日　浙江省宁波市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
１６日至１９日　南充参加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签约项目 ８２个，协议金额

１８３０２亿元，其中外资３亿元。
１９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顺庆区调研旧城改造工作。
２０日　成都至南充至达州开行 “蓝箭号”特快列车。

２１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南充市政府战略合作座谈会暨天然气发电项目签字仪
式在南充市举行。中国航空工业燃机动力 （集团）有限公司拟在南充市化学工业园投资１０
多亿元，建设２３９万千瓦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厂。

２６日　市政府召开规范河道砂石开采经营管理工作会议。
２７日　浙商银行成都市分行行长张国光到南充考察。
是日　刘素芳 （女）、李陈泉、张国鸿、张维义、张焱 （女）、赵光弟、唐学贵、唐茂

清、黄九龄、谭开清获评全市首届 “十大名中医”。

２８日　市委专题研究交通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大枢纽、大交通意识，把交通
建设作为实施项目推动战略的重要内容，努力开创交通建设新局面。

２９日　中粮集团客人到南充考察。
是日　阆中市获 “国际最佳旅游度假胜地”称号。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拆迁还房工作。会议强调，抓好还房建设，事关群众生计，
事关民心稳定，要把还房建设作为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

１１月

１日　川东北片区首家手机报 《南充手机报》开通。

２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川北医学院、西南石油大学和西
华师范大学，检查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工作。

４日　市委专题研究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舆论引导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看待网民
对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置疑和担忧，高度重视，积极引导，稳妥应对，认真做好解释宣

传工作，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确保把好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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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重大投资促进项目协调会。
是日　南充启动甲流感疫苗接种。省上下达南充市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苗３３８万剂。
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会见福建畅丰车桥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胡

静、总裁王桂模。

１０日　福建畅丰集团投资的四川畅丰车桥项目在嘉陵区工业园奠基开工。该项目拟投
资５亿元，预计年产值３０亿元，年利税３０００万元。

是日　全市５个协会、２个基地与１名个人获得２００９年全国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奖

励。每个协会和基地获得２０万元科普惠农奖补资金，个人获得５万元科普惠农奖补资金。
是日　全市召开创业板知识专题培训会。３８家企业成为上市培育企业，其中保宁醋业、

光亚科技、康达汽配、飞龙化工列入全省第一批重点培育上市企业。

是日　仪陇县村级民主自治 “五权模式” （强化村党支部的领导权，规范村民会议的

决策权，落实村委会的执行权，保证村民小组长的议事权，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经验

在全国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交流发言。

１１日至１２日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柯尊平到南充调研。
１２日　中石油与南充市政府签署石化资源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是日　江苏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夏子源到南充考察。
１３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市政协委员视察南充市质监工作。
是日　全市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束。共清理规范性文件２１万件，１６７８９件规范性文件被

废止或宣布失效。

１６日　南充画家于成松在南极考察创作的画被作为中国第２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特殊礼
物向南极中国长城站、南极韩国站赠送。

１６日至１９日　省政协主席陶武先到南充调研。
１８日　汇源集团南充项目在嘉陵区开工奠基。项目占地面积３００亩，总投资５亿元。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７日项目投产，每天生产４００吨果汁，年产饮料２０万瓶，产值１０亿元。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第二条生产线建成。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汇源果汁集团南充有限公司举行开业庆
典暨汇源西南大区２０１１年新春订货联谊会。

是日　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到南部县升钟库区调研扶贫工作。
是日　中石油与南充市工作座谈会举行。中石油表示，四川石化下游产品延伸加工尽

可能放在南充市。

１９日　西南油气田公司南充炼油化工总厂划转四川石化公司。
２０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３日　南充被选为中国银行与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合作推出中小企业贷款新模式———
“信贷工厂”试点地区。此举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积极意义。

２４日　全省加强和改进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北部片区）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２５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到阆中市调研。刘奇葆强调，要积极发展
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要坚定工业化道路不动摇，加大

政策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建好工业园区，依托园区大力招商引资，实现企业集聚、产业集

群发展；要在继续治理 “五乱”的基础上着力优化提升，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２６日　中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学习实践活动第四巡回指导组到南充检查指导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２７日　市、区并联审批联运工作启动。
是日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甄砚到南充检查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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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　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到南充调研并看望慰问纪检监察干部。
是日　全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欧泽高在会上强调，要一手

抓案件查办，惩治腐败，一手抓制度建设，预防腐败；领导干部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努力做到 “四知”（即知足、知惧、知交、知责）。

是日　川北数码港公司承揽利比亚政府３０亿元安居工程项目。该项目创劳务收入１１
亿元，创外汇收入折合人民币１５亿元，创税收约１６８亿元。

３０日至１２月１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到仪陇县调研基层检察院工作。
是日　南充市最大的中等职教学校———西充职业中学动工。学校占地３８８３３４亩，规

划建筑面积１２５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１４亿元，生源容量２万人。
是月　南充市首个标准化市场———市第一人民市场启用。该市场投资１８０万元，按照

“标准化、规范化、超市化”要求建设，占地２５００平方米，设置１８６个摊位，容纳２万市
民流动购菜。

是月　南充新增外贸获权企业１２户，有外贸出口实绩企业增至６８户，位居全省丘陵
地区首位。

１２月

１日　市区最大的廉租房小区———顺庆区兵马堂廉租房竣工。项目占地１２亩，总投资
１０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９７００平方米。

３日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南充市政府合作备忘录签字。
是日　由市政新区通往顺庆区荆溪镇的首条主干道府荆路开工。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０日，竣

工通车。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建筑节能管理暂行办法》。

４日　成都军区联合检查组到南充市检查人防工作。
６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发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蔡

正扬到南充部分企业考察。

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市经济开发区化学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情况。
是日　 “四川南充·广东”部分上市公司项目对接座谈会在广州举行。

８日　全省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在南充挂牌成立。全省仅南充和绵阳成立现代农业
技术培训基地，南充基地负责对南充、广安的６个示范县基层农技骨干开展培训。
９日　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与台湾中小企业专业经理人协会、台湾资讯管理发展协会、

台湾亚历山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约定：加强交流与协作，加强民营经济咨

询、管理、培训。

１０日　南充市８个县 （市、区）成为国家优质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６个县 （市、区）

进入全国生猪外调大县，７个县 （市、区）纳入全省现代畜牧业重点县建设，此三项指标

均名列全省第一。

１１日　顺庆区政府与广东丝绸纺织集团和深圳庆鹏实业集团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是日　香港五华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南充华宝玻璃实业有限公司开工。项目总投

资１２亿元，占地１０９亩。
是日　高坪区政府与美固龙金属制品 （中国）有限公司签约。该公司投资６亿元在高

坪区建立生产基地，专业设计、生产、销售商场设备、家居用品等系列产品。

１２日　首届川东北商品交易会在南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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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　中航集团副总经理兼地产事业部总经理肖临骏到南充考察。
１７日　南充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１７日至１８日　南充市代表团考察重庆寸滩国际集装箱码头、宜宾港志城作业区、泸州

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建设。

是日　嘉陵区大凤垭示范片、西充县常林义兴示范片、南部县黑龙观示范片入选首批
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

１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调研市经济开发区工作。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

是日　 “中国绸都·南充丝绸馆”在深圳南岭中国丝绸文化产业创意园 （中丝园）

开馆。

２０日　全市５７个高新项目进入省储备库，总投资７２８亿元。
是日　全市１５个省级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全面完成。
２２日　市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率驻市全国人大代表、部分省人大代表到顺庆

区川北汽车贸易中心、高坪区工业园区、嘉陵江沿岸绿化现场等地视察，并听取了市政府

工作汇报及林业发展工作等专项汇报。

是日　全市３８名省部级农村劳模生活补助金和困难补助金在原有基础上提高５０％。
２３日　成 （都）德 （阳）南 （部）等４条高速公路正式开工建设。成 （都）德 （阳）

南 （部）高速公路起于成都市绕城高速公路螺狮坝立交桥，止于南部县，经金堂县、中江

县、三台县、盐亭县、西充县到南部县，全长１９３７９１公里，南充境内２７公里，项目投资
１１１２亿元。

２５日　南部县、西充县、顺庆区成功入围全省退耕还林成果巩固重点扶持县 （区）。

每个县 （区）获国家专项林业补助５００万元。
是日　在全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暨第六届巴蜀文艺奖、第六届四川

文学奖、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总结表彰会上，南充歌舞剧 《相如长歌》、广播剧 《抬头

是天》、歌曲 《望四川》荣获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歌舞剧 《相如长歌》、杂技 《力

量》与 《球技》、舞蹈 《情系巴山鞋》、摄影作品 《嘉陵江畔的挑夫》与 《川北油灯》荣

获巴蜀文艺奖。歌舞剧 《相如长歌》还获得全省首届文华剧目奖———优秀剧目奖。

２９日　２００９年度 “南炼杯·感动南充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举行。

３０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高坪区调研。刘宏建先后察看了华诺国
际、高坪国际汽车城、南充华宝玻璃等项目。

３１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到仪陇县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刘奇葆强调，仪陇县城要按照２１世纪现代城市的标准来规划和建
设，把规划做好，严格按照规划来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杜绝短期

行为，防止松劲懈怠；要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延伸到农村，特别要做好垃圾收集、处理工

作，尽快实现垃圾 “村集中、乡收集、县处理”。

是日　蓬安县周子古镇、老街入围全省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
是日　全市５０８６套教师周转房如期完工。
是月　南充获得全省２００９年度第二批扶贫项目资金和革命老区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共计６５８６万元。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总体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是年　国家下达全市１７１个乡镇文化站建设新增投资计划，安排中央资金３１６０万元。

至此，全市共有２６１个乡镇文化站建设获得国家资金４６８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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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全市 “十一五”规划的６３所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提前一年完成，共获国家支
持资金达９３２７万元。

是年　南充荣获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顺庆区、阆中市、营
山县分别被授予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市、区）”，高先海、马道蓉、朱家媛、朱廷春被

授予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个人”。

是年　阆中市江南镇、仪陇县马鞍镇、顺庆区老君镇、蓬安县相如镇、嘉陵区文峰镇
跻身全省百佳生态旅游乡镇。

是年　全市小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４１６个小城镇中，有国家级试点镇３个，省级试
点镇６７个。

是年　市政府投入６００余万元专项资金，建立２００个以上规范化的 “留守学生之家”，

着力优化留守学生成长环境。

是年　市政府启动下中坝新区开发建设。下中坝新区作为中心城区９个功能片区之一，
规划总用地面积５平方公里，定位为城市副中心。其涉及顺庆区南门坝街道和高坪区清溪
街道办、都京街道办，５个村 （居）民委员会、１３个村 （居）民小组，共１８００多户征地房
屋和３０多户企业被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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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３日　省卫生厅确定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为南充、遂宁、广安、巴中、达州流感危重症
会诊中心。

是日　川东北消防部队战勤保障大队奠基。工程投资７０００万元，是全国消防部队统一
部署的第二批消防保障重点工程，全省仅在南充和内江定点建设。

４日　南运集团顺庆分公司一大客车在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境内，因避让行人，
与一大货车迎头相撞，造成７人死亡、２３人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

是日　南部县启动全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
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下中坝建设工作。
６日　顺庆区发展农民产业园经验在央视新闻频道 《东方时空》播出。

８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七次全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委书记刘宏建受市委常
委会委托所作的市委２００９年工作报告，安排布署了２０１０年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建设
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不动摇，坚持项目推动战略的工作抓手不动摇，坚持 “三

个推进”的工作重点不动摇，坚持快和实的工作要求不动摇，深入抓好项目攻坚，在扩大

投资、拉动增长上求突破；深入抓好产业培育，在扶优扶强、招商引资上求突破；深入抓

好城市发展，在完善功能、改进形象、提高品位上求突破；深入抓好民生改善，在解决民

难、促进和谐上求突破；深入抓好基础管理工作，在规范有序、权责明晰上求突破。

是日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市政新区医院建设项目 （门诊楼、医技综合楼）获省发改

委核准。项目建设规模９６９万平方米，投资３２２３０万元。
１１日　全市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

心，“无中生有”谋项目，重点突破建项目，围绕链条选项目，夯实载体聚项目，建章立制

管项目，掀起新一轮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热潮。

１２日　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召开。
１７日　高坪区汉郡闲逸天美食风情街、仪陇县兔香苑上榜 “四川特色商业街”。

１８日至２１日　政协第四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
席杜光辉关于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

论了市委书记刘宏建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

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

１９日至２３日　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高
先海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１９日　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４日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到仪陇县朱德故居调研。
２５日至２８日　 “南充一日·两岸四地摄影家嘉陵江畔大聚焦”摄影作品在香港展出。

６６１



　大 事 记　

３０日　副省长张作哈出席武警８７４０部队组建６０周年庆祝大会。
是月　南充 ３９个大项目 （总投资 ２９００多亿元）入围 ２０１０年全省实施的重大项目

盘子。

是月　四川银河地毯有限公司、四川欧丰木业有限公司、南充泰昌农产品贸易有限公
司、南充美洁丝绸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飞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南充新原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和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进入全省电子商务扶持企业名单。

是月　朱德故里琳琅山风景区获第９届四川省服务名牌。

２月

２日　市政府决定，２０１０年全市投资３８亿元，实施就业促进、扶贫解困、教育助学、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百姓安居、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体育、公共安全等 “十大民

生工程”。

３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会议指出，企业家要争当项目推动战略生力
军，坚持政企联动，推动加快发展。

４日　西河整治工程望天坝片区项目开工建设。
是日　中石油总裁周吉平到南充考察。
是日　南充市获得旅游１Ａ、２Ａ级景区评定权。这是省旅游局全省授权的４个市级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之一。

是日　张澜旧居纪念馆、罗瑞卿故居纪念馆、张思德纪念馆进入全国第二批免费对外
开放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单。至此，全市共有４处免费开放的红色旅游景点。
５日　南充援建绵阳市梓潼县许州镇第一批９个项目 （总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竣工交付

使用。

９日　南充１３个产品荣获第九届 “四川名牌”称号。至此，全市有国、省名牌产品

３４个。
１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深入车站、市

场、超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和节日物资供应情况。

是日　下中坝嘉陵江大桥开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大桥竣工通车。
２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会议强调，石化产业是支撑南充市未来发

展的战略性产业，要把建设化学工业园作为产业发展的 “一号工程”，举全市之力、集全市

之智，共同推进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

是日　川北王皮影入选世博会，是四川省入选的两个项目之一。
２２日至２３日　国家部委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调研组、区域规划生态建设调研组到南充

调研。

２３日　西部首座汽车主题公园落户南充。该公园位于高坪区江东大道，占地６０余亩，
总投资１２亿元。
２４日　市委专题研究下中坝开发建设。
是日　南充市杂技团与世博会组委会签订专场演出协议。
是日　南充入选 “中国特色魅力城市２００强”，是全省７个入选城市之一，也是南充第

三次获此殊荣。

２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南充市 “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强调，要对接国、省 “十

二五”和成渝经济区规划，精心编制全市 “十二五”规划，使其成为指导南充市未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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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发展的美好蓝图和行动纲领。

３月

１日　全市农村工作暨农业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以促进农民
增收为首要任务，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根本要求，着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切实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壮大特色产业，加快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

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嘉陵区工业园、文峰大道、廉租房等项目
工地和顺庆区潆华工业园、西山风景区、府荆路建设、南门坝旧城改造项目工地调研。

是日　南充 “关爱生命、文明出行、文明单位在行动”志愿服务启动。

８日　省电力公司继续在南充投入８０６亿元，加快推进 “金桥工程”建设，打造川东

北供电枢纽。

是日　南充获得省农发行百亿元贷款融资支持。
９日　顺庆区政府与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首家农机流通上市公司）签署

项目合作协议。

１０日　仪陇县在朱德故居纪念园举行千人 “客家宴”，纪念朱德回家乡视察５０周年。
１１日　全市５家图书馆跻身国家级图书馆。南部县图书馆成为全市首个国家一级县级

图书馆。

１５日　恒丰银行成都市分行行长张相林到南充考察。
１７日　西充县富联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在多扶食品工业园开工。项目占地面

积约１８０亩，计划总投资３亿元。
１９日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南充市科研基地在市委党校揭牌。
２０日　全国工会对口劳务协作招聘洽谈会在北湖公园广场举行。省内外３１５家企业提

供岗位１０万余个，１１５万人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签订用工协议３４１７份。
２３日　市委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
是日　中央、省新闻采访团到南充市开展 “放眼南充发展、拜谒朱德故里、接受传统

教育———媒体记者三项学习教育南充行宣传活动”。

２５日　全省民主党派工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天府人文讲坛·嘉陵江论坛”开坛。

２６日　南充成为川东北食品农产品权威检验检疫中心。检测项目 １４５项，自检率
１００％，并获得了三聚氰胺检测资质，实现对川东北地区进出口农、畜、食品检测项目全
覆盖。

是日　阆中市公安局七里派出所民警安天坤被公安部表彰为 “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２９日　 “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四川跨越发展”专题讲座在南充举行。

３０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机械汽车汽配产业发展暨协作配套会议。
是日　省政协和市政协在南充联合举行 “再造产业支撑，重构城市群落”资政会。与

会领导和专家学者重点围绕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言献策。

３１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市政协农业委部分委员到西充县有机农产品基地调研。
是月　仪陇县马鞍镇跻身首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村）行列。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二个五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规划》。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工业振兴发展实施意见》。

是月　市政府第１６次城乡规划委员会通过 “安汉故城”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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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是月　国家电网省电力公司与市政府签订共同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南充成为继成都之后与省电力公司签订该协议的第二个省内城市。

４月

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蓬安县调研。要求要主动树立抢抓机遇
的意识，以项目攻坚为抓手，以旅游文化产业为突破口，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作风建设为重点，推进蓬安县跨越发展。

是日　中盐银港 （四川）人造板有限公司在南部县河东工业集中区投产。该公司是全

国百强企业之一，其人造板占据西南地区８５％的市场份额。
是日　全省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建设暨工业园区安全监管现场会在南充召开。副省长李

成云出席并讲话。

是日　南充市第二届乡村文化旅游节举行开幕仪式。
２日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与春飞集团在南充联建开发中心。
是日　南充圆满完成国家 “东桑西移”工程阶段性建设任务。

３日　南充启动 “全国百城世博旅游宣传推广周”活动。

３日至５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甘道明到南充市调研。
８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是日　南充首座大型红军群雕——— 《强渡嘉陵江》在阆中市红军纪念馆完成。

１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与市人大财经委代表先后视察了车购税
征收分局、高坪区国税局、开发区地税局、市地税局直属局征收大厅，实地察看了办税流

程和信息化办公、服务设施。

１２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速丰林基地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速丰林基地建设
作为生态立市、产业富民的重大战略，努力建设嘉陵江中游生态屏障，实现生态建设和产

业发展 “双赢”。

是日　凌云山景区被授牌为国际生态安全旅游基地。
是日　南充建设国家公路运输枢纽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审查。
１３日　全市千万头生猪产业工程推进会议召开。
是日　 “嘉陵江论坛”首进校园。在南充高中嘉陵校区，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工

程学院教授周世光作国防专题报告。

１４日　南充行政审批项目从４５５项减少到２０６项；５４项审批事项下放到县 （市、区）。

是日　 “嘉陵江大讲堂”成立一周年，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应邀到南充市进行专题

讲座。

１５日　副省长陈文华到仪陇县、西充县调研农村沼气建设、农村温室气体减排及交易
合作项目。

１７日　南充市商业银行贵阳市分行开业。这是该行设立的第一家跨省分行。
２０日　市委召开援藏干部人才选派工作部署会。全市选派１０１名干部人才分赴甘孜州

道孚县、炉霍县、丹巴县开展为期２年的援藏工作。
２１日　全市 “四城”同创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省级生态市和省

级文明城市）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是日　南充全面启动 “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帮扶工作 （简称 “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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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带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巴
基斯坦、委内瑞拉、新加坡等１７个国家的学员到空军指挥学院外训教学点———仪陇县朱德
同志故居纪念馆参观考察。

是日　顺庆区胜利路社区标准化服务试点项目通过省评估验收，成为全省首个标准化
服务社区。

２６日　张澜纪念馆获赠３件文史类珍贵文物。
２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在北京中国石

油总部拜会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蒋洁敏。

２８日　在全省价格认证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南充市价格认证工作经验在会上交流，向
全省推广。

是日　 《天下四川·依然美丽》大型风光邮票 （南充篇）编制工作启动。

是月　中国科技大学张劲松 （南充人）入选国家第三批 “千人计划”。这是唯一入选

“千人计划”的南充学子。

５月

４日　南充各界为青海省玉树地震 （７１级）灾区捐款９３８万元。
４日至６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视察南充市统筹城乡发展、

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工作。

６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南充参加张澜先生铜像揭幕暨
盟员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７日　 “绸都情韵”———全市第二届青少年文化艺术节开幕。

１０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市西山风景区、桂花路、玉带路、滨江
大道、南门坝生态公园检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大力实施千万头生猪产业工程的意见》。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兰渝铁路、广南高速公路建设情况。
１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６０个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会议要求，要确保每个重大项目按

进度推进，按时竣工投产见效。

１２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城市重大建设项目推进工作。
是日　 《南充晚报》获评 “中国地方都市类报纸最具影响力十强”。这是西南地区唯

一获此殊荣的地方都市类报纸。

１３日　市委专题研究支持中石油在南充市的项目建设和业务开展工作。会议强调，要
充分认识中石油在南充市发展的重要意义，落实责任，明确任务，认真解决好中石油在南

充市项目建设和业务开展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是日　市政府召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把综合治理与 “四

城”同创、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不断巩固和扩大治理成效，努力促进全市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是日　中国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特许经营商品组委会授权西充县为有机农产品
生产供应基地。

１５日　兰渝铁路南充火车北站建设启动。该站位于顺庆区潆溪镇青龙山村，站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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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万平方米，是兰渝铁路线上除兰州、重庆站外最大的站。
１７日　贵州省六盘水市党政代表团到南充参观考察工业园区建设工作。
１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会见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董事长李福成。
是日　四川南充丝绸 （进出口）有限公司、省丝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依格尔纺

织品有限公司、四川南充六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全国丝绸创新产品奖。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意见》。

２０日　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到仪陇县调研对口帮扶工作。
是日　恒大地产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敏到南充市考察。
是日　南充市小额贷款融资担保行业协会成立。该协会是全省成立的第一个融资担保

行业协会。

２０日至２６日　南充 “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启动。市内１００多家民营企业参加，提供
３２００个就业岗位。

２１日　西充县政府与四川兴胜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整理项目协议。项目面积３５３平
方公里，总投资１０亿元。

是日　南充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试点工作启动。
是日　仪陇县城和全市８个乡镇、６０个村庄入选２０１０年全省 “五市十县百镇千村环境

优美示范工程”实施范围。

２４日　四川·南充现代农业发展暨 《南充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总体规划》高层研讨及

论证评审会在京举行。８月１９日，农业部批准 《南充市现代农业园区总体规划》，南充市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成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全省仅有的３个示范区之一。
是日　环保部成渝经济区重点产业战略环评专家组调研南充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产

业结构、产业优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并召开了成渝经济区重点产业战略南充环

评现场考察汇报会。

２７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叶万勇到南充调研。
是日　市政府召开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对接会议。会上，驻市各金融机构与１１６户中小

企业达成签约意向，金额２２２亿元，其中现场签约１６户、金额２４３亿元。
是日　市委召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暨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
２８日　国家发改委以工代赈扶贫开发与成渝经济区规划调研组到南充调研。
２９日至６月２日　 “全国散文名家南充行”大型采风活动举行。王蒙等多名全国散文

名家到南充进行文学交流、文化采风。

３０日　北京海淀总工会与南充签署劳务合作协议。
是月　南充成为全省革命老区中小学图书配备计划６个受益市之一，获赠价值４０００万

元图书。

６月

３日　全市推进优势产业跨越发展理论研讨会召开。
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城建重点项目建设进度。
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顺庆区察看第二人民市场 “三化一改”

推进情况。

是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调研蓬安县工业园区建设。
８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物流业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瞄准世界物流发展的先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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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推进现代物流产业快速发展。

是日　滨江车站搬迁至马市铺工作正式启动。
９日　全市农村中医药工作现场会召开。会议要求，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医疗、保

健、科研、教育、产业和文化 “六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加强全市农村和城市社区中医

药服务体系建设。

是日　南充３９８名运动员参加省第十一届运动会。
是日　西充县政府与深圳展登贸易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这是南充首次引进的

大型侨资服装生产企业。

是日　顺庆区南门坝旧城改造１５００余户居民完成搬迁。
是日　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流动现场会１００余名代表参观南充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建设。

１０日　全省军转培训中心主任会议在南充召开。
１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新农村建设工作。
１１日至１２日　广元市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１２日　高坪区政府与深圳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签约。
是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百万吨柑桔产业工程推进会议。会议要求，通过３至５年努

力，使全市柑桔面积达１００万亩，总产达１００万吨、产值达２０亿元，建成全省最大的柑橘
生产加工基地。

１３日　市委召开法治城市、法治县 （市、区）创建工作启动大会。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 （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

是日　全省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１７日　全市集中开展 “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岗位对接月”活动。

１８日　中南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锦石到南充考察。
是日　市委专题听取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站在培育战略

性支撑产业的高度，千方百计加快化学工业园建设。

２０日　市委印发 《南充市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１０年全市人才
队伍建设总体目标，到２０２０年，人才总量达１１９７万人，增加４６３万人。
２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到各县 （市、区）和市公路交通管理部

门检查 《公路法》及四川省实施办法的贯彻实施情况。

２２日　部分中央在川及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到南充化学工业园区、潆华工业园区、航
空港工业园区考察。

是日　市政府召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除陋习、树新风”专项行动会议。

２４日　四川省道德模范先进典型基层巡讲报告团到南充市作巡回报告。
２９日至３０日　副省长张作哈到仪陇县调研 “挂包帮”工作。

７月

１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

２日　全市评选出２０家科技创新 （成长）型企业。

４日　暴雨致仪陇县、营山县５９个乡镇、１５万人受灾，６４９人紧急转移，直接经济损
失２０００万元。
５日　市委召开 “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活动推进会。

２７１



　大 事 记　

是日　全市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工作启动。
７日　市中心医院成功签约来自美国南卡罗纳州医科大学高级影像中心首席科学家、

博士及博士后导师母其文。

７日至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高坪区、嘉陵区调研。先后察看了
白塔农贸市场改造、还房工程、汇源果汁、畅丰车桥等项目。

９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南充之声》开播。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西南地区首次

与市级电台的深度合作。

是日　南充实施 “西部贫困家庭疝气儿童手术康复计划”。

１０日至１２日　环保部西南督查中心到南充核查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
１４日　山东省德州市考察团到南充考察。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深入开展向文建明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１５日　重庆市合川区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
１６日　台湾润泰集团康成投资有限公司签约顺庆区南门坝。该项目投资３８亿元，新

建２４万平方米的大润发购物中心，规划建设１４万平方米的大型停车场。
１６日至１７日　南充普降暴雨。最大降雨量突破了南充市气象资料记录，１０１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１人，紧急转移安置９５５７人；农作物受灾面积３１７５４公顷，绝收８５６０公顷；
倒塌房屋４１２２间，损坏房屋９３１４间；直接经济损失３５２亿元。１６日晚，市政府发出 《关

于认真做好当前暴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对防汛抗洪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１７
日，市委、政府领导分别到灾区察看灾情，组织指导抗洪排涝抢险，要求迅速恢复灾后生

产。２０日，省红十字会首批价值１１万元救灾物资运抵南充市。
１９日　南 （充）大 （竹）梁 （梁平）高速公路开工。该路起于高坪区南广高速谭家

沟节点，止于大竹县石桥镇川渝交界接点，全长 １４２公里，总投资 １０８亿元，桥隧比达
２６２％，由南充市、达州市政府按照ＢＯＴ方式实施建设。

２０日　市委召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推进会。
２１日　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谈心会。会议指出，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加快发展重点，增强服

务实效，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是日　雨润集团南充健民肉类加工项目在蓬安县河舒轻纺食品工业园正式投产。
２１日至２２日　中国欧盟商会到南充考察。
２２日　中国医药企业１０强、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约阆中

市。该公司投资６亿元整合扩建保宁制药、滕王阁制药医药企业。
是日　文峰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总投资５５９７万元，是南充化学工业园开建的第

一个公用项目。

２６日　全市防控廉政风险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２７日　汇源果汁项目投产仪式在嘉陵区举行。
２８日　西充县北部新城区奠基开工。
２８日至３１日　南充携２４个、投资总额６０４亿元文化产业项目赴香港推介。
２９日　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王少雄和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到南充看望慰问

武警８７４０部队官兵。
３０日　全市召开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 “小金库”治理工作动员会。

是月　为改善南充中心城区交通拥堵，规划的 ９座人行天桥相继动工，天桥分布
在滨江大道５处重要路口和五星花园周边 ４处。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４日，９座人行天桥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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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投入使用。

８月

１日　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南充开幕。
３日　在２０１０年 “关爱健康行动”南充全民健身日，南充举行百万人工间操展示暨

比赛。

４日　川北王皮影 （国家级非遗项目）第七代传承人王彪、王访两兄弟获 “第三届全

国木偶皮影中青年技艺大赛”最高奖———金师奖。

４日至５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营山县、蓬安县调研。察看了营山
县南北 “两河”整治工程、蓬安县工业园、长梁乡中坝村等地，看望了城南镇党委书记文

建明。

６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创建全省文明城市迎检动员大会。
是日　南充１１户企业 （项目）列入全省２０１０年第一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计划，

获得２４０万元无偿资金扶持。
是日　市委常委会传达学习全省产业园区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更新发展观念，

强化体制机制创新，运用市场化理念加大载体建设力度，搞好园区产业规划布局，着力抓

好要素保障，将最好的资源配置给最好的企业，努力把工业园区建成产业聚集的新高地。

８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大型史诗剧 《相如长歌》。

９日　全市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会召开。
是日　南充全面推行党委新闻发言人、政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６１个

单位设立了党委新闻发言人，７７个单位设立了政府新闻发言人，６２个单位参照设立了政府
新闻发言人，１１３个单位设立了网络新闻发言人。

１１日　柬埔寨前副首相、柬埔寨奉辛比克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
执行主席盖博·拉斯美到高坪区凌云山考察，并出席 “世界生态安全纪念园”、“中柬生态

友谊园”植根凌云山建设项目签约仪式。

１２日　 “中柬生态友谊园”在高坪区凌云山奠基。

是日　市中心医院门诊内科大楼开工。项目总投资３２亿元，占地面积２３５３亩，建
设规模７７１５０平方米，新增床位１１００张。
１３日至１５日　全国茧丝绸工作现场会在南充召开。期间，举行了经验交流会、“依格

尔杯”中国绸都 “南充丝绸小姐”暨 “南充丝绸形象大使”选拔赛总决赛和中国西部茧丝

绸发展高峰论坛。南充丝绸企业展出近２００种丝绸新产品。这是南充有史以来召开的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一次茧丝绸行业会议。

１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十大民生工程实施情况。
是日　杭州市政府代表团到南充开展对口帮扶，向南充捐赠７００万元。
１８日　南充首届残疾人文化活动周举行。
２０日　南充体育代表团在全省第十一届运动会上，获奖牌９１枚，获得全省体育事业突

出贡献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２１日　南充高坪机场航班首飞上海虹桥机场，开通了南充—上海航线。
２４日　世博会四川周期间，南充企业与上海企业签订销售订单１２亿元。
是日　南充无公害畜产品规模 （获得认证数量和生产总量）全省第一。全市获得无公

害畜产品 （产地一体化）认证达 ５８个，无公害畜产品生产规模占畜产品生产总量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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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２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调研。
２７日　全市机关干部职工分别举行向甘肃省舟曲灾区及四川省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区捐

助活动。

２８日　四川省南充市 （成都）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商会成立大会在成都举行。

３０日　市委召开审查 《南充市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研究报告》会议。会议强调，要强化

大交通、大枢纽意识，立足更高起点抓好规划，谋划一批重大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以综合

交通枢纽规划建设大突破推动南充发展新跨越。

是日　阆中市构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南部县升钟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嘉陵区太和白
鹭湿地自然保护区分别通过国家、省、市湿地自然保护评审专家组评定。

是日　香港特区政府援建的灾后重建学校———涪江路小学竣工投入使用。
３１日　四川嘉陵江钢铁有限公司在西充县正式投产。
是月　全市４１６个乡镇 （街道）、５５６１个村 （社区）全面建成便民服务中心 （代办

站），市、县、乡、村四级政务服务体系全面建立。

９月

１日至４日　南充名特优新商品在第２１届西交会上实现交易额３５亿元，共签约７个
项目、签约资金８８亿元。
２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到南充军分区和武警８７４０部队调研。
是日　南充代表团在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洽谈会上，项目签约总额６０５亿元。
３日　中国农科院川东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四川省农科院南充市分院、南充市

农科院授牌仪式暨四川省农科院与南充市政府农业科技合作签字仪式举行。

５日　市农科院与川农大共同选育的 “Ｄ优６５１１”在越南大面积推广。
６日　省委授予文建明 “优秀乡镇党委书记”、“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暨文建明先进事

迹报告会在成都市举行。

７日至８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到南部县调研中邮人寿 “三农”保

险试点工作。

８日　北京市纪委副书记王海平到南充考察反腐倡廉宣教工作。
是日　广州昆仑投资有限公司南充昆仑食品饮料产业园项目在嘉陵区奠基。项目占地

１５万平方米，总投资４亿元。
１３日　全市产业园区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抢抓新一轮加快发展的大好机遇，

加大园区发展力度，加快产业聚集，尽快形成支撑南充市发展的强大支柱。

是日　南充在全省完善大调解体系、健全工作运行机制现场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１４日　全省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工作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调研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南 （充）大 （竹）梁 （平）高速、广 （元）南

（充）高速和成 （都）德 （阳）南 （充）高速公路建设情况。

１４日至１６日　 “中国·南充嘉陵江灯戏艺术节”举行。期间，除南充本土灯戏节目

表演外，还有云南省玉溪市、贵州省独山县、广安市岳池县等地的灯戏艺术团参演。

１５日至１６日　 “中国灯戏·南充论坛”举行。

１６日　 “２０１０中国升钟湖钓鱼·桂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及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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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学演戏，电影爱南部”国庆特别节目在南部县举行。

１９日　全市１６８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启动。
是日　城郊专业蔬菜基地建设暨晚秋生产工作会召开。
２０日　 “和谐号”动车组列车首次开行达成线，首列 “和谐号”驶进南充。这是继成

遂渝、成灌铁路开通 “和谐号”之后省内第三条开通 “和谐号”动车组的线路。

是日　市政府与苏州大学签订协议，在南充设立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南充市研究
中心。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是丝绸行业唯一的研究中心。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工作的意见》。

２５日　电视连续剧 《民主之澜》四川卫视开播仪式在南充举行。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产业园区发展的意见》。

是日　南充招录１００９名特岗教师充实农村师资，重点解决国家级贫困县 （市）阆中

市、南部县、仪陇县的农村师资匮乏问题。

２６日　广东潮州三环 （集团）与高坪区政府签约陶瓷棒生产项目。

是日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部长陈光志调研南充产业园区建设。
是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扩大会议邀请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季博

士就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南充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启示进行专题讲座。

２７日　全市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强调，今后１０年，
要准确把握南充市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坚定不移地把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作为

谋划和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奋斗目标，把南充市建成全省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

２８日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柯尊平到营山县看望慰问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
并听取创先争优活动开展情况汇报。

是日　顺庆区北部新城潆华大道、日上车轮钢圈基地、华塑控股型材基地建设项目开
（竣）工。

是日　 “嘉陵江论坛·城市文化与市民素质”系列讲座启动。

３０日　 “西部民歌会 （阆中）”活动在阆中市开幕。来自西部１２个省 （市、自治区）

的１８个民族、２０支民歌队参演。
是月　南充各项存款余额达到１１６２７６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７４９７８亿元，

是川东北地区唯一一个存款余额突破千亿元的市。

１０月

８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北部新城荆溪片区调研。
１１日　南充对口援建绵阳市梓潼县许州镇灾后重建项目整体交接。
１４日　全国扶贫村互助资金培训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南充市丝绸企业依格尔、丝绸进出口有限公司、六合集团分别获得由省商务厅、

财政厅给予１００万元资金支持，用于企业营销网络及品牌建设。
１６日　国务院扶贫办和山西省、陕西省等 １０省扶贫系统代表考察南充扶贫互助社

建设。

１８日　南充籍老红军王定国 （谢觉哉夫人）书画暨百名将军书画展在北湖公园广场

举行。

１８日至２１日　中国·南充第二届嘉陵江合唱艺术节举行。甘、陕、川、渝４省 （市）

９市 （区）４３支合唱队、４０００多位演员参加。

６７１



　大 事 记　

１９日　全省文明城市考评组对南充创建省文明城市进行检查验收。
２０日　全省检察机关国家赔偿暨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２１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批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使南充成为川东北地

区首个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

２２日　在第十一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顺庆区政府与成都万科房产有限公司签署
南充西山旅游文化综合开发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阆中市政府与中粮集团中国食品有限

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是日　全省慢性病防治社区综合管理试验在南充开展。
２３日　市政府、中国石油西南化工销售分公司在成都举行南充石化产业项目推介会。

四川华旗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与南充经济开发区 （南充化学工业园区）签订３５亿元投资
协议。

是日　南充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成立。
２５日　全市政府机构改革实施动员暨领导干部集体谈话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积极

探索政府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更加有效地保障政府充分发挥行政能力、管理能力、

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服务能力，为促进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体制机制保障。会上，市委

领导通报了 《南充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市政府机构改革工作部门领导班子调整配

备情况。

２５日至２６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驻市省政协委员到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西充
县就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进行专项视察。

２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重点交通
项目建设。

是日　中科科凌新能源集团客人到南充考察。
２９日　全市９县 （市、区）共４６６１户纳入省２０１０年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范围。
是月　嘉陵区创建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通过评审。
是月　总投资１６００万元的南充主城区光亮工程二期启动。

１１月

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市区体育场馆配套工程建设及人口普查工作。
２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率驻市国、省人大代表和部分市人大代

表到市化学工业园视察。

是日　蓬安县精心打造的大型歌舞史诗剧 《相如长歌》作为全省唯一代表剧目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节精品推介展演活动。

是日　高坪区成功创建省乡村旅游示范区。
３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到南充调研培育特色产业基地、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新

农村建设工作。

５日　市政府召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推进工作会。
７日至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陪同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新华考察南充石油天然气化工产业发展情况。

９日　南充首次获得转基因作物专项课题，填补国内淀粉特用玉米育种空白。
是日　市地方志办公室荣获全国方志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１０日　南部县脆香甜柚和ＴＬＹ肉猪项目成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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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日　北京市海淀区总工会———南充市总工会网络视频开通。
是日　南充市９县 （市、区）撤销驻京办事机构。

１１日至１２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到南充调研。刘奇葆对南充实施项
目推动战略、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推进民生问题有效解决以及干部队伍精神面貌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科学谋划 “十二五”发展、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及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等作出重要指示。刘奇葆强调，要把产业培育作为加快发

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发展产业园区；要把抓好城市规划和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做一

流规划，建一流城市；要坚定不移抓好交通建设，大力推进次级交通枢纽建设；要把开放

合作作为加快发展的主要途径，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力争引进更多

的大企业、好企业。

１８日　阿坝州党政慰问团到南充慰问武警８７４０部队官兵。向部队赠送锦旗和３０万元
现金，感谢武警８７４０部队在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和在灾后重建中对阿坝州作
出的积极贡献。

１９日　中科科凌新能源落户嘉陵区，项目总投资６亿元。
是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九届八次会议精神。

２２日至２３日　副省长王宁到南充调研。
是日　省环保厅将部分环评审批权委托给南充。内容包括总投资在２亿元及以下的市

政道路、雨污管网及文化、教育、乡镇卫生院等项目。

２４日　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到南充调研。
２４日至２５日　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２５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市政协委员调研汇源果汁南充分公司、南充鑫磊冶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千年绸都第一坊丝绸研发中心。

２６日　仪陇县举行２０１０年重大项目竣工集中剪彩仪式。副省长张和哈出席并讲话。
２８日　华塑控股南充市新基地一期竣工投产暨二期开工。项目总投资约５亿元，占地

４８０亩，建标准厂房１２万平方米，共１８０条生产线。
２９日　高坪区清溪河综合治理第一期工程开工。项目计划投资２亿元。
３０日　文建明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接见了文建明先进事迹报告团全体成员并讲话。

１２月

１日　阆中市红军纪念园建成对外开放。
２日　全市粮食产量连续８年位居全省第一，获得省政府５００万元奖励。
３日　文建明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南充大剧院举行。
６日　顺庆区现代农民产业园区开建。园区内建设 “百万只蛋鸡、５０００万袋食用菌、１

万亩蔬菜”三大基地，投资２亿多元。
７日至９日　全市现代农业发展现场会召开。
８日　南充—广东纺织服装企业座谈会在南充举行。
是日　全省现代畜牧业建设现场推进会在西充县召开。
是日　四川龙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龙湖养殖场、仪陇县瑞成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复

兴养殖场、四川丰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有机育肥猪场、营山县东升三大业有限公司桂

花鸡场列入农业部第一批畜标准化示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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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康美药业阆中市中医药产业基地奠基。
是日　高坪区政府与四川锦星投资公司签约。该公司投资９６亿元开发建设龙门古镇。
９日　全市企业上市培训暨集中答疑会举行。
１０日　全市丝纺服装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
是日　全省老干部学习活动阵地建设暨住房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南充召开。
１１日　住建部专家组对南充国家园林城市进行复检。
１３日　南充通过住建部专家组国家园林城市复检。
１３日至１４日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甄砚到南充调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

安家庭”创建和党群共建创先争优工作。

１４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到南充调研。蒋巨峰对南充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促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三化联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要以

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认真做好 “十二五”规划，全力推进

新型工业化进程，为实现南充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奠定决定性的基础。

１６日　省委宣讲团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报告会在南充举行。
是日　顺庆区潆华工业园区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奠基。
１７日　 《南充晚报》创刊十周年庆祝大会举行。

１８日　南充国际汽车城首届汽车博览会开幕。
２０日至２２日　全市项目推动工作巡回观摩现场会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增强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自觉性、主动性，把握关键环节、实施重点突破，推动全市

项目工作纵深发展。与会人员集中考察了各县 （市、区）重大项目实施情况。

２３日　南充在 “２０１０年全球商报经济论坛暨亚太工商界领袖峰会”上，荣膺 “最具历

史风韵城市”称号。

是日　沥青碳纤维项目落户阆中市 “新型碳纤维工业园”。该项目由新疆创越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３０亿元，占地５００亩，完成投资后，将形成年产２０００吨碳纤维及相关产
品的产业集群。

２６日　川东北粮食物流中心建设全面启动。项目占地８００亩，概算总投资３５亿元。
该物流中心位于全国六大粮食物流通道之中，属于全省七大粮食物流节点之一。

２７日　副省长李成云到南充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２７日至２９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第

四检查组组长黄新初到南充检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惩防体系建设工作，并出席情况汇

报暨民主测评会。

２８日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到南充调研现代农业发展时强调，要完善产学研体系，推
进现代农业发展。

是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仪陇县金城
镇调研，要求仪陇县把金城镇建设成为产业支撑力强、地域特色文化鲜明、人居环境良好

的中心集镇。

２８日至２９日　南充全面启动新村规划建设工作。
２９日　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被评为首届全国乡镇党委书记情系三农十大新闻

人物。

是日　中共南充市委党校举行建校六十周年庆祝活动。
是日　市中医院门诊大楼、住院综合大楼奠基。该项目占地４５７亩，总投资２９９１万

元，建筑面积１４０００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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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　 “爱在南充·２０１１年南充市新年音乐会”举行。
是日　阆中市农业局农技站站长朱旭霞被评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 （标兵）”。

是年　西南交大希望学院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是年　市委群工局获得 “责任中国”人民网２０１０年度评选的 “全国网民留言办理工作

先进单位”。

是年　全市工业销售收入首破千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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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５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信访维稳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用真情解决百姓的问题，全力
以赴化解矛盾，认真解决群众诉求，为南充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是日　深圳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考察南充西山旅游文化综合开发项目。
９月１５日，顺庆区政府与万科集团签约，万科集团就西山旅游文化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工程
注入６３亿元。南充由此成为万科集团在中西部地区实现纵深发展的第一个地级城市。
６日　市委专题研究国土管理和还房建设工作。
是日　南充富达竹业 “热－冷”两步法胶合工艺及胶合生产线项目被省科技厅专家组

鉴定为省级科研成果。

７日　市政府召开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启动大会。会议强调，要努力加快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建设，探索丘区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

９日至１０日　环保部减排核查组对南充多个节能减排监测企业进行现场核查。
１０日　四川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勇平到南充调研。
１１日　１５时５０分，成都至北京西首列动卧Ｄ３１８次从成都北站发车，途中只停靠南充

和石家庄两个站点；１７时１５分，成都至上海虹桥Ｄ３５８次从成都北站发车，中途只停南充、
合肥、南京、苏州４个站点。从南充至北京、上海乘动车都需１５小时左右到达。后因温
（州）甬 （宁波）动车事故，８月２８日，按照铁道部统一部署，全国高铁降速。成都至京
沪动卧列车替换为Ｋ字头的Ｋ８１８／７次、Ｋ１１５８／７次快车，川内只停靠南充、达州两站。
１２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八次全会召开。市委书记刘宏建向全会报告工作并作 《奋力

谱写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新篇章》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中

共南充市委关于制订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部署了２０１１年
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加快建

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为主导，按照省委 “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更加体现

跨越赶超的进取意识，更加注重项目攻坚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执政为民的从政理念，更

加彰显快和实的工作作风，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是日　南充在央视 “２０１０经济生活大调查”公布 “选择幸福比例最高城市”调查中，

位列全国１０个幸福城市第一。
１３日　市委召开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打好重大项目

攻坚战，始终保持投资高位增长，以大项目带动大产业、拓展大城市、拉动大发展。

１４日　中共南充市政法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成立。
１５日　高坪区龙门古镇开发建设开工奠基。
１６日　南充大木偶和杂技代表中国组团参加智利圣地亚哥国际艺术节，首演成功。
１８日　电视连续剧 《开国元勋朱德》在仪陇县开机。

１９日　 《南充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获省医改领导小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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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南充丝纺服装、南充汽车及零部件、阆中食品加工基地被认定为省级首批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

２１日　顺庆区潆溪镇新立社区设２５桌坝坝宴，免费为社区６０岁以上老人团年。
２４日　阆中市天宫院村获评第五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２５日至２８日　政协第四届南充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
席杜光辉关于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

论了市委书记刘宏建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

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

２５日　佳兆业集团总裁黄伟奇到南充考察。
２６日至２９日　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高

先海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选王邦习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２６日　西华体育公园等５个城建项目集中开工

２月

１１日　市委专题听取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站在 “再造一个南

充工业”的战略高度，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抓好化学工业园建设，力争尽快取得突破性

进展。

１５日　川东北首台 “挤塑王”（从德国进口的巴顿菲尔４５０单螺旋挤塑机）安家潆华
工业集中区。

１７日　市政府四届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 “四个更加、五个突出

抓好”的总体部署，始终把加快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政府

工作的根本目的，始终把落实责任作为政府工作的坚强保障，始终把加快自身建设作为政

府工作的重要任务，用心谋发展，全力抓发展。

１９日　东风汽车公司召开东风南充汽车公司 “十二五”发展规划座谈会。

２２日　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中心学习组考察高坪区东观镇万亩现代农业蔬菜农民产业
园、南充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和四川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是日　蓬安县人民法院、营山县人民法院小桥法庭庭长杨登琼分别被最高人民法院授
予 “全国优秀法院”、“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称号。

是日　南部县升水镇、临江坪村分别被评为 “全省乡村旅游示范镇”、“全省乡村旅游

示范村”。

是日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关于南充生态市建设规划的决议》。

２２日至２３日　四川省加快统筹城乡发展课题组到南充调研。
２３日　副省长陈文华听取南充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
是日　市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座谈会召开。
２４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调研南充化学工业园、嘉陵区工业园建设

推进情况。

２５日　全市旅游发展大会在阆中市召开。会议要求，要在加快发展中推动旅游业转型
升级，在推进嘉陵江流域 （南充段）生态文化旅游区建设中唱响嘉陵江旅游品牌。

２８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在成都会见中南集团董事长陈锦石，并签约南充市清
泉坝一级土地整治项目。中南集团有限公司拟投资２０余亿元，整治清泉坝３０００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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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坝开发区以打造生态型游憩商务区，规划形成 “一轴两带三片”总体结构，规范总用

地面积２１１７２亩，建成后，总人口 （居住人口、就业人口）约７０５万人。

３月

１日　南充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被定位为成渝经

济区北部中心城市。

是日　南部县荣获 “２０１０年度全省三农工作先进县”称号。
３日　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４日　 “倡树文明新风，参与志愿服务”青年志愿者服务南充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

启动。

是日　顺庆区五里店棚户区改造第一个建设项目———佳兆业广场开工。
是日　营山县在全省春耕生产现场会上，荣膺四川省粮食生产 “丰收杯”。

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顺庆区潆华工业集中区、北部新城、五里
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地调研。

９日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与南充工作座谈会举行。
是日　南充官方微博分别在人民网、央视网、腾讯、新浪、网易、凤凰网、搜狐和麻

辣社区网站开通。

是日　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攻坚大会召开。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农业大跨

越的意见》。

１０日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柯尊平到阆中市、顺庆区就 “挂、包、帮”活动、

基层组织建设、产业园区建设进行调研。

１１日　南充重点优势产业银企对接会议召开。
１２日　总后勤部副政委刘晓榕到南充调研。
１４日　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在西山运动场开展。
是日　省政协调研组到南充调研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１５日　仪陇县、南部县大坪镇、高坪区浸水乡、西充县晋城镇等８个县、乡镇获评

“四川省第三批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是日　川东北首家出口分类管理一类企业授牌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
１６日　全市林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
１７日　南充市 “创模”暨西河流域污染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１８日　全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调研情况通报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川东北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把南充建成现代山水田园城市。

是日　由中南控股集团投资２０亿元的顺庆区清泉坝 “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项目涉

及顺庆区舞凤街道办事处所辖清泉坝村、将军路社区，共１９个组、４８００余人；需搬迁２８９０
户、２８个砂石码头、６２户养殖场、４０家企事业单位，需建还房３２万平方米。

１９日　蓬安县河舒镇第十八届桃花节开幕。
２１日　南充首次在蓬安县石孔乡建成万亩富硒米基地。
是日　南充市８县 （市、区）跻身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县。

２２日　市政府与西南石油大学就该校南充校区扩大规模以及建设国家级科技园区等问
题召开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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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调研仪陇县市场建设及对口帮扶工作。
２３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蓬安县调研。刘宏建强调，蓬安县始终

要把加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用心谋发展，全力抓发展。

是日　全市第三届乡村文化旅游节在南部县升钟湖开幕。
２４日　市委专题研究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工作。
是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部分委员视察全市环保工程建设及运行情况。
２５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 （扩大）会议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始终保

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执行换届纪律；始终保持良好心态，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始终

保持求快求实作风，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２７日　司法部副部长陈训秋到嘉陵监狱调研。
２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南部县、阆中市调研。刘宏建先后察看

了南部县工业原料林育苗示范基地、嘉陵泵业公司等和阆中市圣果农产品批发市场、保宁

醋生产 （科研）基地项目等。刘宏建强调，要强化谋项目、引项目、建项目意识，突出项

目攻坚，夯实发展基础。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高坪区学校布点、还房建设、项目招引、园区建
设及现代农业。

２９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魏宏调研南充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意见》。

３０日　全市召开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推进会。
３１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应邀到南充作专

题报告并调研产业园区建设。

４月

１日　遂宁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产业园区建设及产业培育工作。
是日　南充全面推行 “文建明工作法”。

２日　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二局局长陈向群到营山县看望慰问文建明，并调研 “文

建明工作法”推广情况。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意见》。

５日　蓬安县兴旺镇敬老院获评 “全国模范敬老院”。

７日　 “南充城市精神”大讨论及其表述语征集活动启动。

是日　国际软件巨头金蝶软件落户南充。
８日　嘉陵区大凤垭、南部县黑龙观、西充县常林 －义兴省级新农村示范片获省财政

９００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是日　省文联 “四川省文艺创作 （南部县）基地”在南部县升钟湖景区建立并授牌。

９日　四川省第七届老年人运动会在西山运动场开幕。
１０日　南充入选 “寻找中国百座文学之城”名单，是全省４座上榜城市之一。
１１日至１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广东考察洽谈项目。
１３日　央视 《激情广场·爱国歌曲大家唱》在西山广场举行。５月２３日，在央视综艺

频道播出。

１３日至１５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市政协部分常委和委员到顺庆区、嘉陵区、西充
县、南部县、阆中市对西充河治理与乡镇垃圾污水处理情况进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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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到升钟库区调研扶贫开发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１５日　全省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审核培训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南充首列始发重庆动车组开行，从南充２小时便可到达重庆。
１７日　南充１０户企业入围全省２０１１年度 “小巨人”计划。

１８日　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规划建设协调会在南充召开。该项目是全省 “再造一个

都江堰”灌区的重点工程，涉及南充、广安、遂宁３市５县８２个乡镇、１２２万人口，设计
灌溉面积７２８１万亩 （其中西充县、嘉陵区、顺庆区共５０１９万亩）。５月１３日，工程获国
家批准立项，计划工期６年，总投资２５亿元。

是日　 “南充文庙”、“顺庆府衙”复建工程开工。工程总投资２１００万元，建筑面积共
约６７００平方米。

１９日至２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阆中市、南部县调研旅游开发、工业园区建
设、民生工程等工作。

２０日　火花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
２１日　省内首辆 “城市货的”在南充东风天龙特种汽车制造公司下线。

２１日至２３日　全省医疗保险工作座谈会暨医改政策培训会在南充召开。
２２日　南充１１户中小企业获国家专项扶持资金项目支持。
２６日　高坪区政府与全球著名婚纱晚礼服生产商广东名瑞集团签署投资协议。
是日　重庆和友碱胺实业有限公司投资２０亿元、年产１３万吨丁二醇项目落户南充化

学工业园。

２７日　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推进会召开。
是日　以文建明为原型的 《文建明》（最后片名为 《头等大事》）电影开机。

２８日　全市４座中型水库纳入西南重点水源工程２０１１年建设规划项目。
３０日　蓬安县第二届嘉陵江放牛节开幕。上万名游客目睹 “百牛渡江”奇特景观。

是月　全市共有５０万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中，年满６０周岁的有２２万
人，开始享受按月领取国家基础养老金５５元。

５月

３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建设川东北区域人才高地的意见》。

４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城市客运管理工作。
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顺庆区大百合循环农业科技园，

调研绿色产业发展情况。贾庆林充分肯定了大百合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和机制。他强调，推

动绿色产业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抢占世界科技经济制高点、增强我国综合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南充要进一步

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机制，推行绿色生产，发展生态农业。

６日　市双拥创建动员大会召开。
９日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到南充调研。
９日至１０日　澳门特区政府参与四川省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代表团考察南充援建项目。
１１日　省电力公司与市政府签署 《加快坚强智能电网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１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农业产业
化基地建设情况。

是日　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暨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工作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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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日　全市首届残疾人文化艺术周启动暨庆祝第２１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演出活动举行。
是日　蓬安县、南部县纳入全省首批 “迅通工程”实施名录。

是日　西华师范大学获批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是日　南充籍著名画家罗云所绘灾后重建大型国画 《从悲壮走向豪迈》在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展出。６月１０日，该画获得 “我与地震灾区”和 “难忘的记忆”网络征集活

动全国金奖。

１５日　顺庆区被确定为中央政法委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全国仅有的两个联系点之一。
是日　 “中国 （南充）嘉陵江合唱艺术节”和 “南充三国文化节”分别获得 “中国最

负盛名文化艺术节”、“中国最佳传统文化传承节庆”。

１６日　市委召开县 （市、区）党政正职、市直有关部门领导干部严肃换届纪律提醒谈

话会。

１８日　市委专题研究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
是日　顺庆区主城区推行新型暂住人口管理制度，探索实施 “以房管人、以业管人、

以证管人”的暂住人口管理模式。

１９日　南充成功创建 “四川省文明城市”。

是日　在首个 “中国旅游日”，凌云仙山、天下曲流、白塔神钟、鱼跃龙门、万卷层

楼、莲池倒影、开汉云楼、嘉江游埠被评为南充 “新八景”。

是日　省委、省政府授予文建明、刘德强为 “人民满意公务员”称号，市发展改革委

获得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阆中市七里街道办事处、南部县交通局获得 “记一

等功公务员集体”称号，弋晓林、任贤明、冀川、郑小江、王晓燕、陈伟、曾小兵、李畅、

何小云获得 “记一等功公务员”称号。

２３日　全省学习推广文建明工作法现场会在营山县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柯尊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２４日　美国、日本、西班牙、韩国等国专家联合考察南充柑橘窖藏技术。该技术起源
于高坪区石圭镇玛瑙山，迄今已有百年历史，曾被拍成科教片，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向
全国推广。

２５日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市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备忘录》，２５项优惠政策服务南充
市发展。

２９日　南充３０多项 “非遗”在成都国际 “非遗”博览园南充馆展演。

３０日　市委举行民营企业家协会经济形势报告会。
３０日至３１日　成都军区政委田修思调研阆中市基层人武部建设。
３１日　市公安、宣传、妇联等部门联合开展反拐防拐宣传活动。
是日　市级电子政务大厅启动运行。

６月

１日　副省长黄小祥调研南充招商引资、商贸流通及金融工作。
是日　市政府与台湾联成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苯酐、增塑剂及添加剂系列项目

协议。

１日至２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调研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前期工作和实施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情况。

３日　ＢＰ公司中国副总裁张建宁到南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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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小龙物流园总体规划通过省、市专家组评审。项目总投资１２９２８亿元，规划占
地９２１１亩。设置物流、配套等三大组团体系及农产品物流、公路物流等十大功能区，２０１９
年全面建成。

６日　南充被列为全国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市。
８日　央视 《百家讲坛》主讲人鲍鹏山在南充嘉陵江大讲堂演讲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

城市精神”。

是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率市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和部分委员视察南充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

１０日　 “廉洁救灾·阳光重建”全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监督检查工作图片在南充

巡展。

是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创新
社会管理各项工作，紧紧围绕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

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是日　南充市川剧团川剧演员胡瑜斌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
花奖。

１４日　南充市入围 “２０１１中国休闲城市”综合排名百强。
１５日　 “十二五规划与南充经济社会发展”专题学习交流会召开。

１６日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到南充考察。
是日　全市公立医院改革工作专题座谈会召开。
１８日　南充市福建商会成立。
２０日　市委举行 “学党史、思党恩、跟党走”党史知识竞赛暨红歌展演。

２１日　市委召开县 （市、区）领导班子换届提醒谈话会，要求大家正确对待个人进退

留转。

２２日　省科技厅与市政府举行第一次厅市工作会商会议，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是日　２０１１西部地区蚕桑丝绸科技成果对接洽谈会在南充举行。
是日　西南石油大学科技园落户南充。市政府与西南石油大学签署 《南充市人民政府

与西南石油大学共建西南石油大学科技园协议书》。

是日　朱德故里 “全国廉政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２３日　朱德与党风廉政建设学术座谈会在仪陇县召开。
是日　全省重点水利工程九龙潭水库建设工程在西充县开工。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崇禧和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出席开工仪式。

是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党旗飘扬，我心飞翔”红歌演唱会在西山广场

举行。

２３日至２４日　副省长王宁调研南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２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评议市农牧业局、

南充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政府部门工作动员会。

２７日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伊斯甘达·萨鲁丁到南充访问。
２９日　南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召开，并举行 “颂歌献给党·南充市庆祝

建党９０周年大型红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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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

１日　文建明在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荣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

称号，并受到胡锦涛总书记亲切接见。

４日　全省首部渔家乐地方标准在南部县通过专家审查。
是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南充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这是全市首次发布

的公共场所禁烟规定。

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高坪区马家有机农业示范园、航空港工
业集中区调研。

是日　全市公安机关开展 “警民亲”活动动员誓师大会召开。

８日　南充市、县两级电子政务大厅全面开通，在全省率先实现两级电子政务大厅同
步运行。

是日　全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综合试点工作会议召开。
１１日　农业部川渝薯类科学观测实验站落户南充市。这是国家薯类观测实验站首次落

户市 （州）级城市。

１２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嘉陵区惠泽还房小区、嘉南路改造、四
川安运力神专用汽车在建工程等建设工地调研。

是日　全市全新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１３日　绵阳党政代表团到南充开展灾后援建感恩致谢活动座谈会在市委会议厅举行。
１４日　市红十字会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在高坪区小龙镇竣工。
是日　全国散文名家南充行作品集 《到南充去》首发。

１４日至１５日　巴中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及产业园区建设。
１７日　市中心医院在全国率先用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实时交互检测到首例经颅磁刺激

人脑神经网络功能改变的图谱。该项技术目前仅在美、英、德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达国家

研究机构开展。

是日　环保部西南督查中心检查南充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
１８日　西充县３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通过省专家组验收。
２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到蓬安县调研。高先海要求蓬安县要加快推进各项工

作，确保实现 “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

是日　市政府召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会议。
是日　全市百万吨柑桔产业推进会召开。
是日　全市千万头生猪产业工程推进会召开。
２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仪陇县调研。刘宏建先后察看了马鞍镇

天然气产业园、马鞍客家民俗风情步行街、永乐镇还房工程等项目。

是日　升钟灌区二期工程的赵子河水库、九龙潭水库、油房沟水库、龙滩子水库、金
鸡沟水库、永丰水库和新华水库纳入全省 “十二五”大中型水库建设项目。

２２日至２５日　１１个亚洲国家代表考察南充统筹城乡发展和综合减贫工作。
２４日至２８日　２０１１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在南充开赛。
２６日　南充、广安、遂宁联合召开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规划建设动员大会。
是日　阆中市天宫院村荣获第二批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村）”称号。

２８日　四川省 “道德模范故事汇”首场汇演活动在南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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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全省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专题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魏宏出席并
讲话。

是月　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国家套作大豆科研育种创新基地落户南充。
是月　全市首个机动车尾气检测中心建成。

８月

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市政新区配套设施建设。
５日　中共南充市委四届九次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南充

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书记刘宏建作了重要讲话。

是日　南充新闻网获评 “全国地方十大品牌网站”。

９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西充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义兴示范园、
金园管桩等企业调研。

１０日　全市召开矛盾纠纷大调解向基层延伸 “五进”活动工作会议。

是日　住建部巡视组到南充检查指导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
１６日　四川晟达化学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签字暨揭牌仪式在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总

部举行。

１７日　全市２０１１年 “金秋助学”活动启动。２３日，举行２０１１年 “爱心圆梦大学”助

学金发放仪式。２９日，举行２０１１年残疾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
１８日　副省长李成云到南充化学工业园调研。
是日　中央预算投资１９８亿元，升级改造农村电网工程启动。该工程惠及顺庆区、高

坪区、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营山县、蓬安县。

２２日　南充新建的５０个乡镇农技推广服务站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１２００万元。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会议强调，要按照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促进 “两化”互动要求，围绕 “建成一个园区，打造一座新城”的目标，切实把化

学工业园打造成全市 “两化”互动发展的样板区。

２４日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在成都市召开。南充市等第二届省文明城市和
文建明等省第二届道德模范受到表彰。

是日　全省首座共建共享通信基站在顺庆区滨江大道桓子河桥头竣工开通。
２５日　全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阆中市召开。阆中市率先建乡镇交管

办经验在会上交流。

２９日　西华师范大学、川北医学院２０个项目获得２０１１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资助。

３１日　南充水稻人工直播高产集成技术示范成功，在全省推广。
３１日至９月１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新初到南充调研。
是月　农业部蓝莓９４８和行业科技重大项目西南育苗中心落户南充。
是月　由国家电网公司下属的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投资的国能南部县生物质发电工程开

工，是全省首个利用秸秆和树枝等农村剩余物发电的绿色新项目。项目占地２５０亩，投资
２６７４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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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

１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视察南充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情况。
是日　升钟湖钓鱼大赛批准升级为国际赛事。
５日至８日　省第十三届戏剧小品 （小戏）比赛在南充举行。

６日　农业部总经济师杨绍品调研南充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是日　南充港建设推进工作座谈会召开。
是日　南部县、营山县、蓬安县、仪陇县、西充县、阆中市６县 （市）新建污水处理

设施配套管网纳入国家 “十二五”支持范围。

６日至７日　中央党建领导小组调研组到营山县实地调研 “文建明工作法”运用、推

广情况。

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营山县调研。先后察看了廉租房小区、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一期工程等处。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调研市辖３区商业物流网点建设。
是日　杭州·南充对口帮扶工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９日　南充２１个项目获得省２０１１年技术创新专项资金５００万元，资金总额居川东北

首位。

是日　蓬安县编排的嘉陵江大型民俗风情剧 《蜀红》献演成都锦城艺术宫。这是全省

唯一一个入选全省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的县级新剧目。１０月１５日，该剧荣膺四川省文华奖最
佳剧目奖。

１３日　南充６户中小企业获得国家２０１１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７２０万元。
是日　全市９县 （市、区）纳入全省２０１１年森林保险试点范围。
１４日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调研南充旅游客运码头、阆中市旅游发展情况。
是日　省委第二巡视组巡视阆中市工作动员会在阆中市举行。
１５日　四川晟达化学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晟达新材料园区在南充化学工业

园奠基。这是南充建市以来引进的最大产业项目，园区奠基标志着南充化学工业园区产业

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是日　市委老干部局被中组部和人社部授予 “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这是

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市 （州）老干局。

１６日　中国升钟湖国际钓鱼精英赛暨第三届中国升钟湖钓鱼大奖赛开幕。同时，全国
首个钓鱼文化博物馆———升钟湖钓鱼文化博物馆开馆。

２０日　文建明获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是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率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市人大
代表，对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强新区功能建设的建议》办理情况开展

视察。

是日　市政府和广东温氏食品集团签署 《百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温氏集团在南充拟投资１５亿元，建百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
是日　南充炼油厂入库国税额首破１０亿元大关，成为全市首户年纳税１０亿元以上

企业。

是日　全市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揭晓，７９项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受到市政
府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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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前期工作。
２２日　恒丰银行南充市分行开业。
是日　市委专题听取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情况汇报。
２３日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到南充调研。
是日　全市首批１２个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启动。
２６日　蓬安县相如镇、周子镇，仪陇县马鞍镇跻身四川省最美村落百强。
２８日至２９日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到南充调研。
２９日　南充２０１１年园艺花卉展在市政新区人民公园广场开幕。
３０日　川北医学院举行建校６０周年庆祝大会。

１０月

１日　２０１１年四川省体育舞蹈 （国标舞）公开赛在南充举行。

９日　南充举行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座谈会。
１０日　市委专题研究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是日　 《南充市城市总体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通过省级专家评审。这是全省第一个

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水资源专项论证的城市。１１月下旬，该报告书获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许可。

１２日　全省文化产业法制工作座谈会在阆中市召开。
１７日至１９日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宏建作 《科学发展，实干争

先，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主题报告。大会

选举产生了中共南充市第五届委员会和中共南充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８日至１９日　南充市组团参加第十二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２１０家南充市企业参
会，贸易成交额达４２亿元。共签约正式合同１０７个，总投资３９７０８亿元。

１９日　中共南充市五届一次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充市第五届常务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常委。刘宏建当选为市委书记，向东、唐文金当选为市委副书记。刘宏建、

向东、唐文金、郑和平、胡斌、冯斌、杨武秀、喻小广、胡光明、杨波、刘彬、李树林、

杨建华当选为市委常委。会议批准中共南充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杨武秀为市纪委书记。

是日　中共南充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举行。全会选举五届市纪委书记、
副书记和常委，报中共南充市委批准。

２０日　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与阆中市政府签署２０万吨ＬＮ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在成都会见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诚。
２１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参观第十二届西博会南充馆。刘奇葆要求

南充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互动中，培育好、发展好石化产业。

２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
到南充视察。王兆国指出，南充要围绕嘉陵江搞好城市规划，多建湿地和滩涂，做到城市

建设与保护好嘉陵江生态资源并重，科学规划，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城市，努力提升城市

形象、改善人居环境。

２４日至２５日　全省第四届农民工技能大赛在南充举行。南充代表团夺得两项冠军。
２６日　南充 “省卫”复审暨病媒生物防制通过专项考核。

２８日　第二期全国新任乡镇党委书记示范培训班在南充开班。中组部部务委员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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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局长陈向群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他要求参训学员要创造性学习推广 “文建明工作法”，

做一名新时期优秀乡镇党委书记。

是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志杰率部分省、市人大代表视察下中坝建设
情况。

是日　四川省首次战备航道保障应急抢险演练在南充举行。
是日　全省第二届传统武术名人明星争霸赛在南充开赛。
２９日　蓬安大型史诗性歌舞剧 《相如长歌》献演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

３０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视察第九届中国国际农产品南充馆。

１１月

４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促进全

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会议强调，立足比较优势，找准突破重点，强化规划衔接，打好

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这张牌，助推南充市加快发展。

６日　营山籍家政服务员廖小琴获重庆 “十佳”农民工称号。

９日　 《南充市第七次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规划》期限：近期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远期为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确定南充城市性
质为：成渝经济区及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嘉陵江畔生态、人文并蓄的山水城市；区域产

业集聚、科教文卫、商贸物流和金融中心，交通信息枢纽。城市规模为：２０１５年，中心城
区城市人口１２０万人，用地１２０平方公里；２０２０年，城市人口１５０万人，用地１５０万平方公
里。

１６日　省委常委、省委农工委主任李昌平到南充 “挂包帮”联系点调研。

１７日　全市创建省文明城市大会召开。
２１日至２３日　参加亚洲国家发展 （减贫）理论与实践研修班１０国成员考察南充市农

村专项扶贫开发项目。

２２日　市政协主席杜光辉及驻市省政协委员视察南充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高速公
路建设情况。

２５日　全市机关干部作风整顿建设工作动员会召开。
２７日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５周年座谈会在仪陇县举行。
２８日　国家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落户南充。项目总投资２４８０万元，建设规模８１５０

平方米，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培养全科医生３５０人。
是月　南充市农产品质量监测检验中心通过农业部审查。
是月　升钟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获得１６００万元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是月　阆中市东兴—五马片区综合开发项目纳入全省２０１２年以工代赈片区综合开发项

目规划。

是月　嘉陵区任家桥社区和高坪祖师庙社区分别获评２０１１年省级 “养老服务社会化示

范社区”。

１２月

１日　高坪区凌云山旅游区、南部县升钟湖旅游区、西充县九龙湖生态旅游区等６个旅
游项目纳入全省旅游重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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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南充３１户企业技术中心获省、市认定。
２日　阆中市古城通过 “省级旅游度假区”专家评审。

５日　南充市被评为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同时，嘉陵区、阆中
市、蓬安县、营山县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市、区）。

７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到西充县莲池乡就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
生态建设和张澜故居保护等方面工作进行调研。

是日　南充主持整理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抢救整理项目被评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档案
整理类项目优秀成果。

１３日　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召开。省委常委李昌平到会指导并讲话。
是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怀臣到蓬安县调研党风廉政建设和基层纪检监察组织

建设。

是日　 《四川省茧丝绸行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在产业布局中明确，以 “中国绸

都”———南充为中心，建设中国西部优质丝绸、家纺生产出口基地。

１３日至１４日　副省长王宁调研南充化学工业园、都京丝纺服装工业园和机场改扩建项
目推进情况，并出席南充工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１５日　全市第一届 “孝亲敬老”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举行。

２０日　全市第四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是日　顺庆区潆溪镇、高坪区永安镇青林村、国家电网四川南充电业局、中国石油西

南油气田南充公共事务管理中心入选第三批全国文明村镇 （单位）。

２１日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推进现场会在西充县召开。
２１日至２２日　全省现代农业万亩示范区建设工作会在南充召开。
２２日　中共南充市委五届二次全会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市委书记刘宏建受市委常

委会委托所作的２０１１年工作报告，安排部署了２０１２年工作；研究讨论了 《中共南充市委

关于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

２３日　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希
望各级各部门要以 “现代农业千亿示范工程”为抓手，着力在产业基地提质增效上下功夫，

加快推进农业良种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带动和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为

推进全省 “两个加快”和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２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先海参加南充港都京作业区多用途码头一期工程开工仪式，
并宣布项目开工。南充港都京作业区工程作为全省 “１０十２”交通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该
项目一期工程建设４个５００吨级泊位，丰水期兼靠１０００吨级驳船，估算投资１３８亿元。

是日　巴 （中）广 （安）高速公路开工。全长２０８２０６公里 （南充境内８８３公里），
估算总投资１７６４４亿元，过境仪陇县、营山县、蓬安县３县８个乡镇。
２６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兴建全国燃气发动机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

产ＣＮＧ发动机３万台。
２７日　川北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工。项目占地３００余亩，建筑面积１９８００平方米，总投

资总６亿元，年交易额２０亿元。
３１日　广 （元）南 （充）高速公路南充至阆中段建成通车。

是月　首批国家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在高坪区实施，获得国家 １００万元专项资金
支持。

是月　河西自来水厂 （一期）水资源论证报告获省水利厅批复。该厂为南充新建供水

工程，设计总规模为日取水３０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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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南充市ＧＤＰ达到１０２９４８亿元，成为全省６个跻身 “千亿俱乐部”的城市之一，

经济总量居全省第五、川东北地区第一。

是年　南充粮食综合生产技术获农业部丰收成果一等奖。
是年　全市共实施工业项目２８５个，完成投资１６５亿元，其中１１０个项目列入国、省重

点支持项目，争取到位国、省工业发展专项资金１０１２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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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

１月

３日至６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并
审议政协第四届南充市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列席南充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政协第

五届南充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马道蓉 （女）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南

充市委员会主席，杨兴、陈宗君、王星照、程立洲、蒋元忠、尹才勋、程卫东、王晓贤当

选为副主席。市委书记刘宏建在闭幕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市政协主席马道蓉致闭幕词。

４日至８日　南充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高先
海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宏建关于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南充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先海当选为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华国、陶治国、陈自立、陈修鹏、李晓松、李南春 （女）当选为副主任。向东当选为市

人民政府市长，郑和平、胡光明、朱家媛 （女）、袁刚、廖伦志、邹平、谢和友当选为副市

长。王邦习当选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廖全军当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５日至６日　全省供销社农产品产销对接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推进工作会在阆中市
召开。

９日至１２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浙江开展对口帮扶回访活动。
１０日　市纪委、市监察局召开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工作述职测评会。
１６日　嘉陵区政府、市中心医院共建共管嘉陵区人民医院项目签约。
１８日　全市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继续保持大抓项目、抓大

项目的满腔热情，再加压力，再鼓干劲，再掀项目攻坚新高潮。

１９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和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深入到市场、车站及重点企业，检查
安全生产和节日物资供应情况。

是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会见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营山县城
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

３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南充化学工业园调研。
３１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调研城市重点项目实施情况，要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打好 “嘉陵江”这张牌，做靓城市江景，让南充城真正成为显山露水、宜居宜业的山水田

园城市。

是日　市委专题听取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情况汇报，要求市区和相关部门要形成共识，
上下联动，合力攻坚，主动作为，打好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总体战，为再造一个南充工业、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是月　市审计局荣获国家审计署 “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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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全市３１家企业被认定为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营山县三星工业集中区、仪
陇县工业集中区和阆中市工业集中区被认定为省级示范基地。

２月

１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部分工业重点项目和工业企业调研。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调研部分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工作。
是日　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栗东生到南充考察。
６日　五届市政府第３次常务会审议 《南充市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 （送审稿）》、

《南充市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十二五”发展规划 （送审稿）》，研究 “天网”改扩建工程建

设、化学工业园铁路专用线建设等事宜。

是日　全市公安系统竞争性选拔７名副县级干部工作正式启动。
７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创先争优活动中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

视频会议上发言，介绍了南充市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经验。

８日　由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等部门组成的考察组，对南充申报省级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进行考察。

是日　南充被列入铁道部铁路物流节点全省６个城市之一。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重大城市建设项目工作。要求要紧紧扭住重大城市建设项目

不松劲，突出重点，创新思路，努力提升城市建设水平。

是日　南充蜀绘作品 《大乔》和 《小乔》被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

是日　中共南充市委五届三次全会召开。
９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小龙物流园区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强调，要提高认

识、理顺体制、明确政策、严格考核，加快园区建设。

是日　全市汽车汽配产业推进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努力做好配套产业，不断提升
汽车汽配产业协作配套水平。

是日　全市丝纺服装产业推进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科学定位，提振信心，做强
做优创品牌，开放合作谋共赢。

是日　南充市商业银行发起设立的上海金山惠民村镇银行在上海市金山区开业。
是日　市政府被省政府表彰为 “２０１１年度实现安全生产目标先进单位”。
１４日　雅安市考察团考察南充金融改革与创新工作。
１５日　全市石油化工产业推进座谈会、产业园区暨退城入园工作座谈会召开。
１５至１６日　眉山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１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到嘉陵区光彩大市场调研。
是日　绵 （阳）西 （充）高速公路可研报告通过省交通运输厅审查。该路全长

１２０６９４公里 （南充境内３２６１８公里），估算投资９５７亿元。
２０日　全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形成有

利于 “两化”互动发展的体制机制，把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要求贯穿于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的工作之中，加快项目攻坚，夯实发展基础。

２１日　副省长甘霖调研南充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融资、城市发展等工作。
２２日　泸州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园区建设、项目推进和城市发展工作。
是日　全市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培训班开班。
２３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率部分市政协委员视察张澜故居保护与开发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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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顺庆区１２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是日　全市招商引资会议工作召开。会议强调，要始终突出招大引强，着力推进产业

聚集，推动招商引资规模与质量 “双提升”。

是日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必须牢固树立 “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的理念，有效防止和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２４日　内江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园区建设、项目推进和城市发展。
是日　西华师范大学主办的 “外语方舟”中外文化交流节开幕。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５次常务会研究化工园区大件设备水上运输涉及嘉陵江航道整治
工程招标方式等事宜。

２７日　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从西班牙进口的宽幅印花机投入生产。
２７日至２８日　中央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组到南充调研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及使用

情况。

２８日　高坪区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建设 （白山沟综合开发）项目启动。该项目为省重

点项目，占地面积１１３０４亩，包括８个村、１个居委会，总投资３３６８亿元。
２９日　市委举行１５名干部赴甘孜州道孚县协助开展群众工作欢送会。
是日　全市社会保障卡在北湖公园广场举行首发仪式。
是日　全市关爱农村 “三留守”人员 “五个一”活动启动。

是日　 《新建铁路宝鸡至南充线汉南段规划研究》初审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四川省石化及下游产业发展规划》中，南充被列为全省三大石化基地之一。

是月　南充获得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投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省专项资金２１００
万元。

是月　南充丝绸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至此，南充丝绸、南充冬菜、仪陇大
山香米、西充二荆条辣椒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是月　南充三鑫南蕾气门座制造有限公司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再制造项目被列入省级
再制造产业试点项目。

是月　全市４３个重大项目进入全省重大项目名单，其中３个纳入省重点推进项目。

３月

１日　国务院综合改革调研组到南充调研。
是日　省委第二巡视组巡视南充工作情况反馈大会召开。
是日　驻市银行机构工作汇报会召开。会议强调，围绕重点项目投放，研究针对重点

产业、企业的政策倾斜，拓展金融服务领域，提供优质服务。

５日　五届市政府第７次常务会研究猫儿山垃圾处理场遗留问题处理、全市公立医院取
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补偿等事宜。

是日　全市 “学雷锋、学模范、讲奉献、比贡献”主题活动启动。

６日　市政府五届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要求，新一届市政府一定要把人民满意作
为衡量政府工作的最高标准，着力建设开放型、责任型、服务型、法治型和廉洁型政府，

努力提升政府公信力、决策力和执行力，着力打造枢纽城市、产业城市、宜居城市、幸福

城市和文明城市。

６日至７日　省惩防体系调研组到南充调研。
７日　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做好 “三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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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要创新工作举措，加大工作力度，全力打好新一轮扶

贫开发攻坚战，努力使南充与全国、全省一道脱贫致富奔小康，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顺庆区、嘉陵区调研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春耕
生产工作。

是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北部新城规划和市政新区振兴规划。
是日　全省法学理论研讨会在阆中市召开。
１５日　全市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涉及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南部县、西充县、蓬

安县共１９个项目，总投资３４９亿元。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水利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一批打基础、谋全面、利长远、

惠民生的重点水利项目，着力提升水利保障发展能力

１６日　中共南充市委五届四次全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南充市出席省第十次党代会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召开中

国共产党南充市代表会议的决议 （草案）》。市委书记刘宏建作了重要讲话。

１９日　仪陇县、嘉陵区、南部区、阆中市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成为全国
新一轮扶贫开发重点地区。

是日　市委印发 《关于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

是日　全市惩防体系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１９日至２０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湖南长沙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２０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在城乡统筹工作中开展新农村综合体示范点建设的实

施意见》。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 ９次常务会审议 《南充市珍稀树木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送审

稿）》、《顺庆城区地下商业开发及地下通道ＢＯＴ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送审稿）》等事项。

２０日至２１日　全国环境信息化年度发展报告编辑工作座谈会暨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
项目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化能力建设培训会在南充召开。

２１日　南充２０个市级部门试点公开 “三公”经费。

是日　顺庆区牌坊湾 “城中村”拆迁启动。概算总投资达６０亿元的南充市西山风景区
旅游文化综合开发项目启动。

２２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到南充调研。蒋巨峰要求，南充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道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招引优势产业，

尽快形成产业优势。

２４日　 “嘉陵江论坛·周末课堂”开讲。

２６日至２８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营山县、蓬安县、西充县调研。刘宏建强调，要坚持
不懈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坚持 “两化”互动为重点，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在新的起点上取得

新的成效。

２８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实施意

见》。

是日　市委召开新闻战线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推进会。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科技支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意见》。

是日　南充军分区正规化达标建设现场会召开。
３０日　 《升钟二期工程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获水利部和省政府批复。

３１日　大型画册 《张澜画传》在西充县首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

席蒋树声出席首发仪式并为画册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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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高坪区政府与河南宏泰建设集团签署现代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及还房建设 ＢＴ
项目。

是日　省 “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活动检查组到南充检查 “挂、包、帮”

工作。

是月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应邀参加全国道德模范高
校巡讲活动。

是月　顺庆区、高坪区入选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 （区）。

４月

１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出席中国民主同盟林开林仪式，
并出席在西充县举行的纪念张澜诞辰１４０周年座谈会。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调研下中坝开发建设。
是日　广 （元）南 （充）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是日　２０１２年全省桥牌锦标赛在顺庆区金世纪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９３支代表队５４３
名运动员参赛。

２日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张中伟到南充调研。
５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通知》。

６日　在全省２０１１年度环境优美示范城镇乡村命名大会上，阆中市荣获 “全省环境优

美示范县城”、顺庆区大林乡等８个乡镇荣获 “全省环境优美示范乡镇”、嘉陵区大观乡牛

郎坝村等６０个村荣获 “全省环境优美示范村”、何海洋等１５名环卫工人荣获 “全省优秀环

卫工人”称号。

是日　致力于为盲人和眼疾患者恢复光明的国际慈善机构———国际奥比斯 “眼见为实

项目”落户市中心医院，从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对南充１００８名贫困家庭眼病儿童实
施免费治疗。

是日　 “行摄３６５·画说四川”南充旅游摄影活动启动。百位中外摄影名家从４月至５
月底对南充进行采风创作。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１１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 《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管理的意见》、《兰

渝铁路南充北站站房扩大建设规模合作协议》、 《南充化学工业园拟建 ＢＴ项目实施方案》
等事项。

７日　四川省第３１届 “爱鸟周”活动在南充举行启动仪式。

８日　由国家一级书画家、民间剪纸艺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北剪纸传承人何作
霖牵头、南充部分文化艺术爱好者共同筹建的非盈利社会团体—雨林书画院成立。

９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调研南充化学工业园和部分城建重点项目建设。
１０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南部县调研，希望南部县在项目攻坚、投资拉动、产业培育

和社会事业发展上实现新突破，在 “两化”互动发展上创造新业绩。

是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南充现代物流园区建设推进工作。
是日　市政协举办小微企业发展论坛。
１２日　市政府、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举行高层联席会议暨 《“十二五”开发性金

融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是日　２０１２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 （男子）在南充开幕。

是日　全省为残疾人提供 “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工作会在南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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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营山县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签署科技与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是日　首届 “与法同行”法治文化节开幕暨全市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授牌在西华师范

大学新校区举行。

１５日至１７日　 “奋进四川·辉煌巨变———媒体巴蜀万里行”第四线路新闻采访团到

南充采访。

１７日　全市 “五五”普法总结暨 “六五”普法推进会议召开。

１８日　高端商业广场———金宇 “盛世天城”在嘉陵区开工。项目占地４０９亩，建筑
面积６５万平方米，总投资６亿元。
１９日　交通银行南充市分行开业。
２０日　顺庆区政府与上海绿地集团就兰渝铁路南充火车北站站前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

签署合作协议。项目拟投资８０亿元，其中拟建超过１８０米的 “双子塔”高楼。

是日　知名经济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叶檀到南充作 《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解读及走势》
讲座。

２３日　 “国家精品舞台艺术进南充”暨 《江姐》剧组新闻发布会在南充大剧院举行。

５月３日晚，第五代大型红色经典歌剧 《江姐》在南充大剧院举行首场演出。

２３日至２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考察广东潮州三环集团公司，访问东风公司总
部。就南充三环二期项目实施和东风南充公司发展问题分别与广东潮州三环集团公司董事

长张万镇，东风公司副总经理、东风南充公司董事长童东城进行了会谈。

２４日　市委专题听取化学工业园建设情况。
是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率部分政协委员视察人口计生工作。
２５日　市政府与西华大学市校合作座谈会召开。
２６日　南充市人民政府·四川省银监局金融服务地方实体经济交流座谈会南充召开。
是日　当代南充首部百科全书、４８０余万字的 《南充市志》（１７０７－２００３）首发。该志

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地记述了南充近３００年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变化
的历史和现状。

是日　市政府和四川银监局举行金融服务地方实体经济交流座谈会。
２７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九届一次全会精神。要求要抓住和围绕重

要战略机遇期，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走势，坚定加快发展信心，努力扩大投资，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抓好项目，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点起步、抢跑领先。

是日　南充启动非煤矿山安全标准化建设。
２８日　晟达新材料系列项目在南充化学工业园区集中开工。该项目的集中开工，标志

着南充石化基地建设的正式开始，对有效推动南充化工产业的集中集聚集约发展，促进南

充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副省长刘捷、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陆红星和市四大家领导出席开工仪式。

是日　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副省长刘捷调研南充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工作。

是日　顺庆府署重建落成。重建的府署由照壁、大门、仪门、大堂、演恭门、二堂、
三堂组成。

是日　南充化学工业园 “两桥一路”竣工通车。“两桥一路”按城市一级主干道修建，

包括全长１７８公里的南北干道和设计长度８０６米的一号桥、设计长度８６６米的二号桥。
是日　第四届乡村文化旅游节暨第三届嘉陵江放牛节在蓬安县举行。
是日　顺庆区首届 “诗意社区·歌舞顺庆”社区群众文艺汇演在西山广场启动。

是月　沙溪、凤仪航电枢纽工程全部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嘉陵江南充段９级航电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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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全部实现并网发电，年发电量４２２亿千瓦时。
是月　全市评选出７个特色乡村旅游示范乡镇、９个特色乡村旅游示范村。
是月　南部县、西充县入围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
是月　高坪区都京工业园二期工程基础设施和居民还房等ＢＴ项目开建。
是月　南充市驻道孚县群众工作组体察民情 “九步工作法”被省委藏区办推广。

是月　南充被纳入２０１２年全省西部物流中心建设规划实施计划，并入围全省八大次区
域物流中心。

５月

１日　市人民北中南路地下商业城及地下隧道建设方案编制完成。
２日　南充首支企业债券———２０１２年南充化学工业园投资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券

（简称 “１２南化债”），由国家发改委核准发行，募集资金８亿元。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１４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 《南充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实施细则》、《顺庆城区地下商业开发及地下通道ＢＯＴ项目合同》、《南充市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 “十二五”规划纲要》、《南充市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研究报告》，研究

了组建南充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事宜。

３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驻城区工业企业 “退城入园”工作。

是日　全省茧丝绸行业 “十二五”规划宣传贯彻暨产销形势分析研讨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南充举行２０１２年防灾救灾大演练。
４日　省委宣讲团在南充举行 “奋进四川、科学发展、辉煌成就”形势报告会。

是日　协助公安机关解救出８０多名被拐儿童的阆中市青年 “仔仔”、四川省张澜职业

技术学校校长王晓晴荣获第十五届 “四川青年五四奖章”称号。

是日　南充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经验在全省会议上交流。
７日　五届市政府第１５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 《四川省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勘察设计

合同》、《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南充现代物流园建设与发展

的意见》、《关于发展小型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等事项

８日　亚洲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率团考察南充市投资环境。
８日至９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到南充视察，并出席中国民

主同盟历史陈列馆开馆仪式和南充工作汇报暨投资说明会。

９日　市政府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南充市下中坝商业综合体项目战略

合作协议》和 《嘉陵江最美的记忆———朱凤国际度假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是日　汉森恒发投资有限公司签约顺庆区城区地下商业开发及地下通道 ＢＯＴ建设项
目，总投资１６亿元。６月１３日，动工建设；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地下主体工程完成，７月
１６日，下穿隧道通车。

是日　高坪区２０１２年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１１日　南充召开 “挂包帮”活动暨对口定点扶贫、机关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会议。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和 《南充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是日　全市首个工厂化水稻育秧大棚在西充县观凤乡建成。
１４日　河北省考察团考察阆中古城保护和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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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全市敬老院建设服务工作会召开。
是日　全市２０１２年重点建设项目及畅通工程公众意见有奖征集活动颁奖。
１５日　南充市兰渝铁路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嘉陵区举行。
１７日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段敦厚到南充调研。
是日　甘肃省陇南市政协主席杨全社率团考察南充重大项目管理、城市规划建设、旅

游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和政协工作。

１８日　公安民警李余东、李茂林、范红、胥德刚被公安部表彰为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
范，南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被公安部表彰为英雄模范集体。

是日　沃尔玛与落户高坪区的华诺国际集团签约建设大型购物中心。
１９日　在全省第十次党代会上，市委书记刘宏建、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当选

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２１日　中共南充市委五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刘宏建传达了省第十次党
代会精神，并就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推进南充加快发展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强

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省委特别讲大局、特别讲付出、特别讲实干、特别讲纪律 “四个

特别”的要求，投身发展大局，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立足岗位、超常付出，以优良的作

风保障和推进各项工作。

２２日　厦门市日上车轮集团投资５亿元的西部钢圈及钢结构生产基地在潆华工业园区
建成投产。

是日　市委专题听取 “十大民生工程”实施情况。会议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创新

工作举措，完善保障机制，千方百计加快民生项目工程建设进度，着力建成一批群众看得

见、摆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２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调研城郊专业蔬菜基地建设。
是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投资软环境整顿工作。
２４日　南充—巴中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２５日　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 “中国质量诚信企业”，是南充首

家荣获该称号的企业。

２６日　南充市企业摄影家协会成立。
２８日　全市新农村综合体示范点建设推进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把新农村综合体示

范点建设作为推进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工程，作为造福百万农民的惠民工

程全力推进。

是日　 “中国 （纪信）忠义文化之乡”在西充县举行授牌仪式。

２９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
是日　南充召开 “双千工程”暨 “千名卫生干部援助民族地区行动”首批年轻干部双

向交流任职挂 （任）职干部座谈会。

２９日至３０日　副省长黄彦蓉调研南充教育工作。
２９日至６月３日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国际木偶联会中国中心、南充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２１届国际木偶联会大会暨国际木偶艺术节南充主题会场活动在南充举
行。２９日晚，南充主题会场活动在南充大剧院开幕。６月３日，第２１届国际木偶联会大会
暨国际木偶节在成都主会场闭幕。

３１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燃气发动机一期３万台能力建设暨ＬＮＧ加注站项目正式
启动，并召开了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发展座谈会。

是日　南充中心城区天网改扩建工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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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南充２０１２年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高坪区举行。
是日　全市青少年集体禁毒宣誓承诺大型宣传活动在嘉陵一中启动。
是日　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技术评估会议召开。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南充现代物流园建设与发展的意见》。

是月　市本级惩防体系基本框架全面建成。全市建立以拒腐防变教育、权力运行监控、
源头治理预防、纠纷治乱匡正和查处腐败惩戒等为主要内容的市本级惩防体系基本框架。

是月　南充启动珍稀树木发展工作。至２０１３年，栽植香樟、银杏、桂花、香椿、红椿
等珍稀树木１１０００余亩。

是月　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 《关于加强乡镇 （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实施意

见》。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实施意见》。

是月　南充加入国际木偶友好城市协会。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关于切实做好２０１２年信息服务业发展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努力

打造 “数字南充”和 “智慧城市”。

６月

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到营山县城南
镇、新店镇蓼叶村调研 “文建明工作法”运用情况。李源潮希望基层干部争当 “文建明

式”的好干部，自觉坚持和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法，增强服务群

众的本领，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造福百姓的任务落到实处。

４日　中纪委法规调研组到南充调研法规工作。
是日　巴中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现代农业发展及新农村建设。
４日至８日　南充考察团到自贡、成都、德阳、广元考察统筹城乡工作。
５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召开反腐倡廉专题学习会。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保持党的纯

洁性的各项要求，永葆政治本色、先锋本色、为民本色和清廉本色，保障南充各项事业科

学发展。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侯觉非到会作专题讲座。

６日　市委、市政府专题研究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强调，要从维护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把加强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任务，坚持

走公司化经营的路子，着力规范出租汽车经营管理秩序，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行为，推

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是日　南充举行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团成员宣讲了全国道德模范文建明的
先进事迹；全省道德模范郑经纬和全市道德模范何艳、叶千秀、王小玉分别作了报告。

是日　省环保厅调研组到南充调研西充河流域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７日　市委专题听取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情况汇报。
８日　市委召开非定向竞争性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职务人选动员大会。７月２３日，经

过报名和资格初审后，５７８名报考人员参加能力测试，竞争４６名副县级领导职务。
是日　巴 （中）南 （充）广 （安）、遂 （宁）西 （充）、南 （充）绵 （阳）、南 （充）

泸 （州）、绵 （阳）巴 （中）、营 （山）仪 （陇）、营 （山）达 （州）和南充市外环高速

公路纳入 《四川省高速公路规划 （２０１１）调整方案》。
９日　２０１２年 “中艺体育杯”全国艺术体操冠军赛在西山运动场日月馆开幕。

是日　西充县政府与通光集团举行光通信项目投资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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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　全市 “安全生产月”活动在北湖公园广场启动。

１２日　统筹城乡发展和改革专题报告会召开。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
仁，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效能办主任秦代红到会作报告。

１３日　成都市侨商代表团到南充考察。
１３日至１５日　全市农业农村综合示范区建设流动现场会召开。
１４日　全市放心农产品工程启动暨首批放心农产品示范店开业。
是日　南充举行公安 “警民亲”活动报告会。

１８日　中加合作农村减贫试点项目加纳代表团考察南充互助扶贫工作。
１９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南充化学工业园、南充港都京作业区、都京丝纺服装工业园，

检查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２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调研顺庆区城区地下商业开发及下穿通道 ＢＯＴ项目建设
情况。

是日　市委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是日　 “南充健康快车进道孚活动”在道孚县人民医院启动。

２５日　五届市政府第１９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 《南充市川东北金融中心建设 “十二五”

规划》、《南充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 （暂行）》，研究了依托警务指挥平台立项建设 “南

充市政府应急指挥中心”等事宜。

是日　全市困难职工健康体检会议召开。从７月１日起，全市组织４７６万名困难职工
进行健康体检。

是日　全市妇女财政贴息小额贷款工作推进会召开。
２６日　全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质量年活动现场交流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嘉陵江第一曲流及金城山旅游开发工作。
是日　在全省 “千名干部人才援助藏区行动”第一批总结表彰暨第二批动员部署会议

上，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南部县被表彰为援藏工作先进集体；徐海、王文军、刘永红

等２１人被表彰为援藏工作先进个人。
２７日　顺庆区政府与成都仁和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举行仁和春天商业综合体项目签

约仪式。项目投资８亿元，打造总建筑面积不低于１０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２８日　第四届 “川澳”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在阆中市举行。来自四川省和澳门特区的

体育教练、青少年１００多人参加。
是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调研医疗卫生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２９日　全市投资软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动员会召开。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投资软环境

集中整治工作，把南充市建设成为政务服务最优、发展成本最低、创业环境最好的川东北

投资首选地、川东北投资环境最优地。

是月　南部县工业园区跻身全省首批新型工业化重点培育基地。
是月　四川昌平药业有限公司投资１２亿元的名贵药材生产项目落户南部县。

７月

１日　南充市商业银行在英国 《银行家》发布的２０１２年 “全球１０００强银行”排行榜
中位列第７６０位、在中国银行业中排名第７９位。
２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顺庆区、嘉陵区实地察看内涝情况。刘宏建强调，要把群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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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放在首位，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加快实施排涝整治工程，确保市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秩序。

３日　２０１２国际男篮四国挑战赛在阆中市开幕。中国国奥队、美国国奥队、德国国奥
队和立陶宛国奥队参赛。

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会见美国空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炼化部事业发展总监陈
涟一行。

是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主持召开重点提案 《关于加强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工作的建议》

督办会议。

是日　南充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成立。
５日　副省长王宁调研南充交通建设、城市发展和物流园区建设等工作。
８日　由澳门特区政府投资２５９３万元人民币援建的南充十二中新校区主体工程完工。
是日　嘉陵江南充段航域最大标艇——— “航政１９号”落户蓬安县。该艇主机６００马

力，排水量９０吨。
是日　南充 “学雷锋、树新风、见行动”青少年夏令营举行开营仪式。

９日　全国重点网站高管南充行活动媒体见面会举行。
是日　市供销社荣获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１０日　市委召开第一批援藏干部人才挂职总结暨第二批援藏干部人才行前培训动员
大会。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施意见》。

１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强调，科学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大力推进
学校标准化建设，做大做强优势教育品牌，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创办人民群众满意教育。

是日　省委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宣讲团到南充宣讲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１２日　南充市第一届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
是日　全市科学技术奖励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实施动员大会召开。会议强调，科

技战线要继续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勇攀高峰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锐意进取、扎实苦干，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全市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是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成员集中观看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文建明为原
型的电影 《头等大事》。

１３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新华到南充调研南充化学工业园四川晟达
新材料项目。

１５日　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第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２０１２年学术会议在
西华师大召开。

１６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实地察看市北湖路改造、人民南北中路下穿隧道、嘉陵江四桥、
下中坝开发建设等重大城建项目建设情况。

１７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集中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意见》。

是日　阆中市就业服务管理局被国务院表彰为 “全国就业创业先进工作单位”。

是日　南充市·道孚县青少年开展 “手拉手一家亲”活动。

１８日　全市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贯彻标准培训开班。
是日　全市公路、铁路、河道沿线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２１日　四川省品牌家居直销中心暨申新泰富·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在南部县开工。该项

目占地１８２亩，建筑面积约７万平方米，计划投资总额４亿元。
是日 （北）京 （香）港澳 （门）高速公路１７５公里处，１５０名农民工 （其中南充籍３７

５０２



!"# $%&#' ()"# *%) +, *%) -%&. !)"# /" *%) 0)

!"#$

%&'()

名）不顾自身安危，在黑暗冰冷的洪水中将２００多名被围困乘客成功营救。３０日，央视著
名主持人崔永元和著名歌手韩红宴请１５０名农民工，并赠送锦旗。８月１日，市政府领导前
往嘉陵区三会镇大田沟村七组，看望慰问了３７名农民工代表李川南的父亲，并送上慰问
金；市政府驻北京市联络处负责人前往北京市丰台区河西再生水厂施工工地，看望慰问了

李川南等南充农民工，并送去慰问金、慰问品。南充农民工洪水中英勇救人的先进事迹，

先后被全国新闻媒体报道，湖南卫视、四川卫视相继制作专题报道。３７名南充籍农民工当
选 “四川好人”、“中国好人”和央视２０１２年度三农人物。
２３日　市委召开学习贯彻全省深入实施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工作会议精

神。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在实施整体战略中闯出一条具有南充市

特色的发展之路。

是日　广东温氏集团３０万头生猪产业一体化项目落户仪陇县。
２５日　南充化学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获铁道部建设许可。
２６日　市委专题研究南充化学工业园建设。会议强调，化学工业园建设事关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协调配合，强化要素保障，用一流的标准加快建设

南充化学工业园。

是日　四川省 “新农通”三农信息服务平台南充站开通。

是日　全市青年文明号集体负责人暨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训班开班。
２７日　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会召开。
２８日　省卫生厅、市人民政府在北湖公园广场举行第二个 “世界肝炎日”大型宣传

活动。

３０日　市委召开与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谈心会。
是日　市政府与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签订 “联创齐争”协议。

是日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开馆３０周年座谈会召开。
是月　南充在第十四届四川名牌评选中，新增省名牌企业１１家和省名牌产品１５个。

至此，全市共有省名牌企业４０家、省名牌产品４７个。
是月　南部县 “雪舒”成为全国首个蚕茧商标。

是月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成。开标、评标过程全程录音、录像。
是月　在 《四川省 “十二五”清洁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中，南充被列入全省 ＣＮＧ（压

缩天然气）装备生产基地和天然气汽车研发制造基地。

是月　南部县、蓬安县、西充县、仪陇县、阆中市被确定为全省首批节水型社会建设
重点县 （市）。

是月　全市１１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被确定为全省第四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省级示范社。至
此，全市１４５２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获部级示范社５个、省级示范社３６个。

是月　市委群工局 （市政府信访局）荣获 “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８月

１日　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越到南充考察。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见》。

是日　仪陇县马鞍镇和阆中市天宫乡荣获第二批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称号。

是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市辖三区城管体制调整完善工作。
３日　全市小微企业发展暨转变民营经济发展方式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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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　万科集团总裁郁亮到南充考察教育开发、城市建设及投资环境等事项。
是日　南部县莲花博览园开园。该园占地１万亩，是西部地区唯一的莲花博览园。
６日　五届市政府第２３次常务会议审议 《南充市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研究报告 （送审

稿）》等事项。

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全市项目用地保障工作。
是日　全省贫困村互助资金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全市投资软环境集中整治活动推进会召开。
８日　全市２０１２年 “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在嘉陵广场启动。

是日　高坪区凌云山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举行授牌仪式，是全省唯一获批的
营地。

８日至９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到南充调研。刘奇葆对南充近年来发
展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就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等工作作出了重

要指示。

９日　市政府五届第十九次常务会议通过 《南充市城镇化发展 “十二五”规划》。

是日　嘉陵江文化与区域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充召开。
１０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做好 “十二五”期间节能工作的意见》。

是日　全市召开省级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协调会、医疗保险付费制度改革暨城镇补充
医疗保险工作推进会。

１３日　加加集团董事长杨振到南充考察。
１３日至１５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组织驻市全国人大代表、部分省人大代表及市

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阆中市、南部县、仪陇县视察扶贫开发工作。

１４日　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调研组到南充调研工业园区、城市新区、旧城棚
户区改造工作。

１５日　南充政务微博发布厅上线。至此，全市各级各部门已有近６００个政务微博入驻
市、县１０个政务微博发布大厅。
１７日　２０１２年南充 “慈善·福彩”５００万元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２０日　南充市第一届决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主任委员会议召开。
是日　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到南充督导信访工作。
２１日至２２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到南充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２２日　中共南充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
２３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高坪区江村坝廉租房小区、安汉新区商会综合体项目、金凤

山村新农村综合体示范点、三环电子二期和龙运鞋业公司调研。

是日　全市投资软环境建设企业座谈会召开。
２７日　全市产村相融推进农业农村综合示范区暨新农村综合体示范点建设会议召开。
是日　２０１２年度 “爱心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暨 “发现阳光”助学行动项目正式

启动。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２４次常务会议审议 《鼓励外埠金融机构来我市发展的意见 （送审

稿）》、《顺庆城区地下商业开发及地下通道 ＢＯＴ项目合同外工程内容实施方案 （送审

稿）》、《南充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实施方案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送审稿）》，研究下中坝行
政区域界线调整等事宜。

２８日　省委常委、省委农工委主任李昌平到南部县调研。
是日　四川波鸿集团总裁董平到南充考察。

７０２



!"# $%&#' ()"# *%) +, *%) -%&. !)"# /" *%) 0)

!"#$

%&'()

２９日　全省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
是日　全市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专项检查全面启动。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２５次常务会议审议 《南充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

补偿方案 （送审稿）》、《南充市城市管理工作章程 （试行）（送审稿）》等事项。

３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调研教育工作。
３１日　姚继权、袁素洁、蒲泽俊、赵雪莲、罗小玲、许明、严刚、姚怀军、张旭获得

“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

是日　港澳援建南充的１５个灾后恢复重建学校项目竣工。其中，澳门特区政府和同胞
援建２所小学和３所高中，金额１４亿元；香港特区政府和同胞援建１０个灾后恢复重建学
校项目，金额１８亿元。

是月　南充启动 “百乡千村便农惠农金融服务工程”。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是月　高坪区航空港工业集中区被认定为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功能示范区。
是月　市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南充市中心支行与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区域集优直接债务融资合作框架协议》。这是全省首批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７个市之一。
是月　全市首个标准化人工湿地———嘉陵区大通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建成投入运行。至

此，全市有４０多个乡镇建成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是月　南部县、西充县、营山县、高坪区、阆中市入围 “四川省农业机械化示范县

（培育县）建设工程”名单。

是月　西充河被纳入全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重点区域。

９月

２日　南充化学工业园东西干道和南北干道竣工通车。园区铁路专用线前期工作就绪，
码头建设、２２０千伏变电站工作启动。园区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化学等单位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与中石油西南化工销售分公司签署原料供应协议。

２日至３日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到南充调研。
４日　全市２０１２年新任县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开课。
５日　全市财政贴息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座谈会召开。
是日　巴 （中）南 （充）广 （安）、遂 （宁）西 （充）高速公路建设推进会在南充召开。
６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部分中小学看望慰问教师。
是日　贵州省南充商会工作座谈会在市北湖宾馆召开。
是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率部分政协委员视察全市教育发展情况。
１０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考察成都实施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省委常委、

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会见南充党政代表团。

１１日　南充与法兰西共和国香槟—阿登大区沙勒维尔—梅济耶尔市签署关于开展友好
合作交流的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与法国香槟—阿登大区副主席、沙勒维尔—梅济

耶尔市市长克罗蒂娜·勒杜在协议上签字。

是日　全市首个 “乡村医生班”开班。

１２日　全省藏区 “９＋３”免费职业教育计划首届毕业生报告会在南充举行。
是日　全市第七届机关老年人运动会开幕。
１４日　全市加强宗教团体建设工作暨 “宗教慈善周”活动动员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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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全市第二批１７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启动。
是日　南充成功研制出智能化自动养蚕机。该项技术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１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维稳工作
１８日　四川省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落户南部县。
１８日至１９日　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调研南充港口建设与发展。
２０日　全市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召开。
是日　台北市四川同乡会到南充考察。
２１日至２３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检查南充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法》的情况，并出席了南充民建成立６０周年庆祝大会暨文艺晚会。
２２日至２７日　南充第四届运动会在阆中市举行。运动会共进行１７个大项、３１７个小项

比赛，产生金牌３７９枚。
２３日　第四届中国升钟湖钓鱼·桂花旅游文化节开幕。
２４日　大型现代川剧 《桐子花开》在南充大剧院首演。该剧以身患癌症、一心为民的

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为原型。

是日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在南充开幕。
２５日　市委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
是日　全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工作座谈会召开。
是日　市中心医院 ７５周年华诞慈善救助晚会暨光明快车神州行南充站健康文化节

启动。

２６日　南充现代物流园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传化集团、泰宏集团协议投
资５０亿元人民币，参与园区项目建设。

是日　凌晨１时，正在福州市仓山区大坪路一家烤鱼店用餐的营山县人高明聪发现一
犯罪嫌疑人盗走电摩后逃窜，他在与偷车贼搏斗中被偷车贼用匕首刺中心脏，因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不幸牺牲。２０１３年９月，高明聪被授予 “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１２日，高明聪荣获 “福建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２７日　市政府与北大资源集团签署 《凤栖国际新城战略合作协议》。北大资源集团拟

投资１２０亿元在嘉陵区打造凤栖国际新城。
是日　四川省银行业小微企业客户经理技能竞赛 （川东赛区）在南充举行。

２８日　川东北战区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在南充举行。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２７次常务会议审议 《第三届中国 （南充）嘉陵江合唱艺术节总体

方案 （送审稿）》，研究南充化学工业园铁路专用线建设、启动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五险合一”信息化建设等事宜。

是月　南充主城区人口过１００万、建成区面积超１００平方公里，在川东北地区率先进
入百万人口特大城市行列。

是月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委批准，南充成为全省第二批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城市之一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关于鼓励外埠金融机构来南充发展的意见》。

１０月

９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工业企业 “退城入园”工作。

１０日　市委召开创先争优总结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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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阆中市、南部县调研部分重点工业项目。
是日　市政府发出通知，倡导市辖３城区各街道 （社区）建立市民城管协会，构建以

志愿者为主体的城市管理社会化服务体系，改变城市管理工作行政主导的单一局面。

是日　省维稳综治信访工作专项督导组到南充督导。
１２日　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工作。
１６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工业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

加大力度推进工业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搞好要素保障。

１６日至１９日　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合唱协会、省文化厅、南充市委、市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三届中国 （南充）嘉陵江合唱艺术节举行。来自全国２２个省 （市）的５８支代表队、
２５００余人参加比赛。６支合唱团获得金奖，南充３支合唱团获得特等奖，３人获得优秀指挥
奖，３人获得优秀钢琴伴奏奖。

１７日　副省长黄彦蓉调研南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工作。
是日　南充创建四川省环保模范城市技术核查通报会举行。
是日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负责人到南充调研。
１７日至１９日　全市农业农村综合示范区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
１８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南充现代物流园调研。刘宏建强调，要着力优化物流园区规

划，抓好现代商贸物流布局，坚持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最好的项目、最好的企业，招大引

强，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着力构建大商贸、大物流、大园区的发展格局。

２２日　 “惩防并举·警钟长鸣———党的十七大以来南充反腐倡廉成果图片巡展”在市

北湖公园广场启动。

２４日　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创新工举措，着力先行先
试，努力在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是日　宜华木业阆中市产业基地奠基。项目总投资６亿元，是集家具、木地板生产加
工及上下游配套产业于一体的产业基地。

是日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 “三项建设”活动暨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２５日　全市金融形势分析会召开。会议要求，要把握关键环节，找准着力点，加快推
进金融改革创新，确保全面完成全年金融工作目标任务。

２６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规划工作的意见》。

２９日　南充举行 “１１９”消防宣传周启动仪式暨 “消防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成立授

旗仪式。

３１日　全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惩防体系建设工作总结大会召开。
是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广安考察工业园区建设及产业项目。
是月　全市２０个省技术创新资金项目通过验收。
是月　仪陇县榨菜、顺庆区康健博览园、顺庆区天瑞现代循环农业、阆中市川明参被

批准确立为第十批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是月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委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

１１月

１日　全市投资软环境集中整治工作会召开。会议强调，要以坚定的态度、过硬的措
施，把投资软环境建设工作推向深入，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是日　全市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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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１日至２日　工信部副部长刘利华调研南充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工信部对口帮扶工作。
２日　四川省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阆中市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魏宏出

席会议并讲话。

是日　市级机关科级干部廉洁从政知识考试举行。
５日　中石化西南油气田阆中市科研暨生活基地、２０万吨ＬＮＧ项目开工。
是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精神。

是日　市纪委召开县 （市、区）纪委书记 “说案”暨基层纪委办案经验交流视频

会议。

６日　西充县与重庆市渝北区缔结为友好县 （区）。

是日　南充日报社首届 “十佳编辑记者”表彰暨第１３个中日记者节庆祝大会举行。
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仪陇县调研。
９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汽车汽配产业发展工作。会议要求，要准确定位，及时制定汽车

产业和汽车产业园区规划；突出重点，加快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汽车汽配产业。

１３日　市中心城区人民南北中路建筑立面改造工程启动。
１５日　跨国公司西部行考察团到南充考察。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３０次常务会议审议 《南充市统筹城乡试点工作若干政策 （送审

稿）》、《关于加快嘉陵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研究解决南充污水处理

厂污泥干化设施建设资金、栋梁路污水提升泵站建设涉及玉带路污水管网改造等事宜。

１６日　市委召开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大会。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以党的十八大
精神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省、市党代会工作部署，更加自觉地

落实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入实施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抢抓机遇、扎

实工作，奋力加快南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是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率部分市政协委员视察化学工业园建设。
是日　南充举行 “光辉的旗帜———南充市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文艺演出”。

是日　默沙东 （中国）公司与市中心医院 “高血压、血脂异常、２型糖尿病社区综合
管理项目”在成都市签约。

１９日　省委组织部、省信用联社捐资３０００万元帮扶阆中市，打造阆中市现代生态休闲
农业园。

是日　仪陇县嘉陵江二桥开建。该桥全长１８１公里，预计总投资２８亿元。
２１日　 “两化”互动及产业园区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２２日　全市通信设施保护暨无线电法规宣传活动启动。
２５日　省委书记王东明到南充调研。王东明要求，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统领，统一

思想，凝聚力量，发挥优势，努力探索，走出丘陵地区科学发展之路，在全省加快建成全

面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优势、干出特色、走在前列。

２６日　全省公安车管工作暨贯彻 “两个部令”推进会在南充市召开。

２７日　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常委、副省
长钟勉出席会议并讲话。

是日　驻南充市省政协委员视察仪陇县扶贫开发工作。
２８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营山县、蓬安县调研。
是日　 “ｉ南充”手机客户端开通。该项业务集新闻门户、社区互动、在线交易等功能

于一体，是南充日报社成功推出彩信手机报业务后又一手机媒体。

是日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美在中国》系列经典作品之 《阆中之恋》在阆中市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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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３０日　市辖城区户外广告秩序、机动车停放秩序、违法建筑拆除三项专项整治部署会
议召开。

是月　市政府出台实施商标品牌兴市战略多项激励政策。从２０１２年起，新获中国驰名
商标称号，市政府每件一次性奖励５０万元。对其他新获得省著名商标、地理标志商标注
册、农产品集体商标注册企业、市知名商标企业，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奖励标准。同时，建

立政府优先采购地方品牌产品制度等激励政策。

是月　南充现代物流园增列为全省２０１２年重点推进项目。至此，南充已有４个项目进
入全省２０１２年重点推进项目。

是月　南充被纳入全省第二批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城市之一。
是月　南充化学工业园跻身全省 “十二五”首批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是月　兴业银行南充市分行获批筹建，成都市农商银行在嘉陵区和南部县建设两家村
镇银行获得批准。

是月　府荆路延长线竣工。该路南起府荆路恒大绿洲，北至荆溪街道办大营山山脚，
为城市一级道路，全长１７９８４６米，工程总投资７０００万元。

１２月

２日　川北医学院入选全国首批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

３日　英国驻重庆市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马培迪到南充访问。
４日　市委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党的十八大代表、市

委书记刘宏建作辅导报告。

５日　四川省关工委基层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南充召开。省委常委、省关工委主任李登
菊出席会议并讲话，并对南充工会重点工作进行调研。

７日　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牢把握 “八项规定”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各级党委班子要模范带头执行，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推动全

市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９日至１３日　在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民盟南充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家媛 （女）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常务委员。

１０日　市政府五届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南充市政府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办

法》。

１１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仪陇县赛金镇雷家坝村农业农村综合示范区、宏德职业学院、
离堆公园及五星级酒店建设工地等处调研。

是日　巴中党政代表团到南充考察新型工业化及产业园区建设工作。
１２日　 《南充日报》创刊６０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是日　中国丝绸协会六届二次理事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下中坝嘉陵江大桥正式通车。
１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调研川北医学院和南充机场出入口景观整治工程以及五

星花园商圈建设项目。

是日　农发行总行副行长李刚到南充调研下中坝农村居民集中住房建设项目。
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统筹城乡试点工作若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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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１７日　省委宣讲团第四分团到南充举行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
是日　以文建明为原型的大型现代川剧 《桐子花开》在营山县首演。

１７日至１８日　四川省创建省级环境优美示范城市考核组考核南充主城区争创全省环境
优美示范城市他作。

１９日　副省长黄彦蓉到南充调研。
是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阆中市江南裕华现代生态休闲农业园、沙溪金鼓新农业综合

体、嘉陵江三桥和四桥建设工地、滨江南路建设工地调研。

是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与３０多名全国、省、市人大代表一起视察西充县工
作。代表们先后到西充县多扶工业园区、九龙潭水库、百里现代农业产业带、北部新城开

发建设现场，通过询问、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西充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

是日　南充新闻网跻身中国新闻网站百强。
２０日　全市５１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副省长黄彦蓉出席并宣布开工。项目总投资

８８１亿元，涵盖路网建设、产业培育、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等多个领域。
是日　全市首届美德少年表彰大会召开。５０名中小学生获得南充首届 “美德少年”

称号。

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新年音乐会举行。
２６日　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出席指导并作重要讲话。
是日　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开工建设动员会在嘉陵区花园乡烨尖沟村举行。省委常

委、副省长钟勉出席并宣布启动。

２６日至２８日　南充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南充市出
席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５８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当选的南充市出席四川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后，由省

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告。

２７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南充市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南充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 （试行）》。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３２次常务会议审议 《南充市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

（送审稿）》、《南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 （试行） （送审稿）》等，研究城镇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调整等事项。

３１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 “引嘉入西”工作。将从小龙门库区把嘉陵江水引入西充河华

凤段，在华凤至河口段筑坝４座，形成２２００亩的水域面积，提升西河水景观。工程辐射面
积约５０平方公里，引水线路长约１０公里。工程拟于２０１４年启动。

是月　升钟水库灌区节水改造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５６００万元。
是月　蓬安县、仪陇县和营山县启动农村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试点。
是月　市环卫工作纳入城管部门管理。
是年　阆中市老观镇获得２０１２年度 “四川省最具保护价值古镇”。

是年　全市共获得２０１２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农村沼气建设资金４５２９９万元。
是年　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当选为２０１２年度 “中国农村新闻人物”。

是年　南充市、高坪区和西充县分别被省人民政府授予２０１２年度全省粮食生产 “丰收

杯”奖。

是年　文建明工作法在全市乡镇深度推广。全市所有乡镇都建立和完善了乡镇党委科
学运行机制，实现了文建明工作法全市乡镇覆盖率、制度完善率、实际运用率 “三

个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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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全市筹集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建设资金３１５９亿元，落实建设用地６９４９６
亩。开工建设１５３０７套保障性住房 （包括２０１１年续建项目在内），其中８７５４套保障性住房
和棚户区改造安置还房竣工。同时，２３９６３户市民享受到了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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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４日　顺庆区同仁乡党委、高坪区东观镇党委、南部县四龙乡黑龙观村党支部等５４个
基层党组织被命名为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

４日至５日　全市实施项目推动战略流动现场会召开，与会人员深入各县 （市、区）

实地观摩项目建设成果。

５日　南充市有机蔬菜工程技术中心投入使用。
６日　中共南充市委五届六次全会召开。会议要求，要把握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工作

总基调，突出投资拉动、产业支撑、城市发展、民生改善、改革创新的工作重点，坚定不

移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大力弘扬 “快”和 “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

平，力行实干，攻坚克难，推动南充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加快迈向全面小康。

是日　南充三国文化节在第三届中国节庆创新论坛上，荣膺首批 “全国最具影响力品

牌节庆”称号。

７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嘉陵区三会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慰问农村困难群众。
８日　五届市政府第３３次常务会议审议 《南充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 （送审

稿）》、《南充市市级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 （送审稿）》等事宜。

１０日　全市新农村综合体示范点建设现场会议在西充县召开。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统筹城乡试点工作若干政策》。

１３日　营山县城南镇人口计生办主任颜希远当选第一届 “中国人口十佳杰出人物”，

是四川省当选的两名计生干部之一。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会见到南充市访问的法国驻成都市总领事馆总领事鲁索。
１４日至１７日　政协第五届南充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

席马道蓉关于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听取并讨

论了市委书记刘宏建的讲话；列席南充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

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会议相关 《决议》。

１５日至１８日　南充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大会听取和审查了市长向
东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关于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其他相关报告。

１６日　甘孜州道孚县四大班子领导到南充市走访慰问援藏干部、武警官兵等，并看望
了在南充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６７名道孚学子。
１７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 “引嘉入西”方案调整有关事宜。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

是日　市政府与中国联通四川省分公司签订 “智慧南充”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暨 “数字

城管”建设合同。

是日　全市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注重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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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作用，扭住项目工作不松劲，加大投资力度，做大经济总量，做强富民产业，为实

现全面小康打下坚实基础。

是日　五届市政府第３４次常务会议研究南充化学工业园区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三区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有关事宜，审议市政府与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合作开

发天然气市场协议。

２１日至２３日　南充旅游代表团赴深圳、香港进行南充市旅游专场推介活动。
２２日　南充市通过四川省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检查验收。
是日　中机国能投资１０亿元建南充化工园区热电中心项目签约。
是日　南充市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启动 “百户企业免费建网站”服务活动。

是日　２０１３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正式启动。

２３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政府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办法》。

２８日　 “１３南充发展债”发行成功。该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发行，募集资金２０亿
元，期限７年。
２９日　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１４８名四川省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南充市向东、高先海、何俊明、黄光伟、李晓华 （女）、栗东生

当选。

是日　全市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题会议召开。
２９日至２月１日　经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次常委会议协商通过，朱家媛

（女）任全国政协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３０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到市政协机关 “挂、包、帮”联系村———西充县莲池乡天星

桥村调研并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和基层干部。

是日　全市首个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获批。
是日　全市软环境整治活动工作会议召开。
是月　全市基层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启动。国家投入３３３１万元，建９个县

级数据中心 （平台），覆盖全市乡镇卫生院、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部分社区卫生服

务站。

２月

１日　全市３１个项目纳入四川省２０１３年独立考核市 （州）重点项目。

４日　歌曲 《蜀道》、电影 《头等大事》、歌舞剧 《蜀红》、广播剧 《少城春秋》、长篇

小说 《辛亥风云路》获得四川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其中，歌曲

《蜀道》还获得全国 “五个一工程”优秀奖、省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南

充市获奖数量、奖级居全省第一。

５日　南充至昆明航线开通。这是继南充高坪机场开通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后的又
一条航线。

６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西充县暗访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情况。
７日至１４日　南充市文艺工作者参加 “２０１３年澳门内地春节习俗演展”。
１７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南充化学工业园、南充现代物流园有关工作。
１９日　市委专题研究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握关键，强化举

措，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扎实开展。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城建和交通重点项目工作。会议强调，要明确时间节点，细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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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任务，早开工、早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是日　市政协召开市规划展览馆、科技馆、方志馆、图书馆、博物馆等重点建设工程
方案通报协商会。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１日　市政府第三十五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南充市人民政府建设开放型政府

工作方案》、《南充市人民政府开放式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南充市政务公开规定》、《南充

市人民政府政务会议开放办法》、《南充市政府网站管理办法》、《南充市人民政府公众意见

收集处理办法》。

２２日　市政府办公室为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投放５０辆公务自行车免费提供给在市政府
１号办公楼办公职工短途公务出行使用。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建设开放型政府工作方案》。

２３日　 “龙腾盛世”舞龙展演及比赛活动在西山广场举行。

２６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调研南充化学工业园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是日　印发市政府 《“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

２７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综合示范区

建设的意见》。

是日　市辖城区户外广告秩序、机动车停放秩序、违法建筑拆除专项整治行动正式
启动。

是日　南充机场改扩建项目工作推进会召开。
是月　仪陇县河西工业园纳入第二批省级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至此，全市共有３家

省级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

是月　省政府发布 《四川省蚕桑丝绸产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南充市与
成都市、凉山州成为全省重点打造的３个 “蚕桑丝绸文化旅游名城”。

３月

１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赴京参加为期４个半月的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培训。
５日　南充市党政干部统筹城乡发展专题研讨班在四川大学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开班。

７日　南充高坪机场新跑道投入使用。新跑道长２８００米、宽５０米，累计投资２１７８亿
元。可起降波音７５７、空客３２１大飞机，每小时起降飞机可达２７架次，是川东北地区规模
最大、功能最全的机场。

是日　南充市企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企业家协会年会召开。
７日至８日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柯尊平到阆中市调研。
８日　南充化学工业园河西专用码头项目获省发改委批准。
是日　顺庆区政府与鑫达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鑫达３０万吨塑料新材料生

产项目协议。项目拟投资２３亿元，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５０亿元以上。
１２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在京拜会中广核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谭建生。双方就四川

省核电厂址保护及多领域投资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１４日　营山县政府与天津亿联投资控股集团、四川泰合置业集团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举行。

１５日　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代表团到南充考察ＣＤＤ项目实施、扶贫产业发展、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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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建设等工作。

１８日　国务院参事调研组到南充调研城镇化发展情况。
２０日　嘉陵区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现场签约重大项目 ７个，总投资 ５７１

亿元。

是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鑫达项目建设及招商引资工作。
２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会见浙江传化集团物流基地公司副总裁李绍波。
２７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视察顺庆区学校普法工作。
２９日　市委常委会研究建立市领导联系县 （市、区）和基层工作制度。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在统筹城乡试点区域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意

见》。

是日　经过实地考察和严密论证，国家水利部水规总院专家审查组正式审查通过升钟
水库灌区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方案。

３１日　巴 （中）南 （充）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是月　仪陇县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首次试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是月　市政府官方微博 “南充政务播报”开通上线。

是月　市中心城区西河路南延线开工。线路总长２６８公里，总投资约７亿元，采用ＢＴ
模式建设。

是月　市金融大道开建。工程位于顺庆区马市铺车站至通江大道，全长２３４２公里，
为南北向城市一级主干道。

４月

１日　重庆俊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林立方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阆中市政府签约，
投资阆中市七里城市广场、玉台观养生文化度假区项目，总投资１６亿元。
２日　全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必须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充分尊重农户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

准确把握各个环节的工作要求，确保改革试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是日　市五届第１４次规委会审议 《南充化学工业园河西片区控规修编》、《南充市城北

公园景观设计规划方案》、《南充市城区电力线下地改造规划》等。

３日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教育基地在西充县莲池乡张澜故居举行授牌仪式。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出席并授牌。

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调研南充化学工业园区建设情况。
１０日至１１日　 “东盟＋３”村官国际扶贫交流项目代表团考察南充扶贫移民工作。
１１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到南充调研一季度经济运行形势和财税、国土资源工作

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情况。

是日　 “川北大木偶集萃”入选全国对外文化交流精品项目。

是日　全市３９户企业入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 “小巨人·成长型”中小企业 （第二批）。

１２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市长向东调研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１３日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考察南充投资环境。
１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在成都会见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德力西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兼ＣＥＯ胡成中。
是日　营 （山）达 （州）、营 （山）仪 （陇）阆 （中）高速公路参加２０１３年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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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项目招商推介会，面向全国招商。此两条高速公路采用 ＢＯＴ方式建设，总投资超
过２００亿元。
１６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在成都会见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和重庆金科地产

集团董事长黄红云。

是日　科创集团与南部县政府签订协议，投资６０亿元，建设医药产业园和健康产业城
合作项目。６月２９日，开工建设。

１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抗旱工作。
是日　嘉陵江流域 （南充段）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修编）专题协商会在市政协召开。

１８日　四川省银行业金融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高坪机场航站楼改扩建以及重点交通运输项目推进工作。
１９日　五届市政府第３７次常务会议审议 《南充市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整顿工作

方案 （送审稿）》，研究南充国际商贸城筹建、解决北部新城高中等报征用地资金、南充化

工园区专用码头建设等事宜。

是日　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座谈会召开。
２０日　雅安市芦山县发生７０级地震。南充市震感强烈，但无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

损失。

是日　四川省路桥集团职工、南充籍青年张磊在芦山县 “４·２０”地震中为打通生命通
道抢险不幸牺牲。５月１日，省总工会授予张磊 “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６月５
日，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公司在南充举行张磊烈士英雄事迹报告会。

２２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芦山县强烈地震南充应急救灾和支援灾区工作。市
委书记刘宏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切实把抗震救灾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视灾情为命令，紧急行动起来，积极投身抗震救灾工作，全力打

好应急抢险攻坚战。

２３日　广东省企业家组团到南充考察，并在西华师范大学新校区参加 “粤商南充行暨

中山大学管理哲学博研班”座谈会。

２３日至２４日　全市向芦山县地震灾区捐款活动启动。
２３日至２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高坪区、嘉陵区、顺庆区调研。在高坪区，向

东要求，高坪区要科学定位，发挥优势，加快建设成为特大城市的副中心。要突出重点，

加大力度，坚定不移地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在嘉陵区，向东要求，嘉陵区要优化布局，完

善功能，高水平建设现代新城区。要狠抓投资，做强产业，加快建设特大城市重要增长极；

在顺庆区，向东要求，顺庆区要做大总量，优化结构，当好次级突破的领头雁。积极探索，

大胆开拓，打造改革创新的实验田。

２４日　２０位市民参加全市首个 “行政办公开放日”活动。

２４日至２７日　南充１１家企业在省政府举办的川东北片区 “送金融走基层”系列活动

中，获得贷款７８亿元。
２５日　中丝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开勇到南充考察。
２７日　８时０２分，全市举行向芦山县 “４·２０”地震遇难者哀悼仪式。
是日　市政府与中丝集团全面推动丝绸产业链合作联盟战略框架协议举行签约仪式。
是月　嘉陵区白燕干线开工。线路全长４３公里，宽４０米，总投资２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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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

１日　南运集团南充汽车客运站匡红艳获得２０１３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南充市昊

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王万义钢筋班获得２０１３年全国 “工人先锋号”称号。

２日　市政协召开经济及城建工作通报协商会议。
４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听取２０１２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及责任制考核结

果有关情况汇报。

是日　全市首批２个廉政教育基地、１个警示教育基地、５个廉政文化示范点命名。
是日　南运集团仪陇县分公司驾驶员杨海驾驶长途客车从仪陇县金城镇至绵阳市南湖

汽车站，发现车辆后备厢有乘客丢失的密码箱和黑色皮包，稳妥处置，寻到失主。６月，杨
海被绵阳市委授予 “道德模范”称号。

９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南部县调研。向东要求，南部县要坚持投资引领，“两
化”互动，找准发展定位，大力实施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建设全省丘陵地区经济

强县。

是日　全市集中开展网吧、歌舞娱乐场所、电子游艺场所专项整治行动正式启动。
是日　２０１３年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启动。
１０日　市委召开 “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打造川东北投资首选

地”主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会议要求，要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全力以赴把南充市打

造成川东北政务服务最优、发展成本最低、创业环境最好的投资首选地。

１３日　省政府授予南充市 “四川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

１５日　南充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张澜年谱新篇》等１０１项成果被
评为优秀科研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中的语言艺术探微》等８４项成果被
评为优秀成果。

是日　绵阳市人民政府、南充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
华川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投资协议。

１６日至１７日　美国南部三市市长考察团访问南充。其间，阆中市与美国托马斯维尔
市、多森市及亨特斯维尔市签署 《关于经济贸易科技旅游与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

１６日至６月４日　全市首届工艺美术精品展举办。３０多家企业组织７大美术门类８００
余件作品参展。

１７日　南充在全省开展的 “央企入川”活动中签署正式合同７个、协议总投资２８８
亿元。

是日　南充移动在川东北率先开通４Ｇ（ＴＤ－ＬＴＥ）网络。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人民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规定》。

１９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
是日　阆中市构溪河国家湿地公园、南部县升钟湖国家湿地公园、西充县青龙湖国家

湿地公园、嘉陵区太和鹭鸟自然保护区、营山县清水湖湿地、仪陇县新政河滩湿地、高坪

区牛肚坝湿地、蓬安县嘉陵第一桑梓漫滩湿地、南部县八尔滩湿地、顺庆区上中坝湿地被

评为南充市 “十佳湿地”。

是日　圣桦置业有限公司与台湾润泰集团大润发超市和大地数字影院联合投资３亿元
打造南部县全能一站式商业中心。大润发超市和大地数字影院是全省首个进入县级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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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服务项目。

２０日　五届市政府第４０次常务会议审议 《２０１３中国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总体方案
（送审稿）》、《南充市 “城市一卡 （ＩＣ）通”项目建设方案 （送审稿）》。

２１日　全市首个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高坪区创建成功。
２２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是日　全市首个 “党员干部在线学习城”在仪陇县开通。

２３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率部分政协委员视察全市社区矫正工作。
是日　南充在 “港澳企业四川行”活动中，与港澳企业签约８个项目，协议总投资７５

亿元人民币。

２４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建设开放型政府工作。
２８日　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听取 “中国梦四川篇章”专题辅导报告。

２８日至２９日　全国人大调研组到南充开展 《义务教育法》执法调研。

３０日　全省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暨农民增收工作会议在南充召开。副省长曲木史
哈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对南充探索出的 “政府引导、农民主体、龙头带动、金融支持、协

会组织”的 “五方联动”现代农业发展机制给予了充分肯定。

３０日　 “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进社区交流会在高坪区召开。

３１日　市政府召开银企对接会，１２家驻市金融机构负责人和市辖３区３０多家企业负
责人参会。通过搭建银企合作平台，进一步解决 “融资难”的问题，实现银企共赢。

是日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成功研发生产１７款天然气发动机，获得工信部入库公
告，通过环保部国Ｖ排放标准验收。

是日　 “爱心铸希望、托起中国梦———寻找爱心妈妈”情牵留守儿童现场结对仪式

举行。

是月　南充市被列为国家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示范区，是四川省唯一入选全国２１个示
范区的市 （州）。

是月　朱德故里·琳琅山风景区加入 “川陕苏区红色旅游营销联盟”。

是月　南门坝明清仿古商业街建成。商业街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观光旅游于
一体。

是月　南充新兴外贸、嘉美印染、顺成丝绸列入２０１３年全省重点培育的百户进出口
企业。

是月　顺庆区任家沟廉租房小区投入使用。小区建筑面积３６２６平方米，住房７３２套。
是月　全市防汛信息平台二期建成并投入使用。８００余处监控点对全市河流、水库、电

站和城市主要内涝点的监控实现全覆盖。

６月

３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南充高坪机场航站楼改扩建方案。
是日　南充市 “护航———青春无毒·中国梦”活动启动。

５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蓬安县调研。
是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率部分政协委员对２０１２年重点督办的现代物流园建设提案开

展跟踪回访。

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调研嘉陵区城市道路建设。
是日　全市第四批１４名党外干部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正式启动。其中，９名在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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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区挂职锻炼，５名在南充市现代物流园区挂职锻炼。
７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南充炼油厂发展相关事宜。
９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１３日　南充市 “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文艺展演在西山广场举行。

是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数字南充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方案》。

是日　市五届第１６次规委会审议 《南充市公园绿地与道路绿地规划》、《南充核心商圈

地下商业空间调整及育英路片区综合交通整治工程规划方案》、《南充市文峰片区市政公园

景观设计方案》等。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阆中市、南部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１５日至２３日　第四届成都国际非遗节南充主题日期间，１０个本土非遗艺术项目和民

俗节目在南充主题日表演。具有３００多年老工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阆州醋，成为南
充主题馆最大卖点。

１６日　南充市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１７日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 “三项建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

１７日至１９日　中法兰波诗会在南充举行。法国香槟———阿登大区副主席、沙勒维尔
———梅济耶尔市市长克罗蒂娜·勒杜到南充参加中法兰波诗会。该诗会由西华师范大学和

法国兰波博物馆主办。

１８日　全市产业园区建设推进工作会议在南部县召开。会议要求，要强化 “产业兴

市、工业强市”的共识，强化对工业园区建设的领导，强化园区标准化厂房配套设施建设，

强化工业项目招引和落地；强化园区要素保障和协调服务。

１９日　中共南充市委五届七次全会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 《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为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始

终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经济建设作为兴市之要，把项目推动作为跨越

之举，把民生改善作为发展之本，全面落实省委多点多极支撑、“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创

新驱动 “三大发展战略”，以率先次极突破、同步全面小康、实现富民强市为核心，以

“两枢纽、三中心、四基地”为战略重点，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区域领先、综合实力区域领

先、改革开放区域领先，奋力打造川东北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

胜利。

２０日　２０１３年四川省老年人太极拳 （剑）比赛在南充开幕。

２５日　在四川省科技创新暨科技奖励大会上，南充市９项科技成果获得２０１２年度省科
技进步奖，其中，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３项。

是日　 “南充率先实现次级突破”政协论坛举行。

２６日　市政府五届第四十四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南充市建设责任型、服务

型、法治型、廉洁型政府工作方案》和 《南充市西河流域污染综合治理监督管理办法 （试

行）》。首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列席会议。

２７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到南充调研并主持召开川东北市县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座
谈会。魏宏强调，要更加重视抓好经济建设，全面实施省委事关全局和长远的 “三大发展

战略”，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着力创新驱动，夯实底部基础，奋力推进四川 “两个跨越”。

是日　南充市歌舞团到波兰参加第十六届国际艺术节。
２９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考察全国工商联重点帮扶仪陇县项目

情况。

２２２



　大 事 记　

是月　省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川中站落户南充。
是月　升钟湖景区入选全省 “心中最美家乡景”。

７月

１日至１０日　 《中国梦·摄影师之梦·四川省八城市摄影艺术联展南充站》在嘉陵江

美术馆展出。

２日　市委专题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３日　上海复星集团成都星泓投资有限公司到南充考察。
是日　南充市 “十佳 （好）军嫂”表彰大会召开。

４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扶贫开发与农民增收工作。会议强调，要将扶贫开发与农民增
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明确目标和步骤，完善方案和措施，创新体制和机制，确保

南充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５日　市人民南北中路首条地下过街通道开通。
８日　五届市政府第４５次常务会议审议 《关于加快发展 “５＋３”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的

意见 （送审稿）》、《南充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 （送审稿）》、２０１３年市本级重点城建项目，
研究提高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调整２０１３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等事宜。

是日　县域经济发展政策专题调研座谈会召开。
９日　省委副书记柯尊平到阆中市调研。
是日　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在南充主持召开促进川东北经济区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座

谈会。会议强调，要围绕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从衔接规划、做实基础、优化项目、叠

加政策、创新机制五方面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川东北经济区发展。

是日　市政协召开 “优化文化发展环境、提高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座谈会。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建设责任型政府工作方案》、《南充市建设服务型政府工作

方案》、《南充市建设法制型政府工作方案》、《南充市建设廉洁型政府工作方案》、《南充市

政府服务规定》和 《南充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１３日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范锐平到南充，就深入开展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大力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进行调研。

１５日　市人民南北中路下穿隧道通车。
是日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黎晓林到南充考察。
１６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深入农村地质灾害隐患监测点、嘉陵江搬罾客运码头和城市低

洼地段，检查防范地质灾害和防汛安全工作。

是日　四川科伦集团董事长刘革新到南充考察。
是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市文化馆、科技馆、规划馆、方志馆、博物馆项目推进工作。
１７日　副省长刘捷到南充就工业经济运行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调研。
１９日　省委副书记柯尊平到阆中市检查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是日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研究座谈会在西充县召开。国务院研究室、农业部政策法规

司等领导出席。

２０日　南充中心城区贯穿南北的首条快速公交线路 Ｋ４６开通。该线路起点为市政新
区，终点站是位于嘉陵区的南充市汽车客运站，全长１２１５公里，沿途仅停靠２０个站点。

是日　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滑坡总面积达１００万立方米以上，２０
多户６０余间民房受损，其中２０间民房严重损毁，滑坡区域内７７户、２８０人全部成功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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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２１日　全市最新玉米抗旱品种试种成功，结束以北方玉米为主的历史。
２３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地质灾害现场察看灾情。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调研顺庆区创新驱动和国际商贸城建设工作。
２４日　四川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及川东北城市群规划调研座谈会在南充召开。
２５日　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到南充就产业发展、防汛减灾、城市建设等进行调研。
２６日　副省长黄彦蓉到南充就城市新区、棚户区改造和重点城建项目进行调研。
２９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有关精神。

是日　阆中市被确定为全省１２个县 （市、区）“十二五”期间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

范试点县 （市、区）。

３０日　全市简政放权暨投资软环境集中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在清理审查市本级
行政审批项目中，全市保留行政审批项目９０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１７项，下放４０项，４３
项转为服务事项。

是日　南充１００名留守儿童坐飞机到深圳市看望父母。该项活动由团市委、市关工委、
南充晚报主办，汉森恒发公司全额赞助现金３５万元，在全省尚属首次。《四川日报》、四川
电视台派出记者全程采访，同时，得到了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关注。

３１日　市委专题听取南充经济开发区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把经开区
作为经济建设的 “一号工程”来抓，作为 “再造一个南充工业”的主战场来打。要加快载

体建设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作配合及项目建设监管，着力培

育支撑南充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把经开区打造成全市最具发展活力的经济

增长极。

是日　市政府五届第四十八次常务会议研究 《南充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型城镇化的

意见》和 《南充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工作实施方案》。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开展统筹城乡产权融资试点工作的意见》。

是月　嘉陵区吉安镇、南部县建兴镇、阆中市老观镇、仪陇县马鞍镇、营山县回龙镇、
蓬安县利溪镇、顺庆区搬罾镇、高坪区东观镇入围全省百镇示范镇建设，共获得省政府

１１００万元补助。
是月　南充过境高速公路东段完成可研编制。该路全长４４公里，总投资３８亿多元，

为省上规划的１５个城市过境高速公路中的一条。
是月　南充经济开发区扩区调位请示获省政府批复。
是月　南充经济开发区、航空港工业集中发展区、蓬安县工业园区、南部县工业集中

发展区进入省 “５１０２５”重点产业园区发展序列。
是月　全市竣工公租房２０００余套，新竣工公租房的３０％用于农民工居住。
是月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南充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方案》。

是月　天津华今集团有限公司投资１０亿元在仪陇县建设塑料纺织袋生产加工项目。
是月　嘉陵区白马干线开工。线路全长１６公里，宽５２米，总投资１３亿元。

８月

１日　市委专题研究宣传思想和网络舆情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唱
响时代主旋律、汇聚发展正能量，为推动南充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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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南充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南充现代物流园区、顺蓬公路顺庆段、
嘉陵区高速公路连接线和蓬安县清溪河综合治理工程进入省１００个重点支持项目之列，总
投资近３００亿元。

是日　１００集电视纪录片 《走进老区》在南部县开机。该片是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和省

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一部纪实性系列专题片。

是日　全市投资软环境集中整治活动总结会召开。
是日　停航２６年的嘉陵江重庆至南充段水路航运复航。
２日　全市启动乡镇综合文化站 （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评估定级工作。

５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和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率队前往雅安市天全县，实地调研对
口援建工作。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 “５＋３”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的意见》。
６日　全市统筹城乡产权融资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敢想敢试、敢下深水，

要把握关键、突破要害，要把握取向、有序实施，要统筹兼顾、强化保障。７个乡镇 （街

道办）开展统筹城乡产权融资试点。

８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调研。
是日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造西河生态景观长廊的决议。

首次邀请公民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是日　蓬安县入围全省首批 “全光县城”示范项目。全省１５个县入围此项目，总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用于网络光纤基础建设，推进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 “三网融合”，项

目建设期限３年。
９日　全国舟钓基地落户南部县升钟湖景区。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建设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的决定》。

１２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阆中市、顺庆区调研新型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工作。
１３日　全市新增５个市级特色乡村旅游示范乡镇和１３个市级特色乡村旅游示范村。
１４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怀臣到南充调研。
１５日　省委书记王东明到南充调研。他指出，南充要保护利用好文化旅游资源，做大

做强旅游品牌；要按照统筹城乡、产村相融、成片推进的思路，加快农村聚居点和新农村

综合体建设；要全面提升城镇内在品质，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是日　全市１２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增为全省和第五批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１６日　全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现场会在南充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王东明，省

委副书记、省长魏宏率与会代表现场参观了南门坝、望天坝等旧城改造项目，下中坝片区、

南充现代物流园、潆华工业集中区、滨江又一城等新区建设项目和市中心地下空间改造项

目。省委书记王东明，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光志，省委常委、

省委农工委主任李昌平，副省长黄彦蓉和各市 （州）党委书记或市 （州）长以及省直相关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市委书记刘宏建代表南充在会上发言。

１９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全市扶贫攻坚五年规划。
２０日　福建金森林业公司董事长王国熙到南充考察。双方就金森林业在南充投资建设

生物柴油项目进行了商谈。

２０日至２１日　副省长甘霖调研南充金融工作。
２１日　宜宾党政代表团考察南充城市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城市商业银行改革

发展等情况。

２２日　市委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听取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国家行政学院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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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授李永忠作 《十八大后反腐的形势与任务》专题报告。

２７日　市委专题研究下中坝、清泉坝开发建设工作。
是日　市政府五届第五十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 《南充市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

２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评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环境保护局、市水务局、市审计局、市统计局等５个政府工作部门的工作动员会。

是日　南充河西大件码头投入营运，成功吊装首台近３００吨货物。
是月　顺庆区、高坪区、南部县、营山县、蓬安县、仪陇县和西充县廉租房建设项目

全面启动。项目总投资８８７６万元，其中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２０７０万元。
是月　南充市生产力促进中心获评国家级示范称号。
是月　全市启动 “金保工程”建设项目。该项目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电子政务１２

个重要业务系统之一。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参保人员所持社会保障卡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生育五险合一，实现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

是月　南充主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该系统通过６００余个视频
摄像头及３０余套噪音监控设备，对主城区城市管理工作实现全域监控。

是月　南充—巴中、遂宁—南充—广安—邻水铁路线纳入 《成渝经济区城际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和 《四川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是月　南充市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监控重点联系市。
是月　全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南充联成项目由外资公司和中方企业共同出资兴建，

总投资额１２０００万美元，注册资本４０００万美元。通过市政务中心项目审批提速，仅用５天
时间顺利落户南充市，比法定办结时限提前８９个工作日。

是月　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张飞牛肉有限公司、四川龙兴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被省政府授予 “优秀民营企业”称号。

９月

３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调研检查下中坝城市新区、都京丝纺服装工业园和南充市现代
物流园等项目推进情况。

是日　市委专题研究还房工程建设。会议强调，要把还房工程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和
发展工程来抓，切实把还房工程建成群众的满意工程、优质工程。

是日　全市首个道路交通事故法庭在顺庆区人民法院成立。该法庭专业审理道路交通
事故中车辆损失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两类民事案件。

４日　副省长黄彦蓉到阆中市专题调研国际文化旅游节筹备工作情况。
５日至６日　 “首届全国重点旅游网络媒体四川行”到南充采访采风。

６日　国家发改委 《改革内参》调研组到南充就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中的医疗、教育、

环境整治、户籍管理、农超对接、农民就业培训等问题进行座谈调研。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意见》。

８日　市猫儿山垃圾处理场发生大坝垮塌事故。市委、市政府要求市、区两级调动所有
力量，最大限度控制污染事故的扩散；加强现场监测力度，防治造成次生灾害；立即成立

事故调查组，对大坝垮塌事故进行调查，查找原因。次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后续

处理工作。

１１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村 （居）监督组织建设的意见 （试行）》，明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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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市村、社区要全部配备纪检员。

１２日　市委中心学习组学习 （扩大）会议听取中共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副局长李志刚作

《创新驱动发展与人才强市战略》专题报告。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南充军分区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党管武装工作的意

见》。

１３日　阆中市、顺庆区、高坪区成功入选全省第五批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市、区）。

是日　南充党政代表团到眉山考察园城共融、产城一体发展情况。
１５日　南充市级机关纪检监察机构组成６个片区协作组，统筹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１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到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调研。
１８日　南充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工作暨重点项目推进会召开。
１９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考察阆中市旅游产业发展。魏宏强调，要在保护生态环

境、保护古城历史文化遗迹前提下，优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升景区景点档次，丰富景

区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做强旅游产业经济。

是日　２０１３中国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在阆中古城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宣布开
幕。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副省长黄彦蓉、亚太旅游协会首席执行官战略顾问张科德、

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分别致辞。来自海内外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的领事官员、旅行商和媒体记
者３００余人参加。开幕式上，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德国波恩、美国查尔斯顿和阆中市、
丽江市、平遥市、台北市的代表，共同签署发布了用中、英文表述的 《世界古城保护·阆

中宣言》。

是日　第二届 “嘉陵江之旅”旅游联盟年会暨川东北旅游线路推介会在阆中市召开。

会上，发布了川东北６市旅游精品线路。
１９日至２１日　第二届中国 （南充）嘉陵江灯戏暨地方戏剧艺术节在南充举行。

２０日至２４日　２０１３第五届中国升钟湖钓鱼·桂花旅游文化节在升钟湖景区举行。
２４日　全市城乡统筹暨新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
２４日至２６日　南充在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成功签约７个项目，资金达９亿元。
２５日　南充经济开发区地税局职工何艳获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是日　全市２８个镇入围全省首批光纤信息镇建设项目名单。该项目惠及阆中市、南部
县和蓬安县，总投资１１亿元。

是日　 “四川省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在西华师范大学成立。

２６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高坪区调研。刘宏建要求高坪区以实施项目推动战略为抓手，
着力培育壮大优势产业。

２７日　市政府印发 《加快茧丝绸产业发展若干意见》。

２８日　九三学社川东北片区工作交流会在南充召开。
是日　市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摄影展在嘉陵江美术馆开展。展出了５９组近４００幅

图片，包括 《川北大木偶》、《川北皮影》、《川北灯戏》、《川北剪纸》、《川北凉粉》等传

统戏剧、舞蹈、美术、技艺图片。

２９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率部分政协委员对 “关于加快南充小城镇建设的建议”提案

进行重点督办。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关于严格工业集中区规划加强项目入园管理工作的意见》。

是月　南充对口援建天全县工作全面展开。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南充通过３年时
间对口援建 “４·２０”芦山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天全县。南充市与天全县签订 《对口援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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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从产业扶持类和人才技术、设备支持类两个大类１５个项目对接援建。南充已先期
交付援建资金１０００万元，１５个对口援建项目陆续启动，派出的首批技术人才开始工作。

是月　 “百度翔计划”落户南充，帮扶中小微企业成长。

是月　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北湖宾馆有限公司、西山风景区管理局栖乐
垭村村民委员会获评全省旅游推广发展 “金熊猫”奖。

是月　省政府物流办批准南充市为全省首批现代物流试点示范市。
是月　全市１３个村进入首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
是月　全市启动以乡镇为单位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试点。
是月　南充在全省率先编制完成城市排水专项规划。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并通过

《南充市城区 “十二五”排水专项规划》。

是月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南充市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平台建设方案》。

是月　全市１６个项目获省级技术研发资金６５０万元支持。

１０月

８日　市政府五届第五十三次常务会议研究并同意建设市辖城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并决定在人民南、北、中路率先建设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施。

是日　市文化路地下商场建设启动。
９日　南充港都京码头两条进场道路建设工程获批。至此，该码头道路工程全部获批。
是日　市纪委监察局网站开通。
是日　西华师范大学入选全国新闻人才教育培养试点基地。
１０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西充县多扶工业园、西充县北部新城 “四馆一场一中心”建

设工地调研。

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切实加强企业技术改造的实施意见》。

是日　市政协召开推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座谈会。
是日　市政府官方微信平台——— “南充政务播报”开通。

１１日　以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营山县侯方杰为原型的电影 《蓝风衣》新片发布会在

北京电影学院举行。１２月２７日，《蓝风衣》在南充首映。侯方杰是营山县城南镇保真村残
疾村医，行医６０年，用精湛的医术为山乡老百姓解除疾病，还把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１０
多万元储蓄捐出扶贫济困，被群众称为 “爱心老人”。近年来，侯方杰先后当选为南充市第

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先后被评为 “南充市道德模范”、“健

康卫生楷模”、“四川省首届道德模范”、“四川省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村

医生”、“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在中央电视台 “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大型公益活动

中获 “最美乡村医生”称号。

１１日至１２日　省考评验收组对南充创建第三届省文明城市工作实地考查验收。
１４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率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及党群系统领导干部到省法纪教育基地

———成都市锦江监狱接受 “人生之路·与廉同行”法纪警示教育。

１５日　南充作为轮值市主持川东北经济区科技投资推介会。
１６日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是日　南充至泸州高速公路重庆段可研报告通过评审。
１７日　河北省政协主席付志方率驻河北省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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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是日　南充选送的由市文化馆原创表演唱 《川北婚嫁》代表四川省参加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 “群星奖”音乐类第三场决赛，荣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音乐类节目 “群星奖”，这是

南充音乐类节目首次夺得的全国群众文化最高奖，也是四川省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获得的

唯一的音乐类节目 “群星奖”。

是日　全市１０条公路纳入省干线公路联网畅通工程。其中，南部县定水镇经升钟镇至
阆中市思依镇公路、仪陇县金城镇至马鞍镇公路、广南高速公路流马互通连接线为抓紧开

工项目；国道２１２线阆中市至苍溪县段、国道３１８线高坪区长乐镇至嘉陵区里坝镇段、顺
庆区至蓬安县至营山县公路、高坪区至蓬安县公路、西充县城至嘉陵区快速通道、仪陇县

新政镇至马鞍镇公路、营山县骆市镇至木垭乡公路为纳入储备项目。

１８日　南充获准创建四川省区域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带领市政府、市政协及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到成都市锦江

监狱接受 “人生之路·与廉同行”法纪警示教育。

２１日　全省林产业发展推进会在南部县召开。
是日　川东北首个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中心落户西华师范大学。
是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攻坚工作的意见》。

是日　南充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河西片区规划六路道路工程、潆华工业集中区二
期场地平整及道路建设工程、南部县工业集中区板材产业园二期工程、仪陇县河西工业园

区污水处理工程、蓬安县工业园区食品轻纺园拓展区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到省重点工业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发展引导资金１４００万元。
是日　市政府五届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５项行政许可项目。至此，南

充市级行政许可项目降至全省最低。

２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在成都会见参加第十四届西博会系列活动的法国香槟
———阿登大区议会主席让－保罗·巴希一行。

是日　在第七届中国西部投资说明会暨经济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南充市共签约项目
１４个，协议总投资１３３亿元。

２４日　市纪委印发 《纪委委员巡视工作暂行办法》。

是日　 《张澜与四川大学》出版座谈会暨四川大学 “校史文化走出校园”赠书仪式在

市图书馆举行。

是日　台北市四川同乡会考察团到南充进行投资考察。
是日　阆中市生姜栽培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通过专家组考核验收。
是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汽车产业发展、创新驱动试验区建设有关工作。
２５日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统筹城乡公共卫生服务均衡发展实施意见》。

是日　市委印发 《南充市党内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

是日　全市民营企业参与现代农业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民营企业家要积
极推进以有机农业为重点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化

发展，以市场建设为重点的农产品营销体系发展，以乡村旅游业为重点的休闲观光农业发

展，以土地整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
２６日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厉以宁到南充

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２７日　南充在第十四届西博会共签约２５个项目，协议总投资２２１亿元。
２８日　市政府五届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南充市城市规划区政府储备

土地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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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政府办公室、市发展和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农牧业局、南充质监局推行国际标准管理体系试点工作。

２９日　全市１７９个项目纳入 《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名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总投资
２０５４亿元。

３０日至１１月６日　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全
国小戏小品大赛中，由省戏剧家协会推荐并选送的南充创作的川北灯戏 《狗不咬干部》代

表全省参赛，荣获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 “剧目奖”。

３１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是日　市政协主席马道蓉率部分市政协委员视察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工作。
是日　中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南部县政府签订定 （水）升 （钟）和南部县火车站商

业新城项目开发建设协议，投资总额４５亿元。
是日　地 （市、州）农科院所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在南充举行。来自全国３０个地 （市、

州）农科院所代表参加会议。

是日　全省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暨志愿服务活动经验交流会在南充召开。
是月　阆中市建成川东北唯一光伏发电系统。
是月　朱德故里、凌云山、南充蛴蟆节、南充钓鱼节、蓬安县相如长歌、川北王皮影、

西充县凤和黄酒、南充丝绸、南充竹编入选 “全省百强榜单”。朱德故里、川北王皮影、南

充竹编再次入选 “全省最具人气指数城市文化名片”。

是月　南充金富春丝绸有限公司建设西南地区最大绸缎生产基地开工。
是月　阆中市飞凤镇、双龙镇、凉水乡被命名为全省首批 “省级道路交通安全示范乡

镇”。

是月　市政府印发 《南充市关于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是月　南充市美亚时装公司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至此，全市有美亚
时装、依格尔公司、顺成纺织获此殊荣。

１１月

４日　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汪群斌到南充考察。

是日　南充市２０１３年合唱艺术比赛在仪陇县开幕。市级机关、各县 （市、区）、社会

团体和大中专院校２０支队伍近千人参赛。
５日　市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

７日至９日　由云、贵、川、渝、陕致公党共同发起的西南片区工作会议在阆中市举
行。会议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参与并做好乌蒙山区、秦巴山区连片扶贫开发工作。

８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阆中市调研阆中古城创５Ａ、天宫乡天宫院新村聚集点、现代
农业示范点建设等工作。

是日　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对在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涌现

出来的４１篇优秀新闻作品予以通报表扬。《南充日报》年初在一版开设的 “走转改”栏目

《党报记者进乡村》系列报道榜上有名。

是日　全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四统一” （统一执法工作服装、证件、标志、场所外

观）建设工作现场会在南充召开。

１１日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宗顺到南充考察。
１２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视察市人民检察院工作。高先海希望南充市各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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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要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和促进南充市加快发展，积极营造南充经济健康发展

环境，积极推进法治南充建设。

是日　营 （山）达 （州）高速公路规划建设座谈会在南充举行。南充市政府与达州市

政府就线路走向方案达成共识。营达高速公路起于营山县新店镇廖叶村 （与巴南广高速相

接），止于达州市通川区盘石镇 （与达万高速公路相接）。

１２日至１３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仪陇县就河西工业集中区、嘉陵江二桥、宏德职业技
术学院等项目工作进行调研。

１３日　副省长陈文华到南充调研，并出席全省部分市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推进工作
座谈会。

是日　市政府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是日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同意南充高坪机场开通南充至西安航线。１２月５

日，南充至西安航线开通，是南充开通华北 （北京航线）、华南 （广州、深圳航线）、华东

（上海航线）、西南 （昆明航线）后，布局大西北的一条空中通道。

是日　南充高坪机场航站区改扩建项目获省发改委立项。项目总投资２５５亿元。以
２０２５年为设计目标年，预测年旅客吞吐量１００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６０００吨、年客机起降
１０１７８架次。

是日　宜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陆振华率考察团到南充考察产业发展和城市
建设。

１４日　副省长陈文华到南充就推进产城一体、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行调研。
是日　南充开展为期１个月的２０１３年政府政务工作及公共服务社会评价测评活动。
１５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

见。会议要求，要以全会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凝聚改革共识、共谋发展意识，推动南充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１８日　市政府五届第五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嘉陵江流域 （南充段）旅游

开发总体规划 （修编）》。

是日　南充启动 “嘉陵江英才工程”。重点围绕南充 “石油化工、轻工食品、汽车汽

配、丝纺服装”四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新能源、新材料两大新兴产业等领域，引进一批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关键领域急需紧缺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创新创业人才、高技能人

才和其他特殊人才及团队。从２０１３年起，力争用５年左右时间，从市外引进１０００名急需紧
缺的高层次人才、１００个创新创业团队。其中，争取有１０名领军人才、１０个顶尖团队达到
国际国内领先水平。

１９日至２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调研财税、工业工作。
２０日　首批落户南充现代物流园的深圳友信崧锋投资兴建的国际食品城、浙江传化投

资兴建的南充传化公路港、重庆大川控股投资兴建的南充南鑫国际建材城集中开工。

是日　２０１３中欧城市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阆中古城是中国古城类宜居城市唯一
参展的城市。

是日　由市文联主办的 “风雅颂——— ‘文联之声’音舞诗画文艺演出”举行。

是日　南充启动国ＩＶ标准汽油取代国ＩＩＩ汽油置换工作。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总体

任务，到２０１７年底，全市现有农村扶贫对象基本脱贫，全面完成扶贫攻坚的各项任务，确
保到２０２０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小康。
２２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集中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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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作的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的说明》。
２５日　市委印发 《关于集中开展 “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活动的实施方

案》。

２５日至２６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丝绸之路》栏目组记者到南充采访丝绸历史文

化和中国绸都建设情况。

２６日至３０日　全国首届 “汤显祖戏剧奖·小戏小品奖”大赛在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

祖的故里江西省抚州市举行。南充演艺 （集团）公司川北灯戏分公司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参

赛单位，携 《闹隍会》、《狗不咬干部》作品参赛。

是日　在２０１３年川东北片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会上，南充市与广安市、达州市、
遂宁市、巴中市、广元市结为川东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联盟。

２８日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 “十大民生工程”实施情况。

是日　南充市人民政府、乐山市商业银行银政战略合作暨乐山市商业银行南充分行授
牌仪式举行。

２９日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听取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筹备情况和开展

“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活动有关情况汇报。

是日　全国上百家网站联合宣传南充市 “感动人物”。经市文明办、市网信办联合推

荐，赵凤林、杨友贵、叶千秀、赵维富作为全市 “感动人物”参与宣传。

是月　南充市被列入全省重点打造的４大天然气化工产业聚集带之一。根据 《四川省

天然气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川东北天然气化工产业聚集带、川南及沿
江新型资源化工产业聚集带、川西天然气化工及新材料产业聚集带和攀西特色天然气化工

产业带为全省拟打造的４大天然气化工产业聚集带，南充市位于川东北天然气化工产业聚
集带。

是月　南充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被列入全省培育发展的６大天然气化工新兴产业
基地之一，重点发展气油结合、气盐结合、油化一体化产业链。

是月　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第二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名单，南充
市成为四川省唯一入选的地级城市。这是继成都市成功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后，全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是月　美国华盛顿中国研究中心依据２０１２年初至２０１３年下半年期间的近２００万份调查
问卷，发布首个政府年度表现排行榜——— 《２０１４年中国１００名最佳市政府》，其中南充市
位列２３位，继西宁市、昆明市之后位列中西部地区第３名，居全省上榜的５个市之首。

是月　市妇联荣获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称号，市公安局机关妇委会副

主任袁莉、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丁德辉荣获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称号。

是月　省质监局向依格尔纺织、华塑建材等１７家南充生产企业颁发 《采用国际标准认

可证书》，批准其生产的睡衣、ＰＶＣ－Ｕ塑料异型材等２１类产品采用国际标准。
是月　市纪委全面启动对全市纪检机构主要负责人约谈工作。

１２月

２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带队到雅安市天全县开展对口援建工作，召开了南充对口援建
天全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会上，南充市政府与天全县政府签订了 《南充市———天全

县多功乡 “南天新村”聚居点合作共建责任书》；阆中市、西充县分别与天全县签订 《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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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天全县沿江路街区房屋市政灾后维修加固改造项目合作共建责任书》和 《西充县

———天全县现代农业合作共建责任书》。

是日　南充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区专用码头开建。码头位于嘉陵区河西乡，地处
东西关电站库区右岸。项目总投资８６３亿元，规划布置８个５００吨级泊位，占用岸线长约
８９０米，总面积达３６１５９６平方米，中远期可停靠１０００吨级船舶。

３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西门市场片区安全隐患整治工作。要求将西门市场列为全市火
灾隐患整治 “一号工程”，以最大决心、最有力举措，下大功夫全面整改，彻底清除西门市

场及其周边区域安全隐患。

是日　南充在国务院印发的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
被列为全国３１个成长型城市之一。

是日　川剧大师陈全波艺术成就座谈会在成都举行。
５日　南充率先在全国地市级政府中开通号码为 “１０６３９７８９”的市长短信平台。
是日　南充至西安航线开通。
６日至１２日　依格尔、卓尚丝绸、绮香纱、华珍牛肉、鸿宇食品、永盛贸易组团参加

在成都新世纪会展中心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企业家大会。

６日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七督导组组长陆浩到南充就第二批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准备工作情况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的

情况进行调研。

是日　市政府召开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会议。
９日　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大学大卫教授及夫人劳丽教授带领学生到南充考察有机

蔬菜生产及销售企业可持续发展情况。

１０日至１１日　副省长王宁到南充调研。
１６日　市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

要以扎实举措和务实作风，着力改革创新，着力培育壮大优势产业，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强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是日　南充国税收入突破４０亿元，再次实现两年上一个１０亿元台阶。
１７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调研项目推进情况。
是日　市政府五届第六十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２０１４年市辖城区拟建城市重点项

目等事项。初步拟定实施城市重点建设项目４２个，其中，市级重点考核项目１４个，市本
级新建重点项目２５个，市本级续建重点项目８个。“引嘉入西”北部新城水环境治理工程、
国际商贸城建设工程、西门市场周边安全隐患整治工程等确定为２０１４年城市重点项目。

是日　营山县委常委、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被授予第八届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称号。

１８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到南充调研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
“三农”工作。

１８日至１９日　省委副书记柯尊平调研南充基层党建、产业园区建设和棚户区改造
工作。

１９日　全市３５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项目涉及８个县 （市、区）和南充经济开发区，

总投资１３４２亿元，涵盖路网建设、产业培育、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等领域。
２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会见法国香槟—阿登大区政府国际关系处主任克洛德·

布勒一行。双方商定，在中法建交５０周年之际，在南充举办 “２０１４四川 （南充）·法国

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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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 《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的通知》。这

是全市首次开展党内规范性文件清理，共清理党内规范性文件１９２件，废止５０件、失效
３７件。

是日　南充陈寿公园建设启动。公园位于嘉陵区长城路与南虹路交会处，占地面积
１６８万平方米，总投资６０００万元。

２３日　五届市政府第６１次常务会审议 《顺庆西门市场片区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方案

（送审稿）》、《南充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送审稿）》。

２５日　嘉陵江最大的现代化枢纽港———南充港正式开港营运，开启了南充通江达海的
水运时代。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专题研究全市工业发展及投资促进工作。
是日　全市２０１４年惠民新年音乐会举行。
２６日　市委书记刘宏建指导南部县委常委民主生活会。
是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率队到民政部衔接汇报南部县撤县设市、西充县撤县设

区事宜。

２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向东率队到科技部衔接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事宜。
２８日　营山县火车站每天始发３趟动车，成为全省第一个始发动车的县级城市。
是日　南 （充）大 （竹）梁 （平）高速公路南充市至渠县段通车。该路段长９４公里。

至此，南充境内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３９１公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目标。
３０日　市政府专题研究中心城区空气环境质量有关问题。
是日　市五届第２３次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审议 《南充市西门车站、嘉陵车站规划搬迁

选址》、《清泉坝道路系统梳理方案》等。

３１日　市五届第２４次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审议 《南充市西山前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南充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等。

是月　南充市被列为全国３１个成长型资源城市，标志南充市成为国家确定的能源资源
供给和后备基地。

是月　南充日报社川东北文化传媒中心建设项目获得财政部６００万元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支持。

是月　市政府组建应急管理专家库。聘请７５名专家为南充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建
议、专业咨询、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是月　阆中市老观镇老龙村、天宫乡天宫院村和南部县石河镇石河场村入选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是月　由腾讯大成网、腾讯微博主办的２０１３腾讯大成网第三届银杏文化节上，“南充
播报”获 “四川十大政务微博”称号。

是年　全市重大疾病防治建设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扶持。国家下达顺庆区、西充
县、南部县等４个重大疾病防治建设项目预算内资金１９５０万元。

是年　全市 “一区八镇九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启动。

是年　南充市被列入国家第二阶段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城市。
是年　全市新增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还房３１１８５套。
是年　南充遭遇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中等到重度冬干连春旱。全市１８５个乡镇、１００万亩作

物受灾，４２万人、１１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市辖３区成全省唯一特重干旱区，降雨量同比减
少６０％。全市及时启动抗旱预案，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９县 （市、区）检查督促落实抗

旱工作，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工作组和专家组深入抗旱一线，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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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入抗旱资金８６００万元，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力保大春生产有序进行，最大限度降低灾
害损失。

是年　北部新城潆华大道二期主干道和南渝铁路火车站站前广场城市综合体开建。潆
华大道二期主干道规划总长约６公里，设计为城市一级道路，计划总投资６亿元，是主城
区北向出城的又一快速通道，也是潆华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一条 “经济动脉”。火车站站

前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占地面积７２７亩，商业建筑面积约５０万平方米，其中，１８０米高的
“双子塔”将成为北部新城的城市地标。

是年　全市９县 （市、区）被列为国、省科技富民强县试点县。

是年　全市在城市和主要场镇实施 “农产品直销”经营服务体系建设，投入资金２５００
万元，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００个、专业合作社对接超市或农贸市场５０个。

是年　市辖３区获得学前教育校舍改建类项目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１０００多万元，将改
建幼儿园１１万平方米，增设附属幼儿园班１０３个，预计新增学位３０００多个。

是年　全市开展专项清理闲置低效用地。从４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１５日，共清理闲置低效
用地２６９宗，面积９２５０２０亩。

是年　南充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１３２８５５亿元，列全省第五位，川东北地区
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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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新机遇　建设新南充
为提前实现我市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李正培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市人民进一步深入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重

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锐意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新形势

下召开的，是在调整行政区划、实行撤地建市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的任务是：

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和省六次党代会精神，分析形势，明确市情，统一认识，振奋精神，

讨论确定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选举产生中共南充市

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共南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动员全市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一步解放

思想，抓住机遇，拓展优势，艰苦创业，为提前实现我市第二步战略目标，达到小康水平

而奋斗。

现在，我代表中共南充市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一、大好的历史机遇和光荣的历史任务

南充，是一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土地。建国以后，南充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都取得了重大成就。１５年间，国民经济持续
增长，农业基础不断加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基本解决温饱；工业结构逐步调整，

支柱产业基本形成；市场体系日趋完善，对外经济出现新的格局；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

镇建设进展较大，投资环境正在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等社会

事业迅猛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

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去年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南充的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市人民励精图治，团结奋斗，创造了崭新的

业绩。可以说，过去１５年，是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１５年，是经济和社会事业长足发展的
１５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１５年，是城乡面貌和思想观念发展深刻变化的１５年。

１５年的巨大成就，既是历史的写照，也是发展的基础。这些成绩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

路线取得的，是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南充历届党政和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市共产党员

和人民群众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的结果，是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及各界人士共同奋斗的结果，是驻南部队、武警官兵和驻南中央、省属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南充市委，向一切为南充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贡献的

人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一切关心、支持南充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

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１９９３年７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调整南充行政区划的决定，这一决定符合南充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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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建设南充、振兴南充、加快南充发展的重大

战略举措。南充市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

务是：以建市为契机，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一心一意抓经济，同心协力求发展，坚持 “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的方针，万众一心，艰苦创业，为提前实现翻番奔小康、建设富裕文明的新南充

而努力奋斗！

未来５年，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市干部群众，一定要担当
起建设南充、振兴南充的历史任务，努力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加快南充经济发展，具有

许多有利条件。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国家重要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基地；我们有较

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已基本形成丝绸、纺织、机械、食品四大支柱产业；我们有正在改善

的投资环境，达成铁路、升钟水库配套工程和一批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建设项

目正在抓紧施工，发展后劲充足；我们有一大批科研、教育机构和科技人才，有充足的劳

动力资源；我们属丘陵地区，又被省上列为三峡经济区的组成部分，中央和省已有明确的

扶持政策；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罗瑞卿和民主革命家张澜的故乡，又是川北老革

命根据地，南充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改革创新、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所有这些，都是发展南充经济不可多得的巨大优势。

在实事求是地评估成绩和优势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差距和面临的困难。主要是：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扶贫开发任务艰巨；经济结构、产品结构不尽合理，企业经济效

益不高，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上还有较大差距：

党风和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还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识和解决。

我们一定要在认清市情的基础上，树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尊重客观规律，博采

众家之长，坚持自力更生，以超常的速度大踏步前进，迎头赶上全国、全省的发展步伐。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加速发展十分有利。国际上，两极体制终结，各国纷纷将

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世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亚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周边国家经济的

迅速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确立，使资源短缺地区有了经济腾飞的机遇，随着我国 “复关”和对外开放由沿海向沿江、

沿边以及内陆地区的延伸拓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向内陆地区转移，我们可以乘势内引外

联，发展自己，在实行市带县新体制后，我们将尽快建立起精干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和经

济运行机制，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得到加强，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热

爱南充，建设南充，振兴南充，一定会成为全市人民的一致行动。

二、力争南充经济社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

９０年代是我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前实现小康目标的关键时期。发展经济，振兴南
充，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

未来５年我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２％，１９９８年国民生产
总值达到１１７亿元，提前实现 “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人口控制在７３３万人以内，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１６００元以上，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１１００元，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
提高，努力向小康目标迈进。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依靠科教兴市，加快改革开放，夯实农业基础，培

育工业支柱，繁荣商贸流通，着力三大突破 （乡镇企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第三产业），狠

抓基础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城乡结合，实现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是：依托中心城市，开发 “一江两线”，实施重点突破，带动全市

发展。这个布局就是以南充为依托，积极发展第一产业，改造、提高、发展第二产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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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第三产业，辐射、带动全市经济；把嘉陵江流域纳入三峡经济区的整体格局，实施

综合开发，建立嘉陵江流域经济带；重点开发达成铁路沿线经济，发展工业项目，建立新

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活力旺盛的新兴经济区；打通贯通９县市区的公路环线，大力发展乡
镇企业，辐射带动农村。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遵循下列原则：坚持以 “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创造性地

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政策，以超常的胆识和措施，推动南充经济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有条件要快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加快发展；坚持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实行多轮驱动，平等竞争，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坚持立足南充优势，又

要拓展优势，不固守传统，要再造优势求发展，坚持城乡一体，工农结合，促进城乡共同

繁荣；坚持科教兴市，发挥科技教育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大作用。

为此，要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坚持 “科教兴市”战略，把发展经济的重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

素质的轨道上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市场经济的竞争，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南充要加快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科技教育。要

强化全民科教意识，使 “科教兴市”战略深入人心。继续抓好 “科教兴农”、“科教兴工”。

要把南充的科技力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科技攻关，尤其要切实搞

好农业科研、教学、推广的协作，狠抓先进适用技术成果的配套应用，进一步组织实施

“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 “燎原计划”。积极创建和发展科技型企业，加快改造传统老

企业的步伐。国有大中型企业要率先实现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要充分依靠和发挥大

专院校、科研单位人才密集的优质，千方百计把全市各类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

起来，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继续确保教育的优先战略地位。认真实施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本世纪内基本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调整优化教育结构。继续抓好基础教育，突出抓好职业技术教

育和成人教育。要确保教育投入的稳定增长，鼓励社会力量多种形式办学，不断改善办学

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关心教职员工生活。

要尊贤爱才，形成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创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

环境和条件。对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要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充分放手，生活

上充分照顾，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只要能争取人才出效益，就不要怕

高薪聘请；只要能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就不要怕对贡献突出者给予重奖。广大知识

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也要牢固树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投

入经济建设，为建设南充、振兴南充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继续抓好计划生育，牢固树立人均观念和忧患意识，认真执行生育政策，加强目标

管理。农村要把重点放在控制计划外生育上，城镇要加强流动人口的生育管理。

（二）强化农业基础，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是全市人民实现小康目标的

根本保证。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加强农业。始终不渝地把农业、

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各级党委政府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首位，要以奔小康来统率农

村工作，切实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要以发展农村市场

经济为方向，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化农业的运作机制，走出一条 “立足资源优势，突出综

合开发，面向市场需求，调整优化结构，大力发展 ‘两高一优’农业和创汇农业，实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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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发展新路子。要在稳定人均占有粮食４００公
斤的基础上，加快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非耕地资源的开发，突出蚕桑、水果、生猪三

大 “拳头”产业，以优质产品的规模和效益取胜市场，加快建设多种类型的大规模、外向

型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纵横交错的服务网络。多渠

道筹措农业发展资金，确保农业投入的稳定增加。加快升钟水库配套建设，努力搞好农业

三项工程，改善生产基础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综合生产能力。要大力推进集约化经营和

农业综合开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增强服务功能。坚决纠正各种

侵犯农民权益的行为，严格控制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要

制定特殊政策，加强扶贫工作，强化扶贫功能，提高扶贫效益。

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战略重点，是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要坚持 “巩固

发展乡办，重点抓住村办，第三产业大办，骨干企业快干”的方针，超常发展，跳跃迈进。

坚持城乡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小集镇建设、市场建设、城镇大工业

布局结合起来。要开辟农业劳动力就地向乡镇企业和其它非农产业转移，引导农村剩余劳

动力在地区间有序流动的门路。要继续抓好重点县 （市）、区重点乡镇和重点工业，加强与

市属工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联合，促进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加快培

育农村工业化的生长点，搞好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促进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注

意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使小城镇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

始终注重国土和环境保护工作。

（三）强化支柱产业，调整优化结构，实现工业经济快速发展

要立足经济全局，高起点改组改造工业企业，突出发展丝绸、纺织、机械、食品等支

柱产业，成龙配套，扩大规模，大力发展丝绸、棉纺服装等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把南充

建成中国西部最大的在国际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丝绸、纺织基地和全省的食品、机械工

业基地。特别是要以南内、燎原、长城为龙头，加快发展”两车一机一基础”的汽车及其

配件工业。要坚持一手抓国有大工业，一手抓城镇集体工业及非国有工业，充分发挥国有

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要积极支持中央、省属驻南企事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优惠政策，

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新产品开发为龙头，

培植一批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高、市场覆盖面宽、经济效益好的跨世纪工业支柱，着

重发展服装、医药、石油、化工、电子等对全市经济有重大影响和牵动作用的新兴工业项

目。要着眼经济发展长远目标，大力调整优化工业结构，尽快形成基础设施与工业发展互

相促进，大工业与乡镇、个体私营经济同步增长的现代工业体系。要强化企业现代化管理，

不断挖掘内涵生产潜力，努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整体素质。

（四）繁荣商贸流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要放宽政策，疏通渠道，开展大贸易，发展大流通，把南充建设成重要的商品流转中

心和物资集散地。要重点建设一批专业综合市场，形成以市级为主体、县级为依托、乡镇

为网络、城郊为补充的多功能市场体系。要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城乡经济的更大繁荣。

要加强政策引导，搞好统筹规划，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加快商贸、

金融、交通、通讯、房地产、信息咨询、科技、文化及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步伐，不断拓

展第三产业的领域，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关键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要不断开发自然景观和文化名胜，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五）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魄力，竭尽全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加强能源建设，搞好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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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江梯级开发。要加快达成铁路和机场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在抓紧改造国道公路线的同时，

尽快拓展县市间通道，为构筑新的环状经济链奠定基础。要加快县、乡、村三级公路建设。

积极搞好国家过境光缆和县 （市）二级光缆线路建设，不断改善通讯条件。

要大力加强城镇建设。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显示都市风光。加快城市路、

桥、水、气、电、住宅、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管理水

平，使南充市逐步成为综合性、多功能、开放型的现代化城市。县 （市）城镇和小集镇建

设也要加快步伐，促进城乡一体化。要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参与集镇开发，加快小集

镇建设步伐。

（六）敞开南充大门，努力扩大对外开放

要加强同国内外的广泛联系与合作，以联合促开放，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

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 “三三”战略，立足南充，依托成渝，打通南北，东西并进，开拓沿

海，走向世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开放新格局。要多形式、多渠道地吸引外来资金、

技术、人才，学习和借鉴先进管理经验。选择部分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 “嫁

接”改造，培植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 “明星企业”。要积极拓展外商

投资领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面开放南充各类市场和各个产业、行业，加强国内外的

经济协作。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沿边、沿海和海外开设窗口，兴办实业，为招商引资

牵线搭桥，加强对外办事机构，加强南充对外联系，扩大南充知名度。要瞄准国际市场需

求，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着力发展一批外向型企业集团，积极

争取批量直接出口，实现规模效益。要通过扩大开放，让世界了解南充，使南充走向世界。

三、大力推进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深

化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特别是南充这种地处内陆的经济不发达地方，更要加大改

革力度，冲破传统体制、传统观念的束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要按

照重点突破、配套协调、分步实施、循序渐进的方针，大胆探索，积极推进。

（一）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要继续全面贯彻落实 《企业法》和 《条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要求，把属于企

业的自主权不折不扣地下放给企业，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切实实地转移给市场。要从

产权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入手，积极探索深化企业改革的形式和方法。要积极稳妥地加

快股份制试点步伐，以市场取向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要依法改组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对少

数条件好、有前途的企业，要发展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今后新办的以市场取向的竞争性企

业，原则上实行股份制。要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办法，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要积极引导和大力推进股份合作制。在

中小型工商企业中，积极推行国有民营或公有私营。对国有小型工商企业以及严重亏损的

企业，继续推行 “改、转、租、卖、并”。选择部分企业包括中型企业，面向国内外实行租

赁经营或公开出让产权。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稳定和科学的经营承包

机制。继续搞好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鼓励企业发展联合，组建企业集团。加强企业

三项制度区域性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全市企业改革协调发展。引导企业苦练内功，增强市

场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保护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合法权益，保护厂长、经理的积极性

和合法收入，支持他们大胆行使权力。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企业的领导体制、改革机制和

宏观调控机制。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对厂

长、经理的教育和监督，培养一大批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精于管理的优秀企业家和适应

社会化大生产的职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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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流通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要以建立健全市场法规、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大力发展城乡各类商品市场，培

育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重点抓好重要生产资料和大宗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

积极发展金融市场，规范发展证券市场，逐步形成川北地区证券交易中心和多功能的金融

中心。积极发展劳务市场，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积极发展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加快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在政府统一管理下建立

规范化的房地产市场。要积极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服务、沟通、监督作用。打

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撤除各种关卡，使其货畅其流。要加强市场管理，净化市场环境，

维护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保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

（三）加快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以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加强宏观指导和对农业的保护为主要内容，加快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

制，继续推行并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使用权。努力发展各

种形式的专业性服务组织，使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与日益发育的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

促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

或家庭股份合作制，探索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形式。继续推行种养加结合、农工商结合、

内外贸结合、农科教结合，不断完善贸工农、产加销一条龙的经营形式，实行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要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保护支持体系和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快农村经济

的发展。

（四）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放手发展非国有经济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振兴南充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

重要作用。要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行多轮驱动，多轨运行，多路并进，继续发挥国

有经济主导作用，放手发展非国有经济。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乡镇企业和城镇集

体企业快速发展。继续大力发展 “三资”企业，积极发展外商独资企业。放宽政策，扩大

领域，加强扶持引导，鼓励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积极兴办集体经济综合试验区和个

体私营经济试验区，探索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途径和经验。

（五）加快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

者利益，理顺分配关系。要改革企业劳动人事用工制度，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形成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及其

正常的增长机制。要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积极性，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继续

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起新的社会福利制度。

（六）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运行机制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宏观经济管理。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要着重履行好统筹规

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督促等职能，做到宏观管住管好，

微观放开搞活。要深化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抓紧建立以产业政策为核心，计划、财

税、金融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去调控市场，通过市场

去影响企业，规范企业行为，努力培植地方财源，增加财税收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要按照市场经济和市带县体制的要求改革政府机构。建立一套机构精简、功能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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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顺畅、职责明确、能有效调节市场和高效运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加强调控、监督和综

合管理部门，精简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合并职能交又重复或业务相近的机构，对

“半行半企”且没有赋予行政管理职能的，要转变为企业。进一步理顺关系，尽快建立和完

善乡镇管理机构，加强政权建设，强化服务职能。要根据中央和省上部署，积极稳妥地进

行机构改革，认真搞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行公务员条例，坚持和完善党政群机关的目

标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质量。

要正确处理好市区、市县 （市）、工农、城乡关系，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新的

经济管理机制。县 （市）区兴，市上兴；县 （市）区活，市上活；县 （市）区富，市上

富。要按照富县裕民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县级管理权限，增强县 （市）区的统筹协调能力，

使他们拥有充分的发展经济的自主权。

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建设现代化的新南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必须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和民主

与法制建设。要坚持两手抓，做到两手硬，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精神文明活

动，努力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加快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力争

把我市建设成为省级卫生城市和 “双拥”模范城市。

（一）强化政治优势，树立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要认真宣传党的十四大精神，广泛深入地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

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也是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

心理环境的要求。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大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更新观念，冲破旧体制的束缚，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要在继续抓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大力进

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增强经济发展意识，进行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增强主人翁意

识。要努力培育以 “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为主要内容的 “南充精

神”，使全市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积极主动为振兴南充尽心竭力。要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在造成和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中倡俭

崇实，起好带头作用。特别是党政机关要在发展市场经济中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

尚形象。

要不断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子。城镇要深入开展 “三优一

学”，创文明城镇、文明单位的竞赛评比活动，抓好军民、警民、厂校、城乡共建文明单

位、文明片区和文明城镇，引导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文明公民、文明职工、文明家庭、文明

院落、文明车间 （科室、班组）的创建活动，不断深化文明单位细胞建设。农村要进一步

开展好党员 “三带”和评选 “三户”活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培养

出爱国守法、见义勇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扶残济困、举止文明、讲究卫生的良好

风气。

要掌握、研究人们的思想动态和关注的热点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过程中利益关系调整带

来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正确处理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的

关系，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确保稳定，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突发事件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思想政工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

素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

（二）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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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项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必

须加快发展步伐。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兴办文化事业，挖掘地方文化，特别是要努力弘

扬三国文化和丝绸文化。要积极支持开展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多

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要坚持 “二为”方向和 “双百”方针，一手抓 “扫黄”，一手抓

繁荣，用高格调的精神产品陶冶人们的情操，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逐步建立

以城市医疗卫生机构为中心，以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为基础的区域性卫生保健网络，努力

发展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努力创造条件办好省

第八次运动会。继续办好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全市人民，占领城乡

思想文化阵地。

（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

导，维护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地位，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切实加强对法律实

施的监督和对 “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要正确处理

监督与支持的关系，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健全各项工作制度，提高人民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

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和

民主监督中的作用。要坚持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

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共事，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

的重要问题，在决策前要同政协协商。继续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职能

部门、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人才荟萃、联系面广、 “三

胞”和海外关系多的优势，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做好侨务、对台工作。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多作贡献。

要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和其他群众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围绕党的中心

工作，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组织群众、号召群

众的重要作用，为振兴南充建功立业。

要加强国防教育，切实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不断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要继续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切实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使人

民群众的意志得到充分有效的体现。

（四）坚持依法治市，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坚决纠

正以官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的现象。深入开展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的普

法教育，组织干部学习与自己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自觉依法办事。学校要逐步

实现法制教育的系统化、规范化，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对广

大群众要进行法律常识教育，使他们正确行使公民权利，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并运用法律

武器，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要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按照 “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和 “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搞好 “群防群治、专群结合”，运用政治、经济、教育、行政、

法律等多种形式，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保护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公、检、法、司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

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坚持抓好除 “六害”斗争，消除一切败坏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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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风气。

切实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搞好政法部门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法干警的思想

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从严治警，树立政法队伍的良好形象。

五、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时期，要抓住机遇，有效的实现和超过既定目标，关键在于搞

好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党的工作，

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党员，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

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本色与本领教育、换脑筋与换位教育、执政与勤政教育。

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当前，尤其要学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思想尽快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努力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要学习商品知识、科技

知识、经济理论、经济法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市场经济理论，使大家开阔眼界，增长

才干，在掌握经济规律、了解经济形势、熟悉经济政策、积极参与经济建设中提高自己的

素质。各级党校要分期分批对领导干部进行系统培训，使他们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观点去认识和解决新问题，更有效地统揽工作大局，组织领导和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二）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加强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需要有坚强的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优秀的干部队伍，

需要各级基层党组织娴熟地驾驭经济，自觉地围绕一个中心开展工作，真正成为带领干部

群众在市场经济中建功立业的坚强核心。要从有利于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出发，完善

各级领导班子结构，坚持适才适位，实绩用人。按照干部的 “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

围绕经济配班子，选好干部抓经济，真正把坚持改革、大胆开拓、真抓实干、群众公认的

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优化结构，抓住重点，搞好经济综合部门和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

的配备，要及时调整内耗严重、对领导经济工作不力的领导班子；从更深层次上重视培养

和选拔年轻干部，做到既坚持标准，又不求全责备，既重视锻炼，又不固守 “台阶”；看大

节，看主流，看政绩，把敢作敢为、无私无畏、实绩突出的优秀年轻干部放在各级领导岗

位上来。要重视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要认真总结老干部工作经验，切实加强老干部工作

的领导，进一步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离退休干部。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做到个人

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政令畅通，巩固党在组织

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要坚持集体领导制度，自觉维护领导集体的团结。要坚持和健全

组织生活、民主生活会等制度，深入开展以 “学习、团结、勤政、廉洁”为主要内容的四

好活动，使各级党委真正成为政治坚定、勇于改革、团结协调、联系群众、廉政务实、精

干高效、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领导集体。

抓好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把党建工作同经济

工作一并部署，使基层党的建设更加贴切地融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不断健全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功能，增强核心素质，树立核心形象，形成核心力量，发挥核

心作用。要针对乡镇建制调整后的新情况，进一步理顺关系，增强团结，提高办事能力。

村级基层党组织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广泛开展创 “四好”和提前翻番等竞赛活动。企

业党组织要担负起 “深化改革、凝聚人心、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责任，在生产经营中

增强工作力度。机关、学校、卫生、科研、城镇街道等基层党组织，要适应市场经济活动

新特点，积极探索党建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使党的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继续

重视培养吸收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加入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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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党建工作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迫切需要。各级党组织要针对新情况，对不同行业和岗位的党员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

使广大党员信念更坚定，宗旨更明确，思想更开拓，工作更求实，守纪更自觉，克己奉公，

恪尽职守，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三）坚持反腐倡廉，从严治党，把党风党纪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有效地惩治腐败。各级党委必须勇敢

地担当起这个职能，以保证我们党既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学会游泳，又不被腐败漩涡所

吞噬。

要在党组织内部广泛深入地开展 “廉洁从政、廉洁执法、廉洁自律”的教育，更加自

觉地增强党性观念和纪律观念。领导干部要起好表率作用，真抓敢管，敢于碰硬，坚决纠

正利用职权吃拿卡要、敲诈勒索、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不正之风；坚决纠

正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私利、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坚决纠正执法、监督管

理部门违反政策，利用行业垄断，侵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不良风气。对危害党和人民利益

的腐败分子，不论是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政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各级领导干部要

率先垂范，清正廉明，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起良好形象。在完善各种廉政监察制度的同

时，要注意处理好执纪执法与放开搞活的关系。对坚持改革创新的同志，要多支持，多爱

护，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要帮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四）加强领导，改进作风，形成地方经济建设的合力

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宏观指导，驾驭矛盾，总

揽全局，综合协调各种有利因素，形成上下各方为经济发展团结拼搏、务实创新的合力。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级组织都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统一分工，协调配

合，唱好南充这台 “地方戏”，做到一切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部门服从市委

的正确决策，一切规章条文服从 “三个有利于”标准。领导班子要集中力量科学决策，经

济部门要唱好 “主角”，组织部门要选好人才，宣传舆论部门要 “鸣锣开道”，执纪执法部

门要提供法律服务，形成以共同目标为轴心，以分工负责为支点，以最佳匹配为合力，工

作同向、责任同负、措施同步的领导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

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发现和总结群众中的好意见，好经

验，把蕴藏在群众中的积极性和智慧凝结到我们党的各项工作中来。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

和形式主义。要坚持抓两头，带中间，通过典型示范，促进面上工作。要鼓励党员、干部

到困难多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出现新变化的地方去总

结经验。要坚持实行目标责任制。对重大决策，要定责定人定时；对重大建设项目，要实

行项目责任。要认真抓好检查督促，奖惩逗硬，把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同志们：我们南充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正在书写自己的崭新历史。我们一定

要有历史的责任感，珍惜机遇；要有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要有科学的态度，用好机

遇。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高举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快速地向前发展，

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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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立志　负重自强
为加快南充建设与发展而努力奋斗

———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敬中春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７日）

同志们：

这次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明

年经济工作。昨天，李川代市长作了传达，并就明年经济工作讲了很好的意见，我完全赞

同。明年经济工作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同心立志，振奋精神，真抓实

干，负重自强，使南充市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就这个问题，我讲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振奋精神

今年是实施 “九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全国呈现出经济增长、物价下降、总量平衡、

协调发展的形势。全省实现了农业增产、工业转好、财政增收、社会稳定的要求。我市通

过人代会调整后的年度目标也基本能实现，为明年和今后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对形势

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是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前提，也是确定目标任务和制定政策措施的

依据。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困难和人们思想又较为活跃的现实，如何认清形势，振

奋精神，是摆在全体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当前，南充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呢？我认为，概括起来讲，就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一）发展有基础

一方面，历届党委、政府带领群众共同努力，已奠定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一是作为全

国、全省重要的农副产品和轻工生产基地，许多产品在全省占有一定的份额。二是水利、

交通、能源、通讯及城镇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升钟水库、达成铁路等重要工

程的建成，为启动和加速发展注入了活力。三是作为中西部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国家戴

帽的贫困县、基地县、丘陵大县多；作为全省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流通体制改革试验

区，享有不少倾斜政策；浙江省的对口支持，也会带来信息、项目、技术、管理上的援助。

四是南充大专院校多，科技力量强，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有良好的依托。

另一方面，上级对南充目前的困难很关注，国家和省上对丝绸、轻纺行业正着手研究

解困措施。省委、省府主要领导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南充工作都高度重视、非常关心，还

决定近期来南充现场办公，指导工作，直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尽管当前我们还

有许多困难，但人心思变、人心思进、人心思上、人心思发展的愿望强烈，加快建设与发

展已成为南充广大干部群众的最强音。

（二）发展有机遇

明年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之年。有两件大事举世瞩目：一是召开党的十五大，

政治上将更加稳定，方针政策更加坚定明确；二是香港回归，更加有利于改革开放。这两

件大事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政治的作用和社会的效应，必然会反映到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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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在经济上保持宏观调控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要有一

定的灵活性。这个 “灵活性”已经和正在体现出来，发展环境将更加宽松，全国经济将出

现一轮高涨。这个 “灵活性”就是一个好机遇。抓住这个 “灵活性”，用好这个 “灵活

性”，地方经济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早认

识，提前起步，加快启动，加速发展。

发展要讲机遇，但机遇要靠把握和创造性地利用。要善于以科学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

去捕捉机遇，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和工作上的高效率、快节奏去抢抓机遇，

并在把机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狠下功夫。同时，要以发展的成效再造机遇，寻求更多的

支持、更大的发展，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如果有了机遇看不到，机遇来了抓不住，抓住

机遇用不好，只用机遇不会创造机遇，就会坐失良机、贻误事业。如果机遇来了启动慢，

一有风吹草动就刹车，那就会陷于被动、处于落后，这个问题，要提醒同志们注意。每个

地方、每个行业、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发展机遇，只要认真去观察它，抓住它，运用它，

创造它，就会为我们的发展提供千千万万的良机。

（三）发展需要振奋精神

总的看来，我们面临的形势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既有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又有不可

回避的矛盾和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定保持清醒的头脑，

引导干部群众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形势，认清主流，看到光明，提高勇气。我们有

良好的发展基础，有上级的重视和关怀，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决心和全市人民的强烈愿

望。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只要把一切有利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精神力

量，进而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一切停滞的论点、悲观失望的论点、无所作为的

论点、困守现状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一切怨天尤人、牢骚指责的情绪都是于事无补的；

一切纪律松驰、作风涣散、消极腐败的言行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南充

正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真是形势催人，形势逼人，责任重大。南充的发展正如 《国

际歌》所揭示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南充的事要靠南充人自

己干，南充的困难要由南充人自己去克服，南充的振兴要靠南充人民卧薪尝胆。背水一战。

我们一定要振奋起负重登攀、团结奋斗的自强精神，振奋起敢于改革、勇于实践的创业精

神，振奋起乐于奉献、贵在务实的敬业精神，振奋起鼓足干劲、争当第一的进取精神，人

人为建设南充献计出力，个个为发展南充添砖加瓦。万众一心，奋力拼搏，开创南充建设

与发展的新局面。

二、突出重点　加快发展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更是我们欠发达地区的根本。对于南充，发展不仅是经济问

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贫穷靠发展去改变，困难靠发展去解决。

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难上难。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牢记

小平同志关于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示，发展、发展、再发展，除此别无选择。

我们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发展不动摇，咬定发展不放松，一切围绕发展转，一切为着发

展干，一切为了发展，一切服从发展。全市人民一定要众志成城，排除干扰，谋发展之略，

想发展之招，干发展之事，求发展之效，重振南充经济雄风，再创南充新的辉煌！

明年，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年，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一年，是我们用好机遇、加快发展的一年。经济工作要突出抓好以下重点：

（一）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要以奔小康为统率，努力实现四个突破。一是围绕扶贫攻

坚，在培植富民长效产业上有新突破。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按照 “五个一”的要求，

落实扶贫攻坚责任制，把改善生产条件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成片集中、区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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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稳产农业、稳收项目。二是围绕粮食增产，在防灾避灾、良种良法上有新突破。进一

步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扩大稳产高产农田面积；大力推广良种良法，攻玉米、

抓水稻，把粮食增产的 “宝”押在推广农村实用科技上。三是围绕当年增收，在乡镇企业

和多种经营上有新突破。乡镇企业要坚持发展方向不动摇，坚持奋斗目标不动摇，坚持政

策措施不动摇，以小城镇为依托，着力实施亿元乡镇带动、龙头企业带动、名牌产品带动

和交通沿线带动的战略，尽快建设一批农村工业小区。要加快发展以生猪为重点的畜牧业

和棉麻果为重点的多经骨干产业，以科技上质量，以优质求高效。四是围绕农业产业化，

在基地建设、项目开发上有新突破。要坚持突出优势建基地，建好基地壮产业，围绕产业

办企业，办好企业带产业的思路，走发展大产业，建设大基地，培植大龙头，开拓大市场

的路子，实现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转变。为了实现 “四个突破”，一要定路子，明晰思

路。制定规划，研究政策，落实措施；二要强班子，狠下决心抓好乡村两级班子建设，打

破常规，选好引路人、带头人、明白人；三要做样子，市、县 （区）、乡 （镇）都要搞出

各具特色的点，以点示范，以点辐射，带动面上的工作。

（二）在工商企业上，要面对现实，迎难而上，立足发展，提高效益。强化工业兴市、

商贸活市的意识，认真、扎实地研究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目前，南充工商企业面临诸

多矛盾，形势严峻，表象上是亏损严重，深层次上是结构畸形，具体到每个企业又情况各

异。因此，我们必须系统思考，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一是抓好优势企业。从内部讲，要

挖潜革新，达标增量，灵活促销，强管增效，并加速规模扩张，形成支柱和龙头。从外部

讲，要政策从优、信贷从优、保障从优，明确目标，落实责任，逗硬奖惩，努力把这些企

业扶持成工业兴市、财政增收、社会稳定的基础。二是抓好亏损企业。企业亏损问题，既

棘手又不可回避，我们要正视现实，多想办法，增添措施，闯过难关。要正确处理发展、

改革、稳定的关系，靠发展保稳定，靠改革促发展，靠稳定创条件。亏损企业领导班子要

经受考验，知难而进，以高尚的人格凝聚人心，以廉洁的品质影响职工，以奉献的精神感

化群众，让职工多理解、多支持，同舟共济搞改革、求生存、谋发展。各级党政要加大帮

扶困难企业的力度，组建强有力的帮困领导小组，按照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切实搞好帮困工作。市委、市政府决定市帮困领导小组由杜元耀同志任组长，李慎宽同志

任顾问，董仲良、张益维、彭修昌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为成员，全权负责市

属特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生产自救，统筹协调、研究解决特困职工生活问题。三是抓好

商贸流通企业。南充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较好，尤其是在目前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应该

和可能成为财政增收最现实的选择；同时，发展商贸前景十分广阔，应该而且可能成为川

东北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因此，我们思想要更解放，胆子要更大，政策要更活，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城市优势，在开发物业、开发市场上下功夫，下决心扩大专

业市场规模，增大市场容量，活跃城乡市场，让商贸成为南充又一支柱产业。

（三）在民营经济上，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放手放胆地抓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的程

度已成为一个地方经济活力强与弱、发展速度快与慢的标志。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发展个

体私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重点，努力在四个 “更”字上下功夫。一是政策更优。凡是能

够有效地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我们都应大胆地去研究、去尝试、去探索，别人没有

的政策我们要有，别人有的政策，我们要更优、更有吸引力。二是指导更力。县、市、区

都要成立有权威的领导小组，都要营造大发展的舆论氛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撑腰壮胆，

鼓劲助威，排忧解难。三是环境更好。宣传舆论各部门、经济主管部门、监督部门、金融

部门，要像关心支持国有企业那样重视和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越的硬环境和优良的

软环境。四是结构更佳。引导个体工商户向私营企业发展，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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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私营企业兼并、购买、控股国有、集体企业，使民营经济真正成为南充经济新的重要

增长点。

（四）在投入上，要下功夫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增大总量，提高质量。我市经济是尚

未完成初级积累的过渡型经济。投入始终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目前，一方面国家适

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项目资本金制度的推行，增大了投入的压力。另一方

面不良贷款的比重大，信贷信誉较低，自筹资金能力弱，更加剧了投入的矛盾。对此，我

们既要看到矛盾和困难，又要有信心解决矛盾和困难，下决心理顺投入渠道，健全投入机

制，明确投入重点，以项目争取资金，以改革盘活资金，以开放引进资金，靠自身筹措资

金。一是跑 “部” “钱”进，发扬千辛万苦找资金、千山万水跑资金、千言万语争资金、

千方百计要资金的精神，以造福南充人民的政治责任感，求支持、谋扶助，争取中央、省

上从项目、政策等方面向南充倾斜。二是两眼向内，挖掘资金潜力。盘活存量资产，加大

企业产权拍卖、出售、转让力度，明年完成县属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任务，促进存量资产

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化；健全以企业和农民为主体的投入机制，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

的筹资功能，聚集社会闲散资金。三是用好用活信贷政策。密切银政、银企关系，银政同

心，银企协力，同舟共济，增加存款，增大信贷规模，提高信贷总量占全省的比重。四是

集中资金保重点。坚持把建设资金统起来用，每年集中上几个项目，办几件大事、实事，

讲求投资回报率。

（五）在项目建设上，要确立以项目支撑经济，以项目启动产业的观念。兴水利、畅交

通、扩能源、添后劲，力争明年竣工投产一批、加快建设一批、批准立项一批、筛选储备

一批。对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以升钟水库配套工程为重点的水利建设、以 “九路一桥一站”

为重点的交通建设、以青居电站为重点的能源建设等重点项目，要坚持 “三制” （项目业

主负责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质量监理制），实行 “四定” （定人、定项、定时、定责）

“三保”（党政领导保条件、职能部门保服务、项目业主保目标）重奖重惩的责任制，确保

开工项目工期短、造价低、质量好、回报快。

（六）在对外开放上，坚持强市之路在开放的工作方针。一是突破开放难点。欠发达地

区对外开放的最大难点是思想观念。关起门来选项目、找资金、搞建设，是绝对不行的。

扩大开放，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转换脑筋，开阔眼界，树立起大开放意识。二是树

立开放形象。以开明的思想求开放，以优惠的政策促开放，以良好的环境保开放，敢于舍

小利求大利，舍近利求远利，舍局部利益求全局利益，敢于让产权、让市场、让资源，形

成巨大的吸引力，树立起良好的开放形象。三是增强开放实效。实行目标管理，积极对外

招商引资，争取浙江对口支持，引进项目、技术、人才，扩大对外贸易。对外来联合、兼

并、购买企业等方面的工作要进行量化考核，单独奖惩。要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把

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阶段，使较为闭塞的南充尽快变为一个开明、开放的新南充。

三、增添措施　强化保障
实现明年建设与发展的目标，缓解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困难，关键在于增添措施，狠抓

落实。我们要以 “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的干劲”，着力从思想上、政策上、服

务上、组织上为目标任务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思想保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们要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引导到思发展、图富强、谋振兴上

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的观念意识都应大力倡导，一切不利于发展的思想认识都应坚决摒弃。

一是坚持生产力标准。把小平同志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作为衡量一切功过是非、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凡是有利于南充经济发展的办法，就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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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试；凡是有利于南充综合实力增强的路子，就大胆地用；凡是有利于南充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事，就大胆地干。敢当出头鸟，敢为天下先，敢于担风险。二是树立改革动力观。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南充富民强市的必由之路。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靠改革；

扭转企业亏损的被动局面，也靠改革。我们要大力倡导不争论、不坐而论道，先改后规范，

边改边完善，干中求共识，干中去探索，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生产关系，

改掉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清规戒律，敢于和善于破旧立新。三是增强 “三共”意识。要

共渡难关，群策群力，同舟共济，战胜困难；要共谋发展，形成聚精会神搞建设、万众一

心求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共创新业，做开创性工作，干发展之事业，把南充建设成为富有

生机与活力的川北重镇。

（二）政策保障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和 “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

如何用好用足用活政策，以利当地发展，以利当前工作，以利南充人民多得实惠，这是摆

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要增强政策意识，提高政策水平，做好结合文章，

发挥政策威力。首先，要在学懂弄懂政策的基础上，及时用足现行政策，不能造成政策上

的浪费和过期作废。其次，要把握政策精神实质，灵活变通地用活现行政策，闻风而动地

用活中央、省上新出台的启动政策。第三、制定出用好政策的地方性配套措施，以保证用

足、用活、用好政策。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以一定的环境为条件的。环境与政策互为条件，互相转化。为确

保各项政策的落实，当前需要营造一个正气当道、鼓励奉献、催人奋进的舆论环境，一个

政策宽松、政通人和、开明开放的发展环境，一个惩恶扬善、维护稳定、保护改革的法制

环境，特别需要营造一个 “党给一个位置，还人民一个满意”的为政环境。

（三）服务保障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把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作为当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其核心是要增强广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强化职业道

德，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服务保障。为此，各级部门、各行各业一定要围绕经济建

设中心，突出精神文明建设重点，立足于本职工作，服务于经济发展。一是要加强宗旨教

育，在全市广泛开展 “岗位创文明、行业树新风”活动，学模范、赶先进、树公德、扬正

气，解决好为谁服务的问题，把南充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作为我们的行为

准则。二是正确行使职权，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监督与服务的关系。无论是领导干部，还

是一般公务人员，无论是领导机关，还是职能部门，都只有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的责任，没有向人民索取、谋一己私利的权力。坚决反对以牺牲全局利益来谋求局部利益

和个人利益的行为；坚决反对把向上级负责与向人民群众负责对立起来的行为；坚持反对

利用行业垄断，损害群众和地方利益的行为；坚决反对滥用职权，巧立名目，加重农民和

企业负担的行为；三是健全制约机制。要完善两公开一监督制、部门服务承诺制、干部岗

位交流制、基层评议部门制，形成严格的监督规范和有效的制约机制，减少和杜绝行业不

正之风，提高行业服务质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四）组织保障

江总书记指出：“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大政方针已定，造就一大批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的

优秀干部，已成为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加快南充建设与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

键在班子。我们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整体素质优良、成员

优势互补、团结战斗、朝气蓬勃、众望所归的坚强集体。

１讲政治，维护集中统一。讲政治，最基本就是要遵守党章，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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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纪律，

维护政令畅通。讲政治，最现实的就是要强化党委、政府统揽全局、驾驭矛盾、统筹协调

的职能。一是强化财政职能，整顿财经秩序，严肃财经纪律，治理财政收入上的分流和支

出上的分散，集中财力办大事；二是强化审计职能，依法定期审计，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

失，克服单位之间分配不公的现象；三是强化司法、税收、金融、物价职能，运用法律手

段和经济杠杆，调节经济运行，保护地方经济发展；四是强化行政职能，依法行政，统筹

调控，松紧适度，增强政策统筹协调能力；五是强化各级人大、政协对经济工作的监督力

度，当前特别要把保持宏观调控必要的灵活性、搞活南充经济、加快南充发展作为监督的

重点；六是强化党委职能，发挥党委对经济工作统筹决策职能和向政府部门推荐重要干部

的职能，从组织上维护经济工作中的集中统一，克服官出多门和政出多门的分散主义。

２逐步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要更新用人观念，围绕发展配班子，配好班
子保发展，树立 “无功便是过”的用人观念，正确把握新时期的用人标准，凭实绩论功过、

明奖惩、定升降，不以年龄划杠子，不以资历定位子，不以身份定界限，把竞争机制引入

党政机关，在竞争中锻炼、识别和选拔干部。一是建立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从政治上的

褒贬、经济上的奖惩和组织上的升降等方面，制定与届期目标和年度目标相统一的激励措

施；探索一套前有引力、后有推力，既有动力、又有压力的用人办法；形成一套能上能下、

能进能出的用人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监督的约束机制。根据中央要求，各级党委、

政府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干部自身要严于律己，

常存 “慎独”之心，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树立乐于

实干、耻于空谈、忘我工作、造福群众的勤政为民形象；树立勇于创新、锐意进取、奋力

开拓、创业不守旧、兴业不败业的改革创新形象；树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的廉洁奉公形象。

３改进作风，严格纪律。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作风上既要有忧患意识，更
要有进取精神；既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更要在实际工作中知实情、说实话、鼓实

劲、想实招、重实干、求实效。对待每一项工作、每一件具体任务，都要有不怕吃苦、不

怕牺牲、真抓实干的狠劲，有扭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的韧劲，绝不搞那种图虚名

而得实惠的形式主义。

纪律是完成任务的保障。在当前，尤其需要强调四个纪律：一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同

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纪律，维护南充安定团结，维护南充社会稳定，

维护全市大局，维护政令畅通；二是讲党性、顾全局、听指挥、讲服从的组织纪律；三是

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党管干部、按程序审批、保守人事机密的干部人事纪律；四是

严格财政刚性预算，收支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财经纪律。

同志们，时代呼唤着南充加快发展，南充必将在发展中走向光明的未来。让我们在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全体人民，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压倒一切困难的勇气，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同心立志，负重自强，为加快南充建设与发展而努力奋斗！

南充的暂时困难一定能克服！

振兴南充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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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加快发展
为实现富民兴市宏伟目标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敬中春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１日）

同志们：

我受中共南充市第一届委员会的委托，向第二次代表大会作报告，请予审议。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召开的，是面向新世纪、抓

住新机遇、夺取新胜利的—次重要会议。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动

员全市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加快发展，把南充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实现富民兴市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一、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艰苦奋斗的五年

中共南充市第一届委员会五年任期届满。五年来，市委在省委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团结和带领全市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视

困难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同心立志，负重拼博，全面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社会生产力、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五年间，全市人民经历国际市场剧变、丝绸优势衰减和自然

灾害频繁的严峻考验，实现了稳中求进的目标。预计１９９８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４７亿元，
比１９９３年增长４９４％，年均增长７３％，１９９８年在上年增长１０７％的基础上增长９５％，
是南充历史上发展较快的两年。农业在灾年中持续增长，总产值年均增长５６％；粮食生产
连续五年夺得丰收，１９９８年在上年创历史最高纪录的基础上增长７２％；乡镇企业、畜牧
业、林果业和劳务输出长足发展。工业从困境中逐步回升，总产值年均增长８４％，１９９８
年在上年增长１８％的基础上增长１６５％，一批困难企业通过深化改革重现生机，一批优势
企业通过机制转换活力增强，化工、机械、食品、服装等行业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非公

有制经济迅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生机勃勃，所有制结构逐步优化。商贸流通活跃，城乡

市场繁荣，财税稳定增长，金融平稳运行。全市国民经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二）改革开放取得新的进展。农村改革继续深化，在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

上，放活土地使用权和小型水利经营权，积极发展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加强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始起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进，积极探索了公有制经

济的多种实现形式，改制转机迈出新的步伐。１９９７年以来丝纺行业争取国家冲呆资金近６
亿元，通过实施资产重组、分块搞活、人员分流，部分企业已经出现转机。财税、计划、

价格、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配套实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外经、外资、外贸工作

经受了市场竞争加剧的考验，积累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初步经验。

（三）基础设施建设卓有成效。以兴水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升钟水库

一期配套工程全面竣工，打井建池１４万处，缓解了旱山村生活、生产用水困难，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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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交通建设成绩显著，达成铁路通车营运，市县公路里程延长、

道路拓宽、等级提高，交通网络基本形成。能源建设步伐加快，红岩子电站成功截流，青

居电站前期工作基本就绪，即将开工建设；城乡电网改扩建工程已经启动。邮电通讯快速

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新的变化。

（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衣食住行条件明显改善，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４９％，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７４％，城乡居
民储蓄大幅度增长。扶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阆中、南部、仪陇、西充四个贫困县 （市）

如期越温达标，全市７０％的贫困人口解决温饱，１３０个乡镇基本实现小康。
（五）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始终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全面

实施 《南充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广泛开展了以 “讲文明、树新风”为主要内

容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市民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有所提高。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

略，科研开发、科技普及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得到加强。教育事业发展较快，“普九”工作

进展顺利。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落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省水平。圆满承办了省

八运会，展示了南充风采。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等社会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

（六）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党对人大、政协工作的领导，人

大、政协通过履行各自职能，为全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事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爱

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民主政治建

设得到加强，基层政权进一步巩固。积极推进依法治市，认真开展普法教育，适时进行

“严打”和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状况有所好转。民兵预备役工作取得新进展，南充驻军、武

警和民兵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我们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深入开展党

员 “学理论、学党章”活动和领导干部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党性党风教育活

动，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稳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推进交流、严格监督、强化管理上取得新的成效，在农村、

企业试行了公推公选、竞争上岗的聘任制，为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积累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纠正行业不

正之风工作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前进中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从宏观形势看，

亚洲金融危机有蔓延和加剧之势，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将集中暴露，这将加重

我们欠发达地区的困难程度。加之，全市发展速度慢，经济总量小；农业基础脆弱，产业

化、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工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下岗

职工较多，社会就业压力大；部分干部思想工作作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党风、

政风和社会治安状况还不尽如人意。对此，我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认真加以解决。

同志们，过去的五年，是极不寻常的五年，是在困境中开拓前进、在矛盾中攻坚破难

的五年。回顾五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探索了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子，奠定了持续发展的良好

基础，积累了困则谋通的宝贵经验，成绩来之不易。五年的艰苦奋斗使我们深深体会到：

要加快南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发展至上，富民

为本，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南充经济实力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

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记发展才是硬道理，以

“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方针、政策；必须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的方针，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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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必须坚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配好整班子，配强 “一把

手”，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五年来各项成绩的取得，归功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和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凝聚

着全市共产党员、人民群众的心血和汗水，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及

各位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共南充市第一届委员会，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

线上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向全市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向驻市部

队、武警官兵和政法干警，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各位老同志，向所有

关心支持南充建设与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二、实施富民兴市战略，加快南充经济发展步伐

我们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今后五年是南充承前启后、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关键时

期。在跨世纪的征途中，新一届市委的历史使命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党的十五大精神，组织和带领全市人民实施富民兴市战略，卓有成效地推进南充改革与发

展大业。

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经济总量再上台阶，力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二、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较大提高；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水利、交通、能源、城镇建设有突破性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财

政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生活实现小康。经过五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努力，把南充建设成为

农业强市、工业大市和川东北商贸中心文化中心。

发展思路是：强化三个基础，着力四大突破，培育四大支柱，实现富民兴市。即：强

化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三个基础，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非公有制经济比重、

发展县域经济和扩大开放四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把化工、机械、食品、丝纺服装培育成

为振兴南充经济的支柱产业，坚持 “农业稳市、工业强市、商贸活市、科教兴市”，走一条

速度快、效益好、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发展布局是：开发 “一江两线”（嘉陵江流域、达成铁路和国道公路沿线），构建经济

走廊，发展中心城镇，促进城乡繁荣。

在实施富民兴市战略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遵循经济规律，优化资源配置；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大力

开拓城乡市场；必须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一）以壮大支柱产业为主导，加快发展工业经济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带动力。南充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

工业，振兴经济的希望也在工业。我们必须牢固树立 “工业强市、工业富民”的观念，把

工业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集中力量打好振兴工业攻坚战，实现工业的突破性发展，使其

在全市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提高。

加快工业发展，必须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效益为核心、产品为龙

头、资本为纽带，大力调整产业、产品和企业组织结构。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突出抓好以

内燃机、农用车为重点的机械工业，以石油化工、农用化工、精细化工为重点的化学工业，

以嘉纺、美亚、天歌为重点的丝纺服装工业，以肉制品、调味晶、烟草、酒类为重点的食

品工业。在产品结构调整上，着力实施名牌战略，培育和发展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科技含

量高、附加值高、带动力强的优势产品和有特色、有市场、有规模的小商品，提高产品竞

争力。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上，重点抓好一批扩张型企业，培育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

制的企业集团，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发展 “小而专、小

而精、小而特”的中小企业，特别要重视发展乡镇工业和民营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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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新格局。

加快工业发展，必须走内涵提高和外延发展并重的路子。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力度，不断增强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运用高新

技术和设备，着力改造提高丝绸、棉纺等传统产业，重振南充轻纺工业基地雄风。密切关

注国内外高新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科技人才，大力发展高新产业，培育新

的工业经济增长点。

加快工业发展，必须切实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要建立适应市

场竞争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加强以人为本的各项基础管理，向管理要速度要效益。尤其

要强化营销管理，改进营销策略，拓展销售市场，努力提高产品的销售率。加大扭亏增盈

力度，使大多数国有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步入良性运行轨道。

加快工业发展，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要选好配强企业领导班子

特别是法人代表，实行公平竞争、择优上岗、优胜劣汰。建立健全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

约束机制。旗帜鲜明地保护企业家，从经济报酬、政治待遇、社会地位上把企业家这个岗

位搞香。企业经营者要有对国家、对企业、对职工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德治企，从严治企，

尽心尽责地把企业办好，为振兴南充工业建功立业。

（二）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方向，持续发展农村经济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

稳定，就没有全市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市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南充农业人口占总人口８５％以上，实现现代化，难点在农村，
关键在农村。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县、乡两级特别是乡镇要把主要精力

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奔小康统揽整个农

村工作，立足抗灾抓稳粮，突出重点抓增收，走强基础、调结构、建基地、兴龙头、促流

通的路子，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以治水、改土、兴林为重点

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要抓住机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稳定

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扩大多种经营，培育优势产业，发展特色经济，建设一批有规模、有

市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培育一批名、特、优、新拳头产品，扶持一批以农产品深加工为

主的龙头企业，兴建一批农产品专业市场，实行产、加、销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经

营，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推广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

增大农业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继续抓好扶贫开发，巩固越温

脱贫成果，确保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再造乡镇企业机制优势，掀起第二次创业热潮。发展乡镇企业要

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社会化服务和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坚持集体、个体、私营一齐

上，突出抓好重点企业、重点乡镇、重点行业的发展，加快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促

使乡镇企业上水平、扩规模、创名牌、增效益。加大劳务输出力度，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

员回乡创业，为建设家乡作贡献。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要全面落实发展小城镇的扶持

政策，引导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向小城镇集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务工经

商，努力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中心、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载体和经济文化

的活动场所。

（三）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重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

制度。我市非公有制经济总量小、水平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要把发展非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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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为优化所有制结构、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重点来抓，进一步放宽和落实政策，

大力扶持，正确引导，依法保护，促进快速健康发展。要以小城镇和个体私营经济开发区

为依托，以发展生产型、科技型、外向型企业为重点，着力扶持一批规模大、前景好的私

营企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控股、兼并、租赁、承包、购买等方式经营公有制

企业。积极支持企业下岗人员、科技人员领办创办私营企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拓

宽产业门路，广泛参与农业商品基地建设、城镇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和竞争性工商项目的

投资开发。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业主的政策引导和帮助教育，促其依法经营，照章纳税，

为社会多作贡献。

（四）以建设川东北商贸中心为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是繁荣城乡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南充作为历史

文化名城和川东北商业重镇，具有发展第三产业的特殊优势。要紧紧抓住扩大内需这一极

好机遇，选准突破口，拓宽发展领域，提高服务水平，把南充建成汇集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的川东北商贸中心。进一步开发商贸物业，积极推行现代商贸流通组织形式，

千方百计拓展城乡市场，特别是要大力拓展农村市场。着力发展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

信息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大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拓展消费领域。增强外来消费的吸引力，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业，鼓励发展社区服务业和中

介业，搞好以 “三国”文化、革命老区文化、丝绸文化为重点的旅游资源开发，加快发展

旅游产业。

（五）以培植立县产业为途径，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在全市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县区兴，全市兴；县区富，全市富；县

区稳，全市稳。要树立全市 “一盘棋”的思想，正确处理市县、市区关系，尊重县 （市）

区的首创精神和发展经济的自主权，采取放手、放权、放活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县 （市）

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按照开发 “一江两线”的总体布局，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培植

一批能支撑当地经济的立县产业和富县产品，形成各展其长的区域经济格局。县 （市）区

要因地制宜，选准路子，突出重点，制定规划，确定一批重点发展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

组织实施。通过几年的努力，各县 （市）区都要培育出几个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产品和几

户税利过千万元的骨干企业。

（六）以抓好重点工程为龙头，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发展后劲、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要紧

紧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机遇，突出抓好水利、交通、能源、城建等重点建设，确

保工程进度和质量。加快以升钟水库二期工程和石滩、思德等水库配套工程为重点的水利

建设，切实搞好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建设南充市区和沿江县城防洪大堤。加快以成

南高速公路和国道２１２线南充段为重点的交通建设，尽快建成嘉陵江南充二桥、蓬安大桥
和阆中二桥，积极做好南充高坪机场前期准备工作，着手规划建设嘉陵江南充水运码头，

构建陆、水、空立体交通网络。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和红岩子、青居电站建设。发展邮电通

信事业。加快城镇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强化市政管理，增强辐射能力。

（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加快南充经济发展，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

气魄，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落

实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的政策。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农村集贸市

场，鼓励农民直接参与流通。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积极改善资金投向，集中资金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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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资金效益。严格执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引导农民自觉履行应尽义务。建立健全农村

基层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努力打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坚持 “抓大放小”、“三改—加强”的方针，以提高效

益为目标，转换机制为核心，重组资产为手段，坚定不移地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国有

大中型企业改革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建立责权利相统一，

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机制。着力实施资产重组、分块搞活、

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积极推进公司制改造，使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经济效益明显

好转。特别要改革企业经营者管理体制，以效益定待遇，实行重奖重罚；以效益定去留，

坚持能上能下。中小企业改革要因企制宜，采取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等多

种形式，加快改制步伐，规范改制程序，注重改制实效。加大企业内部改革力度，坚定不

移地推进以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

实体和竞争主体。

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监督体系和失业、养老、医疗

保障制度。切实搞好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作，既要积极分流富余人员，又要

宏观控制下岗人数；既要千方百计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更要大力组织再创业

实现再就业。搞好财税体制改革，严格依法治税，加强非税财政收入管理，大力培植后续

财源，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稳步推进粮食流通、金融、计划、投资、住房、电力体制

等配套改革，提高改革的整体效益。

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要坚持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方针，以开明的思想、宽松的环境，

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拓展外商投资领域，支持办好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保护投资

各方的合法权益。大力扶持重点出口企业和重点出口商品，努力扩大出口贸易。加大招商

引资、外引内联力度，进一步增强对外开放实效。

（八）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优化经济结构还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无论是增强

市场竞争能力还是解决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都有赖于科技水平和创新

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全市人民科技教育素质的提高。要全面实施科技兴市战略，使经济发

展真正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装备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切实发挥企业在促进科技产业化方面的主

力军作用，促使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努力抓好

科技成果转化 “百亿工程”和 “金桥工程”。鼓励、引导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方式投入经

济建设主战场，大力支持驻市高校和科研单位从事科技研究、开发和运用，充分调动他们

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要贯彻落实控制人口、保护环境、保护耕地三大基本国策，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坚持生育、生产、生活三结合的方针，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６‰以内，加强水环境治理
和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环境质量。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今后五年，要在发展经济、增加财富

的基础上，确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６％，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８％以
上。高度重视扶贫济困工作，多管齐下解决好城乡贫困居民和低收入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

活，使全市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

五年看头年，今年是关键。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按照 “抓住机遇调结构，知难而进

求发展，进中求快增效益”的总体要求，着力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全局的启动工程，全面完

成今年各项奋斗目标，为今后五年的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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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凝聚和激励人民的重要力量。我们在集中精力

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实现跨世纪宏伟

目标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有力的智力支持。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和创造精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是推进

改革发展大业的锐利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大提高，带来经济

和社会的大发展。实践在深化，社会在前进，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要一以贯之。

应当看到，思想解放不够，观念比较陈旧，仍然是束缚人们手脚、影响我市经济发展的一

大障碍。我们必须紧紧抓住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以

“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彻底摒弃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彻

底摒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彻底摒弃一切束缚人们积极

性和创造性的条条框框。要在全市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大力提倡勇于探索的风气，

鼓励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善于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大力提倡尊重实际的风气，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要胸怀全局，

从实际出发，着重研究正在做的事情，解决影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大力提倡崇尚实

践的风气，看准了的事情就要大胆地干，不要坐而论道，不要唯书唯上，不要左顾右盼，

畏缩不前；大力提倡敢于负责的风气，为官一任，为政一方，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

的利益为重，把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一致起来，勇于在深化改革中探新路，在攻

克难关中寻机遇，在迎接挑战中求发展，在苦干实干中创新业。

（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南充精神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要加强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使

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在南充工作的每一

位同志，要比别的地方付出更多的辛劳，、作出更大的奉献，尤其需要一种精神力量。为了

激励人们弘扬江总书记概括的 “九八抗洪精神”，发扬革命老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把全

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富民兴市的奋斗目标上来，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鼓舞斗志、催

人奋进的南充精神。我们所倡导的南充精神是：同心图强，实干争先。同心图强，就是要

万众一心，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富民强市；实干争先，就是要求真务实，苦干实干，知

难而进，争创一流。要用南充精神，宣传群众，鼓舞群众，动员群众，引导人们一切围绕

发展转，一切为着发展干；引导人们乐于实干，耻于空谈，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引导人

们胸怀大志，不甘示弱，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南充美好的未来。

培育和弘扬南充精神，要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不断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

风尚。激励人们热爱南充、建设南充，为振兴南充贡献聪明才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苦

乐观、荣辱观，爱岗敬业，埋头苦干，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培育和弘扬南充精神，要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要以 “讲文明、树新风”

为主题，以群众广泛参与为基础，坚持领导带群众，机关带社会，城市带农村，典型带一

般，深入持久地开展创文明卫生城市、创文明单位、创文明村镇活动，继续抓好军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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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企、厂校等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

（三）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

社会文明进步取决于人才的培养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继续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教育改革步伐，积极推进

素质教育，巩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支持驻市大专院校的建设

和发展，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水平。爱护人才就是保护生产力，发挥人才的作用就是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要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教育科研人员和各类专业人才创造良好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坚持文艺工作的 “二为”方向和 “双百”方针，精心抓好 “五个一工程”，进一步繁

荣南充文学艺术事业，增强文化事业自我发展功能。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

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和校园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资文化生活需要。积极推进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深入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

和全民健身运动。发展广播电视事业。坚持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提高宣传工作水平。

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

家的基本方略，维护稳定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社会治安根本好转是人民群众的共

同心愿。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必须突出三个重点：

（一）健全民主制度，发展民主政治

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

能，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

民智的民主决策机制。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共事，推进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的规范化、制度化。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认真做好民族、宗教、对台、侨

务等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必须扩大基层民主，全面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努力做到决策讲民主、办事重民意。进一步健全基层政权机关

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制度。在农村广泛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在企事业

单位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加大民主监督力度，完善监

督制约机制，鞭策党和政府公务人员、司法执法人员、企业经营者尽职尽责，廉洁奉公。

（二）加强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市

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积极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努力提高依法治市的水

平。推进依法治市，领导干部学法是重点，依法行政是关键，公正司法是灵魂，村民自治是

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知法、守法。各级党组织要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各级政府机关要依法行政，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稳步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机

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建立健全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加强执法监督和执法检查，维护

司法公正。坚持从严治警，切实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深入

开展依法治乡、治村、治企等基层治理活动，把各项工作逐步纳入法治轨道。

（三）维护安定团结，确保社会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保持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同心愿。要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依法从重

从快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遏制 “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进一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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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社会防范措施，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内部，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加强国家安

全工作，抓好隐蔽战线斗争。各级领导要担负起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确保一方平安。政

法机关是维护稳定的专门力量，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确保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

进一步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充分发挥驻军、武警、民兵、预备役人员

维护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五、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

实现我市跨世纪宏伟目标，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思想上、组织上、

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一）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体党员

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

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统揽全局、贯穿各项工作的灵魂。学习邓小平理

论，要同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其科学体系与精神实

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牢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学习邓小平理论，要紧密围绕南

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

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学习邓

小平理论，要以整风的精神，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有针对性地解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

力做到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好转。

（二）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实施富民兴市战略，干部是决定因素。必须坚持干部 “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

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按照

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的要求，做到干部选拔重公认，逐步扩大公开

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层次和范围，把竞争机制逐步引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积极推行领

导干部试用制、中层干部聘任制、一般干部聘用制，在农村和企业实行公推公选、竞争上

岗的聘任制；干部考核重实绩，进一步加大交流、轮岗力度和跨度；干部监督重实效，认

真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通过不断探索，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

境，健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增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关键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要切实加强对领导班子的监督

和管理，防止和纠正重提拔使用、轻日常管理的倾向，健全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

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从党内到党外的监督制度，加强教育、严格管理，做到信任不放

任，放手不撒手，爱护不袒护。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生活的一项重要原则，各级领导班子成

员必须自觉贯彻执行。要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坚持集体

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认真全面落实党的老干部政策，关心照顾老干

部生活，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三）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必须下大力气建设好。农村基层党组

织，要按照 “五个好”的要求，改革机制，精干队伍，竞争上岗，目标管理，绩酬挂钩，

切实做到 “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加大对后进村党支部整顿的力度，加快中间

３６２



!"# $%&#' ()"# *%) +, *%) -%&. !)"# /" *%) 0)

!"#$

%&'()

状态村党支部的转化，促进先进村党支部再上新台阶。乡镇党委是农村基层组织的 “龙

头”，要以提高领导班子思想政治素质为重点，以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为突破口，

努力加强乡镇党委建设，带动和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加强国有

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把保证和促进企业改革与发展、增强企业活力作为党建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和街道等基层党组织，也要根据各自特点，加强自身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四）搞好党的作风建设

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解决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感情问题。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对

待自己和同志，眼界宽广、胸襟开阔、淡泊名利，把心思和精力集中用在事业上；正确对

待组织，不论自己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是党的普通一员，都应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

从上级；正确对待群众，明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决不能把权力

作为谋私的手段。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关键在领导带头。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以身

作则，廉政勤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民、知民、为民、富民，以吃

苦耐劳、艰苦创业为本色，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俭办一切事业。当前，特别需要倡导求

真务实的作风。要讲实话，不欺上瞒下，不虚华浮夸；要办实事，不做表面文章，不摆花

架子；要求实效，不满足于开会部署，不满足于一般号召。做任何事情最终都要落脚到实

际效果上，用实践、实效、实绩检验我们的工作，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确保政令畅通，

要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艺术和执政水平。要营造干事业、创业绩的良

好环境，营造支持改革者、鼓励创业者、教育失误者、鞭挞空谈者、惩治腐败者、追究诬

告者的氛围，支持各级干部抓难碰硬，一抓到底，抓出实效。

（五）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要以对党的生死存亡、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对人民根本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

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进一步落实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

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工作机制。要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继续

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突出重点、加大

力度、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严肃查处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

经济管理部门的违法违纪案件。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

发展，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党内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会出

现一些腐败分子。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地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从严治党，采取有力措施，

把那些玷污党的形象、损害党的事业的腐败分子坚决清除出去，决不姑息养奸。全体共产

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自重、自省、

自警、自励，严于自律，防微杜渐，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自觉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

同志们，今后五年将是我们肩负起人民的希望，经受新考验、创造新业绩的五年；将

是我们实施富民兴市战略，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的五年。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我

们的事业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发扬 “同心图强，实干争先”的兴南精神，

以高昂的斗志和扎实的工作，为全面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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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南充市二届七次全委会暨

全市经济工作会上的讲话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黄顺福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传达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和

省委八届二次全委会精神，总结今年的经济工作，安排部署明年经济工作，讨论通过２００３
年市委工作要点和市委关于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奋力推进南充发展新跨

越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是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后平稳运行、加快发展的一年。一年来，
面对国际国内竞争加剧的新形势，面对西部大开发深入实施和我国加入ＷＴＯ的新机遇，市
委、市政府新班子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组织

和带领全市人民，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奋力推进南充跨越式发展，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政治稳定的喜人局面。正如省委张学忠书记指出的，南充干部群众精神面貌好，班子

团结配合好，改革发展势头好。一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ＧＤＰ在连续５年两位数增长的
基础上增长１０６％；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税分别增长 １７９％、１７８％、
１１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６８亿元，增长１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１００亿大关，增
长１５％；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７７亿元，增长１２％。二是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比重提高３５个百分点；粮经比调整为６：４，非农收入对农民
增收的贡献率达５０％以上；非公有制经济提高５个百分点，纳税额占工商税收的半壁江山。
三是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全市中小企业改制面达９８％，市属６户重点丝绸企业改制力度
加大。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民人均负担控制在８０元以内，减负幅度在４０％以
上。引进项目６２０个，到位资金１９２亿元，增长１０８％。本月赴重庆招商取得丰硕成果，
签约项目７１个，协议引资２１６亿元。外贸出口增长３５％。四是城乡社会呈现新面貌。加
强以治水、兴林、改土、修路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兴建了一批文明新村，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竣工和开工了一批交通、能源、城建重点

项目，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建成了广电、报业大厦等标志性建筑，启动了环形体育场迁建

工程，各项社会事业长足进步。五是人民生活有了新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

达６２３０元，增长５％；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可达１９００元，增加１３０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余额２１３亿元，增长１３５％；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２％以内，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
善安排，社会保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一

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总量不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部分城

乡居民生活困难，就业压力大，农民增收难，有的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够好。这些都是我

们必须客观面对并要尽快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

下面，我根据市委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就明年经济工作讲六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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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思想，推进跨越要有新理念

几天前，省委书记张学忠来我市视察时特别强调指出，搞好经济工作，必须树立先进

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念，如果经济思想很活、理念很新，有限的资金和项目也能实现更快

更好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按照省委张书记的要求，树立新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念，推进南

充发展新跨越。

（一）树立 “观念也是资源”的经济理念。观念是实践的先导。只有全新的观念，才

有全新的实践、全新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先进地区的实践都证明，观念中蕴藏着巨大

的资源，观念是一座资源的富矿。观念这种特殊的经济资源，与资金、技术、人才、自然

资源等其它生产力要素一样，是加快发展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物质条件。观念的共享性

决定了由此衍生的物质资源的共享性，决定了谁先拥有先进的观念谁就先拥有社会资源；

谁拥有的先进观念越多，谁就能赢得更大的发展先机。日本经济是典型的资源、市场两头

在外的 “离岛型模式”，浙江嘉善不产林材却建成了全国有名的木业市场，海宁不产毛皮却

成为全国皮革之都，河北固安是传统的粮棉大县却成为全国最大的保温材料市场。这些令

人惊叹的经济奇迹，被称之为 “零资源经济”现象，实际上是观念创新和意识超前所产生

的巨大能量。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创新观念的

过程当作开发资源的过程，不断打开更多的思维之窗、智慧之窗，冲破传统思维和行为定

势，将解放思想、创新观念释放的巨大精神能量有效地物化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中。

（二）树立 “一切资源都可以经营”的经济理念。目前，一些地方一边抱怨 “地下无

矿藏，地上少资源”，一边又造成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大量浪费。“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

是缺少发现。”其实，南充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一切有形无形的自然、人文之物，都是

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只要我们善于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去审视，敢于用亚当·斯密那双 “看

不见的手”去经营，连垃圾这种 “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也可化腐朽为神奇。市场意识和经

营理念绝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能产生实实在在利润的 “点金之术”。应当说，一切资源都

可以经营，关键在于把市场经济的经营意识、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运用到经济建设和管理

之中，对一切政府性和社会性资产进行高效配置、重组和营运，就可以实现有限资源的效

益最大化、最优化，就不可能有无钱的政府，就不可能拿着 “金碗”讨饭吃。

（三）树立 “环境也是生产力”的经济理念。环境是一种氛围，环境是一种体制，环

境是一种条件，环境是经济社会素质的综合反映。当今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环境的竞争。

“９·１１”事件后，很多国外企业纷纷把投资转向中国，就是因为我国有好的发展环境；沿
海地区经济之所以发达，也是因为他们具有环境上的比较优势，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投资。

优越的、有吸引力的环境，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环境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

条件，而且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融入到生产力的各个方面。随着成南高速公路通

车和南渝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南充与成渝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如何顺畅地、主动地

接受两个特大城市的强劲辐射，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亟待解决的一个紧迫课题。

二、突出重点，加快发展要有新举措

２００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推进南充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一年。全市经济
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是：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

“招商引资年”和 “建市十周年”活动为契机，按照 “做强工业、提升农业、壮大三产、

经营城市、加强党建”的发展思路，奋力推进南充经济社会新跨越。奋斗目标是：国内生

产总值确保增长１１％，力争增长１２％，工业增加值增长２０％以上，农业增加值增长５％以
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１３０元以上，招商引资到位２５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２０％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增长１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５％以上，外贸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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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以上，城镇化水平提高两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４‰以下，精神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以实施 “工业兴市”战略为重点，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坚持以 “做强工业争

跨越”竞赛活动为载体，全面实施 “工业兴市、工业富民”战略，增大总量、提高质量、

增加效益。

一是把小的做大。以维康、保宁醋、华宇纺织、人本轴承等２５户中小企业为重点，明
确任务，落实责任，加速扩张；进一步加强银政、银企协调，千方百计增加金融部门对工

业的投入，完成组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缓解中小企业担保难、贷款难的问题；鼓励

和支持民营工业加快发展，扶持一批专、精、特、新的 “小巨人”，使之成为我市工业经济

的增长点。

二是把大的做强。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机械、纺织、丝绸、食品等行业

做强一批优势企业，特别要把六合、嘉纺、润丰、华润蓝剑等一批优势企业做强。加快发

展生物制药、电子信息、新型建材等新兴产业，提高科技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三是把强的做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强势企业和优势产业做多创造好的机制和体

制。全力支持南炼总厂的发展，力争 “十五”末产量超过１００万吨。以东风南充汽车公司
为龙头，围绕整车配套，加快行业整合，力争 “十五”末整车产量超过５万台。加快嘉陵
江梯级开发，实现装机容量８３万千瓦，销售收入１２亿元、利税２亿元。力争到 “十五”

末培育出销售收入超１０亿元的工业企业２—３户，超５亿元的企业５—８户，形成支撑南充
工业的骨干企业群。

（二）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重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传统农业已没有多少潜力，农业

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化经营。要以工业化推进农业产业化，以产业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一是培育龙头。通过改制盘活、扶持壮大、招商引进等途径实现龙头企业数量、质量

和效益有新的突破。重点扶持保宁醋、国基、富达、银河、润丰、金泰等骨干龙头企业，

力争使５—６户龙头企业产值过亿元。采取订单收购、利益返还等方式，把企业和农户联结
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二是建设基地。发挥南充农业的整体优势，培育和壮大牧业、薯业、蚕业、果业、竹

业等 “五业”经济。优化区域布局，突出特色兴建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依托龙头企业，

突出抓好百万只优质肉猪、肉牛基地、万头奶牛基地，万亩高淀粉红薯基地、６１个蚕桑基
地和２个果品大县、１个万亩竹业基地建设，力争每个县 （市）区形成２—３个主导产业。

三是拓展市场。多层次、多形式广辟门路，积极开拓农产品市场。大力扶持农民经纪

人，壮大农产品运输队伍，使其成为农产品营销龙头。加速培育一批农产品批发和基地专

业市场，形成 “买南充、卖全国”的格局。同时，要大力推广顺庆 “托牛所”、高坪竹业

协会、西充供销合作社等 “五专”带农户的模式，组织千军万马闯市场。

四是完善机制。好的机制是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遏动力。要着力完善农技推广机

制、土地流转机制、农业投入机制、科技运用机制，不断激活农业的内在潜能。

五是开发劳务。输出劳动力，带回的是生产力。要立足于南充富余劳动力较多的实际，

把劳务输出作为一大立市支柱产业来抓。通过加强技能培训、提供多种服务等手段，鼓励

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扩大成建制输出，提高劳务输出质量，增加劳务开发效益，力争全年

实现劳务收入６６亿元，增长１０％。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二次创业。
（三）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具有直接

的长期的根本性作用。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确保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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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关于扩大内需的要求，抓住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向西部倾斜以

及东部资本向西部扩张等机遇，认真落实促进消费的各项政策措施，着力培育新的消费热

点，拓展新的消费领域，促进住房、教育、旅游、电信、医疗保健、家用汽车等消费不断

升温。要优化消费环境，进一步完善鼓励、引导和保护消费的政策措施，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增强人们消费信心。要以成南高速公路通车为契机，抓好城市中心商业区建设，荟

萃名企名品，突出经营特色，大力推行连锁经营，建立起覆盖川东北的连锁网络，形成旺

盛畅达的物流。积极发展吸纳劳动力多、关联带动作用强，以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业、

市场中介和社区服务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不断提升我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四）以培育立县支柱产业为重点，加快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是一个地区在经

济发展中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规模优势的区域块状经济。

特色就是竞争力。要根据我市不同区域的资源特点、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分

类指导，培育立县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产业带。做大做强市区经济圈，

建设川东北中心城市，增强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加快构建嘉陵江经济走廊，以

航电开发为龙头，带动沿江城镇、生态经济、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的发展。开发建设国道

２１２风景线，以 “阆中古城”、“三国文化”、“将帅故里”为主要内容，搞好沿线景点、绿

化、文明新村建设，形成旅游热点，带动经济发展。

三、夯实基础，建设投入要有新增长

经济要发展，后劲要增强，投资是关键。要继续把投资拉动作为加快南充经济发展的

主导力量，以大项目构建竞争优势，以大投入拉动ＧＤＰ的快速增长。
要做好经营城市这篇大文章。南充要建成大城市，必须走经营城市之路。只有实行市

场化运作，才能把南充的城市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增强对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在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和谐统一的

基础上，把经营城市的思路贯穿到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一是在科学规划中创建城

市品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规划要把握市情、县情、准

确定位，突出特色。在完成第六次总规修编后，要加紧制定小区控制性详规。规划一经确

定，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得变形走样。二是在激活要素中经营城市资源。经营城市

如同经营企业，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城市也是产业，经营好了同样可以产生巨大财富。

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经营城市中的作用，努力盘活现有资源，广泛吸引外来资本，走

以地生财、以城建城、自我增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土地是城市资源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

要素，是政府的 “第二财政”。土地一级市场要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二级市场要规范、公

开、公正，不搞暗箱操作。要认真总结今年土地竞价出让的经验，完善操作办法，从级差

地租中筹集更多的城市建设资金。对城市道路、公园、广场、出租车顶子、报刊亭等城市

资源的经营权、冠名权、户外广告发布权进行公开拍卖、转让，通过置换产权，变国有资

产为社会资产。三是加强城市管理中树立城市形象。以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城市为载体，开

展创卫大宣传、文明大教育，增强市民的城市意识。深入开展文明街道和文明社区创建评

比活动，抓好城市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建设。

要以庆祝建市十周年为契机，切实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展的先导和基石。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干中争，争中干，继续保持强劲的投资拉动。中

央决定明年国债投资继续向西部倾斜。要积极作为项目准备，既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建设项目，又要力争新上一批基础产业、骨干企业的重点项目。着力抓好滨江大道

改造、污水处理厂、市政广场、高坪机场等７１个续建、新建工程；５００千伏输变电站、桓
子河大桥等３１个重点工程全面竣工。尤其要抓好嘉陵江航电开发，加快青居、金银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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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电站建设进度，力争开工建设金溪、小龙门电站。要加强对工程项目的 “五制”管理特

别是质量和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每项工程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要以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为重点，培育有竞争力的非国有投资主体。受经济发展水平

和资金瓶颈的制约，仅靠政府的力量搞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要加快培育投资增长的内在机

制，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向经济建设。要进一步为民间投资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破除各种束缚民间投资的思想观念和政策限制，充分体现 “一视同仁”、 “效率优先”原

则，做到不限发展速度，不限投资方式，不限投资额度，使民间投资者放心、放手发展。

要进一步开放民间投资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所有制界限，鼓励和引导民间参与经营

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要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大力推行 ＢＯＴ、ＴＯＴ等投资新
模式，对民间投资要贯彻 “谁投资、谁决策、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实行严格的项目

法人责任制，实现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

四、攻坚破难，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

改革开放是富民强市的必由之路。要真正解放思想，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跨越式发展增添新动力。

（一）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实际出发，整体推

进，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取得新进展，在完善农村税

费配套改革上取得新成效。

一是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的中心环节。要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力争使国企改革达到 “五个明显”：所有制结构明显

改善，股份制企业明显增加，资本运营有明显收效，企业活力有明显增强，因改革引发的

群体事件明显减少。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继续推进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形式，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切

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进以分配为重点的三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对经营者的激励、约

束机制。明年要完成阆绸、泰丰、锦泰、云禾等企业的改制任务，加快嘉纺的嫁接改造，

对已列入国家破产核呆计划的长城、燎原要抓好跟踪落实。

二是搞好农村税费配套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是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农村社会

稳定的大事。要在巩固试点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农村税费改革的精神实质，

在改革中始终坚持 “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出偏差。认真研究

解决试点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切实搞好乡镇机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等配套改革，

积极化解乡村不良债务，确保农民负担水平明显降低、不反弹，确保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

转，确保农村教育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招商引资是一门新兴产业，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经济杠杆之一，更是我市实现跨越的捷径。不借梯上楼、借力发展，南充就没有出路。

要树立 “大开放促大招商，大招商促大发展”的观念，开展好 “招商引资年”活动，确保

２００３年到位资金２５亿元，引进１０００万以上的项目４５个。
一是精选项目。要精心遴选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适合南充发展实际的项目。以引

进工业项目为主导，同时着力引进一批资源开发项目，重点推出嘉陵江航电开发及配套建

设、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旅游等项目对外招商引资。

二要创新方式。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积极探索新的招商方式。采取区域招商与定

点招商、网络招商与会展招商、主题招商与联谊招商结合等多种有效形式，实行以企招商、

以商招商、以产业招商，努力提高招商实效。

三是搭建平台。硬件建设是招商引资的基础工作。有了好的基础设施，我们和外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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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判才有底气和回旋的余地。要继续加强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良好的

生产生活环境吸引外来投资者。特别要重视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完善

配套功能，搭建投资兴业的平台。

四要跟踪落实。跟踪落实是招商签约之后必须下力气抓好的一件大事。不能签约前轰

轰烈烈，签约后无人问津。只有加强跟踪落实，才能提高招商引资的成功率，否则就会事

倍功半，劳民伤财。要实行目标责任制，采取竞技场上 “人盯人”的战术，把目标任务和

具体职责落实到人头。要以 “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的精神，一个客商一个

客商的跟踪联系，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抓好落实，信守承诺，热情服务，以此感动和赢得

客商的信任，开创 “招进一户客商，引来八方宾朋”的招商引资新局面。

（三）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招商引资最激烈的竞争是环境的竞争。要正确把握舆论导

向，强化舆论监督，努力营造重商、亲商、便商、富商的风气。坚决纠正 “招商引资是招

商局的事，是领导干部的事”等错误观念，组织、动员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参与和支持

招商，形成部门和企业都是招商主体，人人、事事、处处都是投资环境，一切服务于招商、

一切服从于招商、一切有利于招商的良好氛围。要按照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精减审批

环节，减少审批内容，建立健全行政公示制、服务承诺制、一门受理制、首问责任制，实

行政务公开、阳光作业，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力度，净

化市场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南充成为一片 “近者悦，远者来”的投资

热土。

五、守土有责，维护稳定要有新局面

一要多渠道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是全面实践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事关全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我市是人口大市，劳动力供

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解决就业问题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要按照就业优先的要求，

把改善就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正确处理

扩大就业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宽领

域创造就业机会。要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引导下岗、待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

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和提供自谋就业、自产创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第

三产业、旅游业和社区服务业，充分发挥非公有经济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依法加强劳

动用工管理，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困难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

二要切实关心困难群众生活。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党执政的坚实基础。

关心群众生活，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作为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刻心系群众，多关心群众安危冷暖，少想个人升官发财；

多考虑党的事业需要，少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多为组织排忧解难，少为个人思前想后。要

认真按照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要求，着力帮助贫困地区、特困企业和困难群众解决

好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重点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做好 “两个确保”和

“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工作，多渠道筹集社保资金，增强保障能力；继续做好失业保险和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逐步扩大 “低保”范围，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妥善解决城镇特

困家庭的住房、子女入学、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安排好灾区和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

解决好老红军、老复员军人、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和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农村 “五

保户”的具体困难。元旦、春节期间，要广泛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捐赠和

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要深入困难多、问题多、矛盾多的地方，体察民

情，关心民生，检查扶贫帮困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面对面、实打实地把关心帮助落实到

一个个具体行动中，体现在一件件实事上，使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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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体会到党群、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

三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吸取 “３·１”特大火灾的沉痛
教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和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经常性地开展安全教育，搞好安全专

项治理，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抓好安全生产，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节假日期间要严格值

班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紧守岗位。

四要抓好社会综合治理。建立健全稳定工作责任制，及时排查和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

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继续做好 “处法”工作，加大教育转化和

深挖打击力度。深入开展 “严打”整治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落实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努力营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六、真抓实干，工作作风要有新转变

全面完成明年的各项目标任务，根本在领导，关键在落实。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和改善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通过坚强的组织保障，努力使市

委、市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一）不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经济建设是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各级党委、

政府都要更加突出并切实抓住这个中心，集中一切能够集中的力量，打好经济建设总体战。

各级领导必须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和特殊市情的需要，努力掌握新知识，创造新经验，增长

新本领，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

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要坚持谋全局、干大事，始终把握驾驭经济工作全局的

主动权。要切实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研究

确定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政策措施，不断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建立和完善促进作风转变的长效机制。一是把实施 “三百工程”作为加强基层

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载体，加大实施力度，完善实施办法，把那些素质高、能力强、

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干部选进基层领导班子，拓宽基层干部奋发向上的通道，不断增强基层

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决不

能让那些搞形式主义、投机取巧的人吃香，决不能让那些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人吃亏。

二是把强化目标管理作为衡量县 （市）区工作实效和发展业绩的有效形式，尽量做到重点

突出、量化科学、考证公正、奖惩分明，形成不甘落后、竞相发展的态势，促进县域经济

跨越式发展。三是把评选满意不满意单位活动作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有效举措，借鉴外

地的成功经验，构建科学的评选办法，将 “评满”活动长期开展下去，促使各级机关特别

是市级机关的全局观念、责任意识有大的转变，服务质量、办事效率不断提高。四是把坚

持领导干部工作季报作为促进工作落实的有效手段，市级党政领导定期报告要实事求是，

工作小结要全面客观，工作建议要前瞻可行，做爱岗敬业、务实创新、转变作风的表率。

（三）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的创业精神。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新形势新阶段，党中央把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又一次

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西柏坡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要在思想上戒骄戒躁。必须清醒地

看到激烈的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

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对各级领

导干部来讲，在新形势下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要特别强调思想上的艰苦，要舍得动脑筋，

勤于思考，多出新思路，多想新办法，多做开创性的工作。二要在工作上脚踏实地。要有

强烈的敬业精神，有一种干不好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劲头，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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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习、提高知识水平和能力上，用在搞好工作、推进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上。

要有埋头苦干的作风，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认真干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既要做看得见

摸得着、群众近期得实惠的事情，也要做好关系全局、惠及子孙的事情。三要在生活上勤

俭朴素。大力提倡艰苦创业，勤俭办一切事情，坚持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各级领导干部

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率先垂范，决不能在生活中搞特殊化，坚持反对铺张浪费、大手

大脚。要严格执行中央有关规定和纪律，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开展反腐败

斗争。

（四）努力形成敢于碰硬、狠抓落实的良好风气。严格按照中央关于 “八个坚持、八

个反对”的要求，切实做到 “四减少、两深入、三碰硬”，坚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

了解社情民意，在深入基层中发现新鲜经验，在调查研究中把握工作规律，在体察民情中

明确努力方向，集中精力抓大事，直面矛盾解难题。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抓难碰硬，敢担

风险，敢于负责，不怕得罪人、不怕丢选票、不怕被诬告。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理清发展

思路，突出工作重点，细化目标，强化责任，真正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从完善机制、

领导带头做起，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促使层层抓落实、人人抓落实；从跟踪落实、

加强监督做起，一级盯一级，一级督一级，促使项项抓落实、事事抓落实，努力形成崇尚

实干、狠抓落实的良好风气。

同志们，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不断开创我市改革发展新局面，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我们一定要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坚定不移地推进南充发展新跨越，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市十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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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奋力开创南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黄顺福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０日）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中共南充市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这次大会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市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 “三个转变”，励精图治，

加快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一、在改革开放中阔步前进的五年

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５年，是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创造性
开展工作的５年；是应对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和挑战，在保持社会稳定中胜利前进的５年；
是增创新优势，促进新发展，实现新跨越的５年。５年来，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较好
地完成了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４６８
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２５０３亿元，年均增长１０６％。经济结构和效益发生可喜变化，三次产
业比由４０２∶２４６∶３５２调整为３１８∶２９７∶３８５，全市人均财力实现翻番。农民人均
占有粮食突破４００公斤，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５１％，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
加快，劳务开发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支柱产业不断壮大，整

体效益明显提高，主要工业指标近３年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总量
进入全省的８位。商贸流通日趋活跃，城乡市场繁荣兴旺，旅游、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
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呈现领域拓宽、速度加快、质量提升的良好态势。

（二）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推进，经营城市成效显著。在西部大开发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推

动下，建成和启动了一批南充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重点工程。５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３２２２亿元，年均增长２５２％。成南高速、２１２线顺庆至阆中一级路、清泉寺及蓬安嘉陵
江大桥竣工通车，南广、绕城高速和高坪机场即将建成。嘉陵江梯级开发全面提速，红岩

子及马回电站二期投产发电，青居、金银台等５座电站加快建设，水电产业正成为南充经
济新的增长点。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稳步实施，新增有效灌面３６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３００７％。大力实施经营城市战略，城市规模快速拓展，功能日趋完善，环境不断优化，品
位明显提升。南充城区面积由１９９８年的２２５平方公里扩展到４７５平方公里，初步形成近
８０平方公里的大城市骨架。城区人口达到５３万。全市城镇化水平提高到２１４％。

（三）各项改革稳步实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市

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丝纺行业解困重组初见成效，国有大中型企业３年改
革和脱困目标基本实现，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成效显著，现代企业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农村改革继续深化，税费改革顺利实施。财税、金融、投资、住房、机构等各项改革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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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步伐。投资环境逐步优化，对外改革步伐加快，与江浙、成渝等地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日益扩大，外来投资不断增加，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连续４年跃居全省前３位，自营出口年
均递增２０％。

（四）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认真实施 《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思想道德教育深入进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展，科技实力和创新

能力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高。“普九”全面达标，高中教育迅速发

展，民办教育渐成气候，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强，驻市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文化体育、

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疾病控制体系

建设进展顺利，抗击 “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１‰以下，广播电视
覆盖率达９５２％。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成效显著。各级政协组织认真履行职能，发
挥了协商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工会、共青团、妇

联等人民团体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双拥共建工作进一

步加强。“严打”整治斗争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成效，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与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进行坚决斗争，全市社会政治保持稳定。

（五）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始终坚持把增加群众收入、改

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６４５１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突破２０００元大关，储蓄余额年均增长１６５％。城乡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２
个和８个百分点，衣食住行、就医条件有较大改善。１０２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和７３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新安置１０９万城镇人员就业，基本建成养
老、失业、低保、城镇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体系。６个贫困县 （市）、区整体越温达标，

２７０万贫困人口基本脱贫，１９００多个旱山村和仪陇、营山、西充县城饮用水困难得到缓解。
（六）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基层组织进一步巩固。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学习和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广大党员的思想素质和党性修养进一步提高。认真探索基层

党建新路子，大力实施 “三百工程”，培育和涌现了一大批 “爱民书记”、“富民干部”和

“三村建设”、“先锋工程”典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公推公选、任前公示、异

地交流等措施普遍推行，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结构得到改善，一批优秀年轻干部走

上领导岗位。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得到加强。以

机关 “评满”、乡村 “争满”等创新活动为载体，作风建设成效明显。党风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力度不断加大，查处了一批大要案件，达到了教育党员、警示干部的效果。

５年来取得的成绩，是我们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实践 “三个代表”思想、扎实

推进 “三个转变”的结果，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团结拼搏、开拓

创新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二届市委、向所有为南充改革发展稳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向

所有关心支持南充建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五年的成绩令人振奋，但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工业整体水平不高，发展后

劲不足；农村基础条件脆弱，农民增收难度较大；城镇化水平偏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

然突出；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少数群众生活较为困难；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

状况还不令人满意，维护稳定任务艰巨，党风廉政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党员干部思

想解放的广度与深度不够，制约了南充加快发展的步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市委自身工作的不足有直接关系。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加

以解决。

回顾五年来的奋斗和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推进南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必须始

终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形成开拓创新的合力，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必须始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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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咬定发展不放松，同心同德求发展，开拓创新谋发展，真抓实干促发展；必须始终坚持

工作重心的转移，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增强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必须始终

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创造社会安定、政通人和

的发展理念，广泛听取民意，切实关注民生，努力勤政为民；必须始终坚持全面加强党的

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归结起来，最根本的是要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扎扎实实把南充的事情办好。

二、目前的形势和未来５年的主要任务
回顾过去，我们在困难中阔步前进；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进入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

设的新时期。南充要在开放程度不算高的情况下应对 “入世”的挑战，要在工业化任务远

未完成的情况下迎接信息时代的浪潮，要在经济实力远不够强的情况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这就使得我们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积极应对挑战，借助现代化科学

技术的推动力，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我们必然作出的战略选择。

我们正处于一个慢发展山重水复、快发展海阔天空的时代。加快发展是南充最大的政

治、最硬的道理、最根本的任务。加快发展对于南充人民尤为重要，对于南充的未来尤为

关键。我们要让加快发展的意识融入每一位南充人的心灵，让加快发展的号角时刻回响在

每一位南充人的耳畔，让加快发展的气氛弥漫在南充的每一个角落，更要让每一个说发展

话、干发展事的南充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当前，南充正面临全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好

机遇，南充经济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机遇稍纵即逝，丧失了机遇，就丧失了发展；丧

失了机遇，就丧失了民心。机遇从来垂青勇敢者，幸临开拓者。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机不

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见微知著的眼光发现机遇，以雷厉风行的作风抢抓机遇，以

科学务实的态度用好机遇。

发现机遇、抢抓机遇和利用好机遇，最根本的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需要

胆识和勇气，更需要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我们应该宽容探索中的失误，正视开拓中的艰

辛。对改革创新的实践，要热情支持，不要评头品足，横加干涉；对改革创新中出现的问

题，要诚心帮助解决，不要简单地批评指责，努力营造鼓励和支持大胆探索、舒心创业的

浓厚氛围，决不能让埋头实干的人胆怯心寒，决不能让不干实事的甚至捣蛋的人有市场！

解放思想还必须进一步破除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意识，树立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观念；

破除因循守旧、自我封闭的意识，树立大胆开放、勇于改革的观念；破除畏首畏尾、无所

作为的意识，树立知难而进、勇于碰硬的观念；破除拖拖拉拉、按部就班的意识，树立只

争朝夕、勇于跨越的观念；破除妄自菲薄、不求突破的意识，树立敢与强的比、敢向高的

攀、敢同勇的争、敢跟快的赛的观念。

未来５年是奠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础，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

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加快发展、富民强市为主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

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大力推进 “三个转变”，

按照 “五句话”的工作思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强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奋力开创南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

局面。

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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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明显优化。努力保持现有发展速度，到２００６年实现经济总量比２０００年
翻一番，２００８年突破４００亿元。经济运行质量和二、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非公有制经济
快速发展，产业互动、城乡共融的新格局日益显现。

———大城市功能基本完善。以加强功能性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为重点，不断优化城市

形态和功能布局，建成以南充大城市为中心、两个中等城市和若干小城镇组成的城镇体系。

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全市城镇化水平达到３０％。
———嘉陵江特色经济走廊初步形成。全面完成嘉陵江南充段渠化工程，培育和壮大水

电产业，加快沿江旅游资源开发，带动沿江城镇发展，形成经济亮点和增长极；加大天然

林保护、退耕还林和水土流失治理力度，森林覆盖率达到３６％；切实推进嘉陵江污染防治
和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改善空气和水体质量。

———科教文化大市建设显现特色。公民受教育程度、人才数量和结构基本适应跨越式

发展需要，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文化

产业不断壮大；城乡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公共卫生体系日益健全；民主法制建设进一

步完善，基本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城乡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再上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７％以上，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完
善，新村、移民、卫生扶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就业形势明显好转，人民环境不断改善，

多数城乡居民过上较宽裕的小康生活。

确定这样的奋斗目标，符合南充实际，符合南充人民的愿望，是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面完成这些目标，必须大力实施 “工业兴市”战略，打造工业南充；必须大力实施 “经

营城市”战略，把实力做强、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打造魅力南充；必须大力

实施 “开放带动”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在更大范围和更深

程度参与合作与竞争，打造开放南充；必须大力实施 “科教兴市”战略，优先发展教育，

推进科技进步，打造科教南充。只要全市上下坚定不移地实施这四大战略，紧紧抓住第一

要务，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南充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由工业小市向工业大市迈进，由经济

弱市向经济强市迈进。全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以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

带动城镇化，是南充加快发展的切入点。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速

推进工业化为核心，以城镇化为载体，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全面提升南充经济综合实力和

竞争力。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大做强支柱产业

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工业化滞后是制约我

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把加快工业化进程作为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任务，继续按照

“壮大石化、做强汽配、提升轻纺、发展水电、培育高新”的思路，锲而不舍地实施 “工

业兴市”战略，实现工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到２００８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１００亿元
以上，工业对ＧＤＰ的贡献率超过３５％。

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步伐。以推广信息技术为重点，努力提高企业装备水平和产

品开发能力，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积极吸引市外资金，着力启动

民间资本，多渠道增加工业投入，迅速做大工业总量；以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为重点，积

极应用新工艺、新装备，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综合利用率。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点

培育壮大石油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食品医药、水电能源、新型建材六大产业链，

形成一批品牌优势突出、具有核心竞争力、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工业骨干企业。积极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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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做大做强，向 “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加快城南工业区建设。按照城市总体规划，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坚持统一、规范、有

序和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原则，建好向９个县 （市）、区全面开放的市级工业区。充

分发挥工业区的环境优势，促进优质、高新企业适度集中，努力形成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

把工业区建成经济发展的带动区、体制和科技创新的试验区、城市发展的新区。

加快企业家队伍建设。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社会最稀缺的人才资源，决定企业的兴衰成

败。做强工业关键是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要积极探索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经营者激

励机制，加速推进企业经营者市场化、职业化。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

人才库。切实关心爱护、帮助支持企业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努力形成优秀人才乐于

到企业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创新发展思路，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农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继

续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创

新发展思路，全面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

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按照 “挑战传统农业，构建现代农业”的要求，立足

市场取向，发展特色农业、效益农业、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以抓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的

发展，以抓工业项目的办法抓农业项目，以培育工业品牌的方式培育农业品牌。在严格保

护基本农田、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优化农业区域布局，突出发展牧业、果业、

蚕业、薯业、竹业等 “五业经济”，努力打造一批富民兴县的特色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劳务

经济，加强技能培训，拓宽输出领域，维护民工合法权益，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不

断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扶持和培育一批带动面大、

关联度高、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加工流通型企业，发挥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领头作用。

积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育农产品营销大户，扶持专业协会，把千家万户的家

庭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联接起来。鼓励二三产业出城入乡，进军第一产业，参与农

产品精深加工和流通，带动农产品基地建设。

积极探索乡镇机构改革后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路子。加强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发挥

农业科技园区的试验示范作用，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开发、技术推广水平。建立健全农产品

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发展一批标准化生产、畅销国内外的品牌农产品。进一步完善

农村经济综合信息化服务网络。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支农力度。加快文明新村建

设，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三）大力实施 “经营城市”战略，加快大城市建设步伐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依托。要牢固树立经营城市的新

理念，把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抓，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良性互动。

经营城市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要着

眼统筹协调、适度超前，完善近期、中期和远期发展规划，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组团区建设和旧城改造。要增强精品意识，精心建造城市单体作

品和城市景观，彰显独特的城市风格和城市气派，不断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坚持

大建设与强管理协调推进的原则，理顺城市管理体制，推行综合执法，提高城市管理的科

技含量和公共服务水平。

大力经营城市，关键在以市场手段科学、高效配置城市资源。要把城市作为最大的国

有资产来经营，推进城市资源资本化。加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完善土地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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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和出让机制，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通过市场与政府行为的有机结合，盘活

存量资产，开发延伸资产，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广泛吸纳各种生产要素，培育特色产业，

壮大经济实力，形成支撑城市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

（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达的第三产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标志。按照 “统筹规划、市场运作、突出特色、创

造品牌”的原则，加快阆中古城、三国文化、将帅故里、嘉陵风光等旅游资源开发，加快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业的服务水平和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使之成为新兴支柱产

业。加强物流平台建设，做大做强一批集商流、物流、信息流于一体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

加快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方式和新型经营业态，着力培育现代

物流产业，努力构建大商贸大流通格局。积极发展金融、保险、证券、房地产业和社区服

务业。大力推动邮电通讯、信息咨询、教育培训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运用现代化理念和

技术，改造交通运输、餐饮娱乐、中介服务等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经济和就业结构

中的比重，进一步激活南充的商机和人气。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握紧拳

头保重点，培育多元投资主体，拓宽投融资渠道，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切实抓好一批关系

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加快以达成铁路复线、南渝及绕城高速公路、高坪至营山一

级路、仪顺路和县乡村公路为重点的交通建设，全面完成嘉陵江南充段渠化工程，实现出

入境主通道高等优化，不断完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城乡电

网，形成稳定高效的能源保障体系；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满足经济社会信息化需

要；加强水、路、林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防洪抗旱能力，提高森林覆盖率。积极做

好兰渝铁路、升钟水库二期、核电站等重大项目的争取工作。

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

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搞好国土、矿产和水资源的规划治理，

有偿使用、合理开发各种自然资源，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强化全民环保意识，改善城乡环

境，建成一批污水、垃圾处理工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山川更秀美、城市像花园的

美好愿望逐步变为现实。

（六）千方百计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城乡人民收入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 “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我们要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经济的基础上，切实使人民群众收入明显增加，生活逐

步改善。要特别重视解决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时刻把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挂

在心上。

就业是民生之本。按照就业优先的要求，积极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发展就业容量大、

市场有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导

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不断提高劳动技能。推行弹性大、灵活性强、多样化的就业形式。

积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切实搞好再就业工作。加快形成 “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剂就

业、政府促进就业”新机制。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坚持增收与减负

相结合，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加大４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和１１３８个
市级重点村开发式扶贫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范企业分配行为，保障职工收入

随着企业效益提高而逐步增长。搞好增收节支工作，确保应由财政负担的干部和教师工资

按时足额发放。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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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和完善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养老、失业、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险制度，逐

步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大社

会保障覆盖范围。加强社保资金征缴和监管，保证资金及时到位和安全运行。继续做好

“两个确保”和城市 “低保”工作。积极发展社会救济、医疗救助、优抚安置等社会保障

事业和残疾人事业。

四、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和体制、科技创新，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加快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断提高经济的外向度；必须推进体制创新，

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切实把经济发展转到主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一）走 “开放带动”之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主动置身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紧紧抓住沿海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

发挥我市的比较优势，呼应沿海、融入成渝，努力使我市成为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承

接基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倡导 “工业项目优先”的理念，积极引进大企业、大集团来

南充投资兴业，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坚持政府招商和企业招商相结合，注

重发挥企业的招商主体的作用，调动各方面参与招商的积极性。

坚持外贸、外资、外经 “三外”联动，外贸直接出口、利用外资分别年均递增２５％和
１５％。着力抓好一般贸易，发展加工贸易，扩大直接出口，做大对外贸易总量。建立项目
储备库，创新引资方式，不断扩大利用外资增量。实施品牌战略，突出南充特色，增强出

口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加大外贸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造就一批适应外贸工作的专门

人才。

牢固树立抓环境就是抓机遇、抓开放、抓发展的意识，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实施大开

放战略的重要突破口来抓。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世贸规则的要求，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增

加办事程序的透明度，提高服务质量。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大依法治税力度，

加强金融安全区建设。坚持建设与整治相结合的原则，以硬措施优化软环境，努力营造公

开公平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服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守信践诺的信用环境和

重商亲商的社会环境。

（二）加快推进体制创新，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建立管资产与管人、管事

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健全国有资本市场化营运机制。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大力发

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切实把

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建设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按照依法、规范、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合

理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深化财税、粮食流通、投融资、统计制度等配套改革。

积极培育要素市场，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深化金融改革，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发展产权市场，规

范产权交易行为。以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为重点，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场，优化土地

资源配置，使地产收益逐步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培育技术市场，推进科技成果商品

化、产业化。

加快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调整所有制

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把民有、民资、民营作为

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努力构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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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通过改制转化一批、招商引进一批、激活民间资本发展一批、扶持现有企业壮大一

批，做大民营经济总量。引导中小民营企业配套大工业、服务农业化和第三产业。打破行

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投资领域，给予国民待遇、实现公平竞争，促进民营经济快

速健康发展。

（三）全面实施 “科教兴市”战略，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振兴南充，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

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发展科技事业。

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政府积极推动的技术创新体系，共建产

学研中试基地，开展科研攻关和成果试验示范。坚持开发与引进相结合，着力解决制约我

市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技术，促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科技人员

领办、创办科技型企业。积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资源配置、成

果转化、风险投资机制，为技术创新与应用提供保障。

把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整合教育资源，扩大教育总量，深化教育改革，调

整教育结构和布局，着力推进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办

学现代化水平，建成一批示范学校。增加各级财政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投入，确保农

村中小学义务教育经费。鼓励、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积极发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大

力支持驻市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全面推进各个层次的继续教育，把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

把教育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构建学习型社会。

必须直面人才争夺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站高一步识人才，看远一步引人才，想深一

步用人才，加快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坚持以事业、感情和适当的待遇留人，用好用

活本地人才，积极吸引外地人才，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

人才和党政领导人才队伍。加快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和人尽其才的收入分配机制，从制度

上保证各类人才获得与贡献相适应的报酬。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尤其是作出了突出贡

献的优秀企业家和学术带头人，更要高看一格，厚爱三分，积极创造条件让其充分发挥聪

明才智。

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

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进一步搞好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安定提供强大动力和可靠保障。

（一）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

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

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建设，大力倡导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

规范。广泛开展热爱南充、建设南充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家园意识，使人们

以生长在南充而感自豪，以工作在南充而感骄傲，以奉献在南充而感光荣，做到同在一方

热土，共创美好未来。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市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发挥人民政

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巩固和发展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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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对台和侨务工作。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依

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进一步扩大

基层民主，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三）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文化优势是地区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环境优势。要坚持 “二为”方向和 “双百”方

针，发挥我市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地方特色文

化，努力创作高扬时代精神、富有艺术魅力、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不断提高南充的文化

聚合力和辐射力。积极发掘川北大木偶、皮影、灯戏、剪纸等地方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

发，建好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一批标志性文化基础设施，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和谐发展。大力发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和校园文

化，丰富和活跃全社会的文化生活。积极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资办文化的新机制，

支持发展有特色、有实力的文化产业。加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体育事业的改革步

伐，创新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坚持走出人才、出精品、出效益的发展路子。

（四）深入推进依法治市

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起来。继续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市民的法律素质，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推进政府

工作法制化进程，提高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整体效能。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支

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坚决防止和惩治执法、

司法中的违纪违法行为。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着力完善稳定工作防范机制，妥善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农民负担等方面的矛盾，把不稳定因素主

动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继续开展同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斗争。全面落实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实施社会治安整体联防工程，坚持集中打击、经常性打击和专项治理

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切实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和群众信访工作。抓好

安全生产，建立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健全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

的能力。

加强党管武装工作，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和双拥共建活动。充分发挥民兵、预备役人员

的经济建设、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骨干作用。

六、按照 “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凝聚全市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党。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创新

思路、健全机制、改进方法，按照省委确立的 “班长抓班子、班子带队伍、队伍促发展”

的思路，从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各级党组织

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坚持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头脑

要始终坚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兴起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新高潮，在深刻理解、全面把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

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上达到新高度，在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上取得新成效。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牢固树立科学

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努力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进工作，

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转化为工作的思路和对策，转化

为抓落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

风，争做勤读书、勤思考的模范，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不断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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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坚持和实践 “三个代表”的决定性因素。要按照为民、务实、

清廉的要求，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和增强团结为重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成为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坚强领导集体。认真贯彻 《干部

任用条例》，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及时选用群众公认、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大胆

启用肯干事、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干部。加大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和党外干

部的力度，选准配强 “一把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两推一

陈述”、公开选拔、考察预告、任前公示等制度，积极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试用期制、辞

职制、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和重要岗位轮换制度，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

化、制度化。各级党委要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核

心领导作用，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落实党的离退休干部政策，从政治上尊重、生活上关心

老干部，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三）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战斗力

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元化，加强党的基层组

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要突出抓深化、广覆盖、求实效，以实施 “三百

工程”为重点，扎实开展 “争当人民满意乡村干部”和争做 “爱民书记”活动。加强以村

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深化 “三级联创”，推进 “三村建设”。加强社区党的建

设，围绕 “五无”目标，努力构建社区党建新格局。继续开展机关单位 “评满”活动。积

极探索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为推进改革发展、

维护企业稳定提供组织保证。以 “党的先进性教育”和 “党员先锋工程”为载体，创新党

员教育、管理、监督和发挥作用的机制。积极慎重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通过加大基层党

建固本强基的力度，实现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党的工作，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健全组织的

目标，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

（四）大力加强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民风。要按照 “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 “两个务必”的要

求，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切实解决干部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作风建设，核心是牢固

树立群众观念，善解民意，善待民意，善待百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加强作风建设，根本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

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同那里的干部一道，努力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打开工作局面。

加强作风建设，重要的是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搞虚报浮夸的假政绩，不搞劳民伤

财的达标升级活动，不搞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加强作风建设，关键在坚持领导带头、“一

把手”带头，要求全市做到的，市委常委首先做到；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首先做到；要

求一班人做到的，“一把手”首先做到；要求人民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做到。通过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使全市党的作风有新的明显转变，使党群干群关

系有新的明显改善。

（五）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

迫性、长期性，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对任何腐败分子都要

严惩不贷。要进一步抓好领导廉洁自律、查处大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坚

持标本兼治，从容易产生腐败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入手，改革管理制度和动作机制，建

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认真执

行 《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对 “一把手”的监督，真正做到

２８２



　附录一　中共南充市代表大会报告选录　

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反腐倡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

取信于广大党员，取信于人民群众。

同志们！我们的事业任重道远，我们的使命光荣而艰巨。展望美好未来，我们信心百

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实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同心

同德，扎实工作，奋力开创南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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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图强　真抓实干
努力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

———在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王　宁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日）

同志们：

这次市委全委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

委八届四次全委会议精神；审议市委常委会２００４年工作报告；讨论 《中共南充市委关于贯

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意见》；总结２００４年经济工作，并就
２００５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作出部署，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饱满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唱响发展主旋律，打好开放主动仗，推进南充新一轮

的新跨越、新发展。

关于市委常委会２００４年的工作，已向这次全会印发了书面报告，请予认真审议；关于
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意见，也已向这次全会印发了讨论

稿，请认真修改。这里，我代表市委常委会，着重就南充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问题讲些

意见。

我就任南充市委书记两个多月来，一边着手研究分析南充市情，一边到县 （区）、农

村、社区和企业调研，采取多种方式与四大班子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以及一些干部群众

交换意见。在这个过程中，真切感受到了全市上下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各地各部门以及

广大干部群众竞相发展的良好精神状态，进一步丰富了对南充情况的感性认识，逐步形成

了对南充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理性思考。在此基础上，市委常委会于２月１８日进行了认真
讨论。今天，将这些初步认识和思考讲出来，再与同志们一起研究审定。

一、对市情和当前形势的再认识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对市情和形势的认识，是正确决策和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

础。总体判断是：目前南充正处于新一轮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

个时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尤其需要我们用忧患的意识、辩证的观点、

发展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认清主流，找准差距，明确思路，增强信心，促进新发展，实

现新跨越。

当前，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面临不可多得的机遇。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向好。

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全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加之国际国内市场融合、

资本流动和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进度加快，给我市拓展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政治机

遇千载难逢。总书记视察南充带来了最大的发展机遇。对此，中央和省上高度重视，十分

关心朱德故里建设，项目倾斜和政策支持相对集中。利用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之机，
完全可以乘势加快南充阶段性发展的步伐。三是政策走势总体有利。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深入实施，国家仍将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同时，中央高度重视解决 “三农”问题，

继续实施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之今年全省免征农业税，南充作为农业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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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大市和革命老区，在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的基础上，还可以争取到更多更大的投

入。四是在我国加入ＷＴＯ的后过渡期，纺织品等配额制度取消，有利于我市丝纺、服装等
有竞争力的产品扩大出口，促进传统优势产业尽快复苏。

同时，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近年来，南充城市变化较

大，发展较快，为加快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一是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建市以来，南充

历届班子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努力奋斗，取得了很大成绩，城乡经济增长，社会事业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２００４年全市ＧＤＰ突破３００亿元，增长１２８％，保持了较好的发展
势头。二是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经过多年努力，以嘉陵江梯级开发为重点的能源、水利项

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以高速公路为重点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以经营城

市为重点的大城市框架建设已见成效。三是产业发展也有一定的基础。农业方面，粮食生

产能力稳定，粮食产量增加，“五业经济”初具规模。工业方面，炼化总厂等一些优势企业

快速成长。三产发展亮点突出，五星黄金商圈日益兴旺。四是有人心思发展的思想基础。

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加快发展的热情高涨、精神振奋，人心思变、人心思进、人心思干、

人心思富。同时，我们南充有自强不息的革命老区精神，艰苦奋斗、革命到底的朱德精神

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这是推动南充发展新跨越的不竭动力。五是党建和

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近年来，通过 “争做人民好儿女”等活动的开展，涌现

出了雍宗满、范琼花等一批基层爱民书记、爱民干部的典型，促进了各级干部素质的提高，

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

另外，南充的比较优势突出，加快发展的潜力较大。一是区位优势明显。地处川东北

的中心，是成渝南三角经济圈的重要节点，辐射周边、传递左右的功能较强，有利于加强

区域经济协作。二是劳动力和市场优势明显。南充是全省第二人口大市，不仅人力资源丰

富，而且拥有较大的消费需求，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三是科教优势明显。驻市高校

密集度、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在省内仅次于成都，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都比较

完善，医疗卫生事业也较发达，文化底蕴较深厚。

但是，客观冷静地分析，实现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课题，落实总书记重要嘱托和省委新的要求给我们提出了

现实的考验，区域经济一体化引起区位相近市州与我们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我们面临的矛

盾和问题也非常突出。一是产业培育滞后。南充虽已初步形成大城市框架，但产业支撑力

弱，知名品牌少，更缺少大企业、大集团，全市纳税上亿元的企业只有１户，纳税上千万
的企业寥寥无几，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不强，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还不多。城市整体经

济实力弱，其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可谓有大城市的骨架，而无大城市的实力。二

是结构性矛盾突出。２００４年全市三次产业的结构为３２５∶３１１∶３６４，是 “三一二”结

构，这种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在全省２１个市州中只有４个。同时，我市第一产业的比重高出
全省１１２个百分点，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低９９个和１３个百分点，工业在产业结构中
明显处于 “短腿”地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全省低１３１个百分点。这种结构条件下的
经济增长 “含金量”不高，既不能创造更多的税收来增强政府的实力，也不能较快地带动

人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可以肯定地讲，这种结构不改变，南充是富不起来的。三是经济发

展差距拉大。近些年来，我市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与省内较发达

市州的差距不断扩大。２００４年，全市工业增加值仅有 ６６６４亿元，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
２１７％，比全省低１１３个百分点；全市ＧＤＰ总量３０７亿元，居全省第６位，但按公安户籍
人口计算的人均ＧＤＰ仅为４２５８元，占全国人均的３９％、全省人均的５５％，列全省倒数第３
位。这与南充在全省所处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四是政府财政十分拮据。地方财力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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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量极不匹配，也与事权责任不相称。２００４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８３８亿元，增速
３５％，增速列全省倒数第一，而一般预算支出却高达４０６９亿元，主要靠上级补贴和转移
支付维持基本运转和收支平衡。且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个别县 （区）保稳定、保运转的压

力大，相当一部分乡镇运转困难。这已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作用的正常发挥。五是困难群

体比重较大。２００４年全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７０２８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４５元，分别比
全省低５０２元、２３５元。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人民生活水平还不
高，特别是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失地农民和部分城市低收入居民生活艰难。六是干部思想观

念有待进一步更新，工作作风有待进一步改进。少数干部思想保守僵化，墨守陈规，不能

有效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惯性思维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较好地树立市场化配置和

依法按制度办事的理念，开拓创新、真抓实干的精神不够，服务质量还不够高，影响了我

市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形象。极个别干部以权谋私，廉洁自律意识不强。一些地方、行业、

部门安全生产的隐患尚未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还在聚集且已经显露，社会治安状况

仍需进一步改善，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非常艰巨。

总的来看，南充的发展还相对滞后，问题困难比较多，但也具备了新一轮加快发展的

基础。面对东部大发展、中部大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全省各市州你追我赶、

竞相发展的逼人态势，南充必须作出新的抉择。不发展要落后，发展慢了也必定落后，长

期落后必将失去人民群众的认同，丧失执政的群众基础。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旗

帜鲜明地把加快发展作为南充一切工作的主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一步增强不进

则退、慢进落后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增强奋起直追、奋勇争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心一

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奋力推进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

二、２００５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
基于南充市情和面临的新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发展总的指导思想和奋斗

目标是：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

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八届四次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着力推进 “三个转变”，奋发图

强，真抓实干，努力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实现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

发展。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奋斗目标的确立，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重

视和支持，是对南充历届班子好思路、好做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四大班子领导同志的集

体智慧和共同意见。当然，这个目标还仅仅是一个初步意见，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还

需要全市干部群众共同来丰富和完善，共同来付诸实践。

理解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这个目标，一是要把握前瞻性。在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

发展中，往往存在某一发展最快的点。这一点，与其关联产业、行业实现链接互动，就会

成为带动区域内其它部分发展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就是区域中心城市的主要承载体。在

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如果南充不抢占先机，不仅传统中心地位将被取代，而且在未来

发展大格局中也将处于被动。二是要把握艰巨性。南充与相邻几个市相比，经济总量不及

达州，发展速度不如广安，区域中心不能自封，要靠综合实力，必须付出 “人一之、我十

之”的艰苦努力。三是要把握可行性。南充占有总书记的关怀的天时，享有率先迈入大城

市行列和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利，更得７２６万人民上下一心、团结奋进的人和，只要我们锲
而不舍，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美好蓝图就一定能够变成现实。

（一）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推进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必须力求实现

“三大突破”

１城市经济要在产业支撑上求突破。要把南充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川东北区域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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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决定因素是能否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大的突破。尤其是城市经济必须要在产业支撑上求

得突破，才能避免城市产业 “空心化”趋势，实现产业充实与城市建设的良性互动，使城

市发展具有产业支撑和可持续性。要按照 “培育产业，调整结构，增强实力，完善功能，

提升形象”的思路，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培育产业，就是要培育若干个有支撑能力的主导

产业，使产业的规模、质量与城市人口、面积相适应。调整结构，就是要加快发展工业，

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增强实力，就是要以产业壮大来实现产业增规模、

上档次、创品牌、出效益，以增强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完善功能，就是

要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布局、配套设施、规范管理，增强城市在促进产业发展和宜于人居

方面的整体功能。提升形象，就是要把南充建设成为创业的热土、人才的摇篮、开放的窗

口，扩大城市知名度，增强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

一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改造好、利用好传统产业，是我市加快工业发展的一大

捷径。要用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要认真研究，科学分析，找

准传统产业潜力所在和市场需求的供需平衡点，尽快将其推移至生产可能性边界。要加快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股份多元化，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机制创新。特别要

发挥后发优势，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丝纺、服装、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

加快贤成嘉纺、六合、保宁醋等重点企业技术改造步伐，使传统产业尽快焕发新春，形成

现实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真正的丝绸纺织之乡、服装之城。

二要切实做大做强优势产业。要把工业 “短腿”做大做强，就必须发挥比较优势，抓

好龙头企业的规模扩张。要大力支持炼化总厂实现１００万吨原油加工能力、东风汽车有限
公司形成３万台重型车生产规模、嘉陵江九级航电开发尽快投产。要抓好重点企业提速增
效，着力支持和培育一批纳税千万元的骨干企业。在此基础上，抓好优势产业的整合配套

和产业链条的配套延伸，建设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和产业集群。要通过大企业、大集团的

培育壮大，使石油化工、汽车汽配、水电能源、建筑材料和食品医药等产业成为南充经济

发展的强大支撑。

三要努力实现产业创新。注重发挥驻市高校作用，加强产学研合作，着力构建转化平

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要强化政府激励措施，积极支持驻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开发

如油田化学处理剂等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品，将石油化工、生物制药等科研优势

转化成南充的现实生产力和产业品牌。要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发展无污染或低污染

的新兴产业。针对我市人口总量大、待业人员多的实际，既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支

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四是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在农产品加工、产业协作配套、增加就业岗位

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的 “瓶颈”，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

快引导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在政策措施和支持力度上都要有所突破，做到 “非禁即

入”，加快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发展。

五是加快工业集中区建设。结合南充城市规划和功能完善，迅速启动工业集中区的规

划论证，在科学规划论证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工业集中区建设必须坚持统一、规范、有序

和市场化经营的原则，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尽快为外来企业入驻、为现有企业扩张搭建

平台、提供载体。要着力在土地征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优质服务上下功夫，努

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强工业集中区招商引资吸引力。

２农村经济要在农业产业化上求突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以抓工业的理念
抓农业产业化，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努力打造农村经济发展的坚实载体。

一要以农产品加工和机制创新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开发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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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畜牧业、果业、薯业、蚕业、竹业等为主的特色农业，促使其上规模、上档次。带动４
个百万头生猪大县、“百里绿色种草养畜长廊”、１００个优质蚕茧、水果、粮油基地的迅速
扩张，推行标准化生产，打造一批知名绿色品牌。创新机制，引进企业和业主，在我市现

有产业化经营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探索农民入股等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式，实现公司、

农户 （协会、合作组织等）、基地利益的实质性链接，调动利益主体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推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

二要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必然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推

进农民素质和组织化程度提高，也同时促进龙头企业产生、发展和壮大。其结果就推动了

农村工业化发展。当前，加快农村工业化的重点是要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企业，培育、壮大

一批基础雄厚、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能力，延长

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

三要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必

然结果。要科学规划并加快城镇建设，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乡镇企业及其它中

小企业向城镇集聚，带动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的繁荣，为城镇化奠定产业基础。通过产业的

集中带动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的聚集，促进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同时，还要依托产业

搞好农民新村建设。

四要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助农增收。发展以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股

份合作经营为主要模式的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经济人才队伍，是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

主要形式。近年来，我市在土地流转、合作经营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创新了 “四

种模式”，应认真总结完善并积极推广。要积极探索股份合作经营新模式，倡导农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在龙头企业入股、参股、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增

加农民的收入。

五要以劳务开发为抓手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继续把劳务开发作为促

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输出组织化程度。继续实施 “百万农民

工培训工程”，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变 “民工”为 “技工”，变 “务

工”为 “创业”，确保劳务开发数量、质量、效益再上新台阶。要创造良好环境，切实保

护务工者的合法权益。

３第三产业要在扩规模上水平增辐射上求突破。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结构得
以优化且产业间实现良性互动后，区域中心城市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第三产业的竞争。要

将南充由传统的物资集散中心打造成川东北商贸、物流、金融和文化中心，就要依托人气

旺、商机多、市场大的优势，促进第三产业上档升级，扩大规模，提高水平，增强辐射力。

一要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以交通体系为依托，打造连接成渝、辐射周边的大物流通

道，构建成—南—渝物流准三角区。要加快发展第三物流，扶持壮大流通骨干企业，降低

物流成本，激活消费需求。打造 “黄金商圈”，建设和完善专业市场，加快发展以电子商

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为主的现代物流业，增强辐射力和竞争力。

二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整合资源，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大力发展通信、金

融、保险、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大力发展教

育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着力培育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社会影响力的教育文化产

业集团。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生产要素，产生 “洼地”效应。

三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南充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的人文、自然资源丰富。加快

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南充潜力巨大的现实增长点之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创新、

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合作与促销等方面实现新突破。着力打造阆中古

８８２



　附录一　中共南充市代表大会报告选录　

城、将帅故里、三国文化和嘉陵风光四条特色旅游线。依托 “川陕渝红色旅游区”，抓住四

川被国家确定为红色旅游合作开发唯一试点省份的契机，力争将朱德故里建设成为全国一

流的红色旅游胜地。

（二）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推进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必须把握 “三

大关系”

１必须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着力打造开放南充。南充的发展任何
时候都要依靠自身的艰苦奋斗，但是，处于起跑阶段的南充经济，要加快发展，实现跨越，

仅靠自身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大量的外来要素投入，不可能实现南充的大发展，

必须善用上级之力、政策之力、开放之力、外来之力，加速资本积聚和集中，借力发展。

开放、再开放，是南充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必须选择。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打造开放南充。一要有主动开放的意识。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推

进对外开放，更加主动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内外兼顾，先人一着，变内陆弱势为新

的开放强势。强化富有时代性的开放理念，既在思想认识上解放思想，更在工作实践中解

放思想；既注重引进，又注重服务；既讲承诺，更讲诚信。以开明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

二要有正确的开放策略。要强化项目是载体、产业是支撑的认识，加强载体建设和项目库

建设。要立足南充，融入成渝，加强与成都、重庆和周边市州在资源、产业和市场的互动

融合，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要招引江浙和沿海，充分利用对口帮扶的契机，加大对浙

江、江苏等重点地区的招商力度，深入研究其经济特点和资本流向，加强与长三角、珠三

角等重点经济区的交流合作，努力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新格局。特别是要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真诚务实的态度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三要有务实的开放举措。

把打造开放南充落脚到提高对内对处开放的实效和水平上，切实优化投资环境，对重点招

商引资企业，要以优质的服务、优惠的政策给予足够的支持，营造人人、事事、处处都是

南充形象的良好的氛围；切实创新招商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招商活动，全力抓好项目的

跟踪落实，强化招商引资的激励约束，提高履约水平，增强招商引资实效；大力实施 “走

出去”战略，扩大南充产品和服务的影响力。

２必须正确处理好市与县 （区）的关系，着力壮大县域经济。“郡县治，天下安”。县

（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重点组成部分，只有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才能为整

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证。兴市之基在于强县。实现南充新一轮的新跨

越、新发展的主战场在县 （区），主力军也在县 （区）。我们要高度重视县 （区）经济，充

分认识县 （区）经济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既要调动一个积极性，更

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九个积极性，要工作重心下移抓县 （区），市、县 （区）联动促发展。

市级各部门必须以服务县 （区）为已任，面向基层，强化服务，绝不允许因部门利益而影

响县 （区）经济发展。各县 （市）区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培育壮大特色经济，做大做

强特色产业，努力建设以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的县域经济，不断增强综合实力，敢于在全

市乃至全省争位次、比高低，走出一条强县富区、兴市裕民的新路子。要强化激励约束，

建立完善相关的绩效考核办法，促使各县 （区）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进一步

理顺市、区两级责权利的关系，科学合理地划分权力、明确责任、规范利益。高度重视乡

镇工作，关心乡镇干部。乡镇工作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新形势，振奋精神，发展经济，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群众，固本强基。

３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着力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南充经济又快又
好地发展，既要注重速度和效益的同步提高，城乡、工农的良性互动；也要注重经济社会

的全面进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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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

成果。一要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贯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加大培训，落实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就业和

创业的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逐步缓解就业压力。继续搞好 “两个确保”和 “三条

保障线”的衔接工作。着力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二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切实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

加强大文化建设，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体制改革创新，特别要重视农村

公共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积极推进基层卫生工作，改善乡村卫生医疗条件，启动和逐

步扩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三要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坚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注

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把生

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保持一方青山、一江绿水，努力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好南充。

（三）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推进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必须以实现仪陇

两年内面貌有大变化来推动南充大发展

努力把仪陇的政治机遇转化为发展机遇。总书记视察南充时作出了 “要把朱德故居保

护好、把朱德故里建设好”的重要指示，省委将南充作为全省经济发展总格局中的一枚重

要 “棋子”，并明确了 “解决好仪陇人民生产生活困难，实现南充面貌巨大变化，创造老

区全面发展的典型经验”三项重要任务。这既是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是难得的政治机遇，

更是我们的行动纲领。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人们对朱德同志的崇敬爱戴之情转化为推动仪陇

发展的强大力量，把总书记的特殊关怀转化为加快仪陇发展的实际行动，举全市之力，集

全市之智，推动仪陇大变化、促进南充大发展。

要抓紧干好七件事。一要抓好朱德故居保护与建设。按照 “打造精品，朴实大方”的

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造好核心景区，使朱德故居纪念园成为红色旅游景区的精

品。二要抓好人饮解困工程。这项工程事关老百姓的疾苦，要按照 “规划科学、建管统筹、

机制健全、长期受用”的要求，扎扎实实干好，确保明年６月底前全面完成２６万人饮解困
工程、骨干水库渠系配套工程和仪陇新县城水厂改扩建工程。要善于总结经验，形成可持

久的好机制，使仪陇人民彻底摆脱祖祖辈辈饮水难的困境。三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是 “两路一桥”，要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底前完工。同时，抓好新政
电航工程、乡村路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为仪陇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四要抓好县城搬

迁。要用新观念、新机制、新作风搞好县城搬迁，力争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底前建成４平方公里的
主城区，确保新县城如期接纳参加纪念活动的四方嘉宾。五要抓好扶贫开发。抓住我市被

定为 “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扶贫试验区”的契机，引进业主和企业，培育助农增收的长效产

业。同时，进一步抓好农民工培训，开展定向、订单输出培训，推动劳务输出。六要加快

推进仪陇对外开放的步伐。紧紧抓住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的契机，以开放的胸襟、开明
的态度、优良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产业培育，促进经济发展。七要抓好基层

党建，推进基层党组织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党支部和党员的战斗力。

要以仪陇的大变化推动南充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两年仪陇的发展就是南充发

展的重要兴奋点之一，就是南充向外界展示形象的窗口。要按照省委学忠书记的最新指示

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认识，强化举措，全力把仪陇建设成产业突出、群众富裕、

社会安定、机制新颖的新县城。要以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活动为动力，促进南充城
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围绕 “完善功能、提升形象”，在巩固、完善、提高上下功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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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增强中心城区的辐射力；加快城市功能配套设施建设，在充

实产业的基础上，培育城市经济自主增长的内生机制；加快城市特色风貌建设，全面提高

市民素质，增强城市对外美誉度。力争用两年时间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国家级园林城市、

国家级环保模范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省级文明卫生城市五大城市品牌，提升城市价

值，推动经济发展。

三、关于保障措施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新任务对我们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全市上下必须以新

一轮的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机制大转换、对外大开放，以更加求真务实的作风，艰

苦奋斗，真抓实干，奋力推进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

（一）解放思想，创新理念，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深厚的力量源泉。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是加快南充发展的先决条件。实现新跨越，思想必须先跨越，理念必须先创

新。要坚持与时俱进，着眼于 “干”。把加快发展作为解决南充一切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坚

决克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懒惰思想，不等待，不依靠，干中争，争中干。要坚持科学

发展，着眼于 “创”。南充要从西部的 “西部”凸现出来，必须破除增长等同于发展和追

求眼前政绩等落后思想，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敢于挑战现状，改

变现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打破常规，勇争一流。要坚持市场导向，着眼于 “转”。要

从过去的主要依靠资源转到主要依靠市场，从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转到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上来。只要我们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凝聚力

量，在凝聚力量中形成合力，就能增强全市人民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形成发展的强大

动力。

（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要

始终饱含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亲近群众，不要疏远群众。视人民为父母，甘当人民的

公仆，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做到与群众心心相印、心

心相连，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始终从人民群众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做起，关心群众，

不要漠视群众。凡涉及群众利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为政之

要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要从群众最现实、最具体、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把

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使他们获得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的切身

利益。要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利益出政策、定措施，代表群众，不要悖离群众。我们要把

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凡是不能使绝大多数群众受益的事情坚决不做，凡是得不到绝大多数

群众理解支持的政策决不出台。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尤其要妥善处理劳

动关系和纠纷，使各项政策措施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更好地引导、保护和发挥最

大多数群众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性。这些工作做好了，就有了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坚

实的群众基础。

（三）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创造一流的政

务环境。新一轮区域发展的竞争，已体现在各级政府营造发展环境上。我们要按照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着力打造优质高效、宽松和谐的政务环境。一是努力营

造风正心齐的领导环境。领导环境是最大的环境。领导环境好，团结和谐，步调一致，地

方的小环境不好也会逐渐好起来。要坚持和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及其他各类

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理顺工作关系。四大班子要和衷共济，精诚

团结，共谋发展，共创新业。各级党委要给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的同志，营造一个有用武

之地而无后顾之忧，有苦练内功的动力而无应付内耗的压力，能够专心去谋事而不必分心

去谋人的良好氛围，让大家发展有空间，创业有机会，把人们的心思和精力引导到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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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和发展上来。二是努力营造近悦远来的服务环境。

没有效能的政府是没有竞争力的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善于

运用市场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活动。改进服务方式，着力强化 “发展第一、效

率和服务也是第一”的思想，大力倡导高效、文明、求实的工作作风，以更高更快的工作

要求和工作效率，为企业、投资者和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三是努力营造行政的

法制环境。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提高

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和

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和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对那些不依法按制度办事、破坏发展环境的

人，要坚决查处。四是努力营造亲商敬商的人文环境。大力倡导崇尚创造、追求创新的精

神，努力营造一个支持创业、敢于创业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个在南充发展的人真正感到创

业顺心、生活舒心。

（四）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造就一支廉洁高效、勤政

务实的干部队伍。要按照省委 “举旗帜、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的要求，结合当前开

展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

一要深入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促进干部作风转变。各级党委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把这项活动作为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事抓紧抓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扎实推

进，要紧密联系实际，找准突出问题，注重实际效果，使之真正成为人民满意工程，有力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要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

的顺利开展，达到 “人人有触动、人人受教育、人人有提高、人人有变化”的目的。通过

先进性教育活动，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做到工作扎实，作风深入。各级干部思想作风要求

真，工作作风要务实，生活作风要从严。倡导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讲得好不如干得好；做

事实干不浮夸，做人低调不张扬。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发无实际意义的文件，

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议；坚决克服浮躁心理、飘浮作风，一定要深入群众，讲实话，办实

事，求实效，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注重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培养选拔干部。用好一个干部，就

是树立一面旗帜，表明一种态度。我们应该做到，让开拓者无悔，让实干者无怨，让公正

者无畏。一句话，就是要用那些愿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有能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并得到人

民群众认可的干部。要严格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建立科学的 “一把手”选配考评体系，

真正把党性最好、能力最强、作风最正、对人民群众最有感情的干部，选拔到县 （市）区

和市级部门 “一把手”的岗位上来。要把党政主干线作为培养选拔干部的主渠道，把经济

建设第一线作为锻炼干部的主战场。要把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公道正派的优

秀干部，推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在加快发展、造福人民的主战场上经受考验，创造业

绩，锻炼成长。

三要标本兼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

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切实抓好反腐倡

廉工作。各地要结合实际，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刹住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办企

业、收钱送钱、跑官要官和参与赌博等歪风。各级领导干部一定始终牢记 “两个务必”，常

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顶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既要干事、又要

干净，既能干成事、又要个人不出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

（五）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发展是硬

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要更加重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

点问题。集中力量有重点地加以解决，特别是要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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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涉法涉诉上访等突出问题。要更加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对当前稳定工作面临的新

情况、新问题，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充分发挥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依

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切实

推进平安南充创建活动，将活动深入到乡村、社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把各种矛盾化解

在基层。要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去年，我市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且隐患仍然存在，说明我

们在安全生产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要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 “一岗双

责”，重基层、抓基础，将源头管理、过程监控、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置的职责落到实处，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构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同志们，机遇促人奋进，目标催人攀登。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奋发图强，真抓实干，推进南充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为建设川东北区域

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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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南充
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王　宁
（２００７年２月３日）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市实施 “十一五”规划、推进发展新跨越

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实干

兴业，实干富民，为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现在，我代表中共南充市第三届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一、过去三年的工作回顾

市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三年，是南充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三年。特别是２００４年８月，
胡锦涛总书记亲临南充视察，作出了 “一定要把朱德故居保护好，一定要把朱德故里建设

好”的重要指示，这是南充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２００６年春夏，全市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
旱灾，这对我们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三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市委团

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迎接挑战，知难而进，胜利完成

了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过去的三年，是我市综合实力提升较快、城乡面貌变化

较大、群众得到实惠较多的时期。

三年来，我们集中精力抓产业培育，经济实力不断增强。２００６年，全市生产总值和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达３９６５亿元和１１３亿元，年均增长１３％和１６９％。产业结构得
以调整，第二产业比重提高９２个百分点，２００５年实现二产超一产的 “拐点”突破，２００６
年二产又超三产，三次产业比为２７９∶３８９∶３３２，这标志着南充经济开始步入结构升级
的良性发展轨道。工业支撑力明显增强，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增加值、利税分别比

２００３年增长２２倍、２３倍、１７倍。特别是市和各县 （市、区）集中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

展，推动了工业的集聚发展和整体效益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局良好，突出 “一水

二路三产业”的阶段性建设重点，农业基础条件得到改善，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专合组织发

展势头良好，农村税费改革稳步推进，带动了农民脱贫增收。成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起步，第三产业快速发展。２００６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６４５亿
元，年均增长１５３％。招商引资取得突破，共引进项目１２１０个、到位资金１２８６亿元。新
增自营出口企业５９户，出口创汇年均增长１１４％，成都海关驻南充办事处顺利开关。

三年来，我们真心实意解决百姓疾苦，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２９０１元和８６７１元，年均增长１２６％和１０４％，城乡居民储蓄余
额年均增长１６４％。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就业再就业培训及援助积极开展，新
增就业人员２１３万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得到有效解决，９８万平方米拆迁还房全部完
工并顺利回迁。扎实开展机关干部万人结对帮扶构建和谐社区活动，帮扶贫困对象达２７
万人。全面落实惠农政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两免一补”政策惠及学生９３４万人，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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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直补资金、全部免征农业税及附加共３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参合农民达到
２６６８万人。升钟库区三年扶贫开发计划启动实施，困扰库区人民多年的生产生活困难逐步
解决。仪陇、南部、阆中等县 （市）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示范点工作取得实效，农村绝

对贫困人口由７２万人下降到５５万人。三年共解决农村５４万人饮用水困难，改建新修农
村公路３１２７公里，农村饮水难、行路难等问题得到缓解。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
大改善。

三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实施项目攻坚，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启动建设了一批事关南充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０５亿元，年均增长２０２％。高坪机
场、南广 （安）高速等建成营运，嘉陵江南充段九级航电开发中６座电站开始投产发电，
嘉陵江三桥、绕城高速公路西段、南渝高速等即将竣工，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兰渝铁路、四川核电站、南广 （元）高速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城乡电网改

造基本完成，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稳步推进，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３４４％。２６万人饮工程、
朱德故居保护、“两路一桥”建设等 “九件大事”圆满完成，实现了省委 “仪陇两年大变

化”的要求。南门坝生态公园、南北进出口通道等６０多个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完工，城
市功能逐步完善，城市形象得以提升，建成区面积达５７４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７０万人，
成为全省 “十一五”规划有条件迈向特大城市的四个城市之一。

三年来，我们坚持不懈抓好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支持和保

证各级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切实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和代表工作，人大制度建设取得

了新进展。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积极推进，各级政协组织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人民团体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党管武装得到加强，民兵预备役工作整体推进。大力

推进依法治市进程，全社会民主法制意识普遍提高。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动积

极化解各类突出矛盾，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以 “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全面推进，宣传思想工作、舆论引导工作和公民道德建设不断加强。教育资源整合初见成

效，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较快发展。科技推广

力度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文化精品创作成效明显。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农村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残疾

人和老龄等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等基本国策得到有效落实。

三年来，我们扎实有效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

成效明显，群众测评满意率达９７４％，涌现了蓬安县中坝村等全国、全省先进典型。深入
开展 “三满意”活动，构建了基层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得

到增强，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全面推行民主管村 “四权”模式，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

建设。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县

乡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加

大。深入开展典型案件警示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得到增强。源头治理进一步加强，

行业不正之风得到及时纠正，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大为好转，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

满意度和信心度大为提高。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总量仍然较小，

与发达地区差距大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产业支撑力仍然不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农业产业化推进较慢，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较大；城市就业形

势仍然严峻，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社会公共安全保障程度亟待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治

安状况还不满意；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素质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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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问题和矛盾，必须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切实加以解决。

从三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积累了经验，也深化了认识，深切地体会到：

创新思想理念是发展先导，必须坚定地突出 “一手抓产业培育促进发展、一手抓解决

百姓疾苦促进和谐”的工作重点。我们针对产业培育滞后是南充发展最大症结的实际，突

出 “两手抓两促进”的工作重点，积极实践 “产业是支撑、项目是载体”、“开放再开放”、

“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维护社会稳定就是政绩”等理念。实践证明，这些思路和举措，符

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南充实际，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并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效。只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思路，解放思想，创新理念，就能做到

决策更科学，施政更理性，不断开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

造福南充人民是最终目的，必须自觉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们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始终带着感情和责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群众信任和期盼之时，让人民群众得

到了更多的实惠。党的力量在于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我们在加快发展中造福

百姓，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就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获得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抢抓历史机遇是重大使命，必须努力地把难得的机遇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能

集中力量办好多年想办而没有条件办成的大事实事，关键在于紧紧抓住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
周年纪念的机遇，实现了借时借力借势发展。实践证明，认识机遇是一种眼光，抢抓机遇

是一种能力，丧失机遇必然延误发展。只有善于抢抓机遇、转化机遇，才能把握发展主动

权，推进发展新跨越。

建好干部队伍是坚强保障，必须突出地抓好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干部队

伍建设决定着党的事业成败。我们大力倡导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讲得好不如干得好”，注

重在 “两手抓两促进”主战场上培养选拔干部，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广

大党员干部成为攻坚克难的中坚力量。在新的发展阶段，只要我们永葆党的先进性，提高

执政能力，就能担负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重任。

同志们！三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团结拼搏，共谋发展，一起付出艰苦的努力，也共同

分享成功的喜悦。南充发展改革的每一项成就，都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都饱含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水，都凝聚了社会各界的

智慧和力量。在此，我代表中共第三届南充市委，向为南充改革发展稳定作出贡献的同志

们，向关心支持南充建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二、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充迎来了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面对未来，我们发展

的外部环境更加有利。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加速，发达地区产业升

级和资本外溢，有利于我们承接产业和技术转移；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

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深入实施，有利于我们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面对未

来，我们发展的基础条件更加具备。南充正朝着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目标迈进，交通、通

信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产业培育初见成效，经济结构明显优化，发展后劲不断增强。面

对未来，我们发展的思想氛围更加浓厚。全市上下人心思进的要求日益强烈，创业致富的

热情日益高涨，加快发展的信心日益坚定。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南充，可谓天时、地

利、人和齐备。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南充，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时代赋予我

们的庄严使命。

当前，南充正处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既面临着在发展滞后的基础上推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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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矛盾凸显的形势下促进社会和谐的双重压力，又担负着转变增长方式、加强自主

创新的双重任务，还要应对与发达地区缩小差距、与周边地区竞相发展的双重竞争。区域

竞争不会给落后者留下足够的成长空间，科学发展将考验执政者的能力与水平，历史机遇

只青睐有备者的创业热土。我们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清新形

势，抢抓新机遇，增创新优势，实现新跨越！

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 “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南充”的主题，突出 “一

手抓产业培育促进发展、一手抓解决百姓疾苦促进和谐”的重点，切实加强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构建川东北

区域中心城市进程，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实的基础。

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

———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要努力实现高于 “十五”期间平均增长速度，高

于全省同期平均增长速度。到２０１１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７００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突破２０亿元。新农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建成以石油天然气为重点的西部新型精
细化工基地、西部重卡生产基地和西部丝纺服装生产基地。

———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基本奠定川东北产业集聚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科教文卫

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的区域地位，基本建成嘉陵江中游生态屏障。创建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城乡绿化覆盖率、城镇污水处理率大幅提

高。城镇化水平达到３８％。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力争比２００６年

提高４０％以上，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卫生和环境等生产生
活条件有较大改善。切实解决好收入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

———社会发展进一步和谐。社会就业状况明显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城乡低

保、城镇养老和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更加健全，社会管理更加有序。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文明程度和全民思想道

德素质进一步提高。

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将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南充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坚持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并重点把握好以下原则：

———始终把又好又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发展的着力点转

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真正做到好中求快、又好又快，推动我市经济社会真正步入科学

发展的轨道。

———始终把完善体制机制作为强大动力。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下决心研究解决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向改革要发展空间、

要发展动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始终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基本目标。更加关注贫困和弱势群体，向群众提供更优的

公共服务和更多的公共产品，更加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价值取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让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群众

的检验。

三、努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未来五年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南充的首要任务。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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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立足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

协调，不断在产业培育上取得新突破，在中心城市建设上开创新局面，在改革开放上迈出

新步伐。

（一）强化产业支撑，增强区域竞争的经济实力。培育产业是南充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也是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决定因素。要毫不动摇地实施 “产业兴市、工业强市”战略，

坚定不移地走突出抓产业、重点抓工业的路子，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通

过壮大产业规模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加快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集聚。产业兴关键在工业强。必须切实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着力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和龙头企业倍增 “两个计划”，坚持做强做大现有企业与招引外来企

业相结合、培育大企业与发展中小企业相结合、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相结合，促

进工业大发展，力争到２０１１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销售收入９１０亿元、工业增加
值２９０亿元、利税３８亿元。要壮大工业支柱，做强做大石油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和
农产品加工等四大支柱产业，形成 “四个百亿产业”；支持南充炼化总厂、南充东风汽车公

司等重点骨干企业做强做大，形成 “两个百亿企业”。要加快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约集群

发展，真正把工业园区建成产业集群基地、科技创新平台和优先发展区域。重点规划建设

城南、城东服装工业园区和石油天然气精细化工产业区，形成丝纺服装产业集群和石油天

然气化工产业集群；支持各县 （市、区）建好各自的工业园区。同时，要抓好传统产业的

技术改造和工业企业节能降耗，确保完成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２０％的约束性指标。
加快以改善基础条件为前提的新农村建设。南充是农业大市，任何时候都必须高度重

视 “三农”问题。要按照中央 “二十字”方针，坚持 “产业强村、科技兴村、龙头帮村、

生态建村、支部带村”的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要突出 “一水二路三产业”

的阶段性工作重点，切实抓好农村安全饮用水、农村道路、农田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

施建设，基本解决全市２２０万农民饮水困难问题，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和农村沼气化，为
发展优质特色产业创造条件。要突出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

科技为支撑，以龙头企业为带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和农民的

组织化程度，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建设粮油、畜牧、果品、蚕桑等优势产业基

地，推进特色农产品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大力实施蚕

桑 “百万工程”。增强顺西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示范区等典型示范带动效应。发挥农民的主

体作用，培育现代新型农民。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做强劳务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切实搞好升钟库区扶贫开发，促进贫困

人口增收脱贫。

加快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南充是川东北的商埠重镇，商机人气兴旺，旅

游资源独特，发展三产优势明显。要抓住全省建设新五大旅游区的契机，围绕 “源远流长

嘉陵江，千年绸都南充城”的主题，整合阆中古城、将帅故里、三国文化、嘉陵风光等旅

游品牌，打造嘉陵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精品，把南充建成全国性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产业

打造成我市新的支柱产业。要围绕构建成渝南物流准三角区，着力培育现代物流产业，积

极发展金融保险、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建成医药、食盐、烟草物流配送中

心，基本形成与区域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要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城乡

居民消费能力，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培育和扩大休闲旅游、文化娱乐、运动健

身等消费热点。

加快以发展产业为依托的重大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是提高区域经济成长性的重要载体。

对于欠发达的南充来讲，更要坚持以项目带动投入、促进发展。着力抓好 “一站、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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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干线、九级航电”建设。“一站”即一座核电站，争取四川核电站立项，做好前期工作，

创造开工条件。“三基地”即三大产业基地，依托天然气资源引进开发项目，努力建设西部

新型天然气精细化工基地；依托南充东风汽车公司新上３万辆重卡项目，努力建设西部重
卡生产基地；依托服装工业园区形成５０００万件 （套）生产能力，努力建设西部丝纺服装生

产基地。 “五干线”即五条交通干线，积极争取兰渝铁路尽早开工和南广 （元）、南巴

（中）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支持达成铁路复线、南渝高速公路建成营运。“九级航电”即嘉

陵江南充段九级航电开发，尽快形成集水电能源、内河航运、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嘉陵江特

色产业带。通过加快重大项目建设，为大产业的发展和大企业的进入创造良好条件。

（二）构建区域中心，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构建区域中心城市是解决南充城乡二元

结构突出矛盾的有效载体。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良性互动，

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吸纳、辐射和聚合功能。

提升城市魅力，增强中心城市的吸纳功能。城市魅力是城市竞争力的内涵所在。要以

环境魅力吸引人，突出 “千里嘉陵绕南充”的特色，加快城市生态建设，提升环境质量，

重点抓好嘉陵江沿岸景观塑造和西河环境整治，凸显南充的山水园林城市风貌。加强城市

管理和城市美化、绿化、净化、亮化工作，确保城市秩序和市容市貌良好，营造最佳的人

居环境。要以人文魅力吸引人，依托千年绸都的深厚人文底蕴，提高市民整体文化素质和

文明程度，培育城市精神，形成开放度高、包容性强的城市人文气息。要以品牌魅力吸引

人，巩固创优成果，积极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进一步扩大城市

知名度和美誉度。把南充建设成为近悦远来、宜居宜商的城市，让外来者倍感舒心、让创

业者倍感信心、让居住者倍感安心。

优化发展布局，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按照全省 “十一五”规划建设特大城市的

要求，抓紧做好第七次城市总规修编工作，不断优化功能分区，形成 “以江为轴、拥江发

展”的新格局。合理布局工业发展区域，积极引导和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加快以枢纽型、

网络化为重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现代信息交流体系，构建

外接内连的市域交通网络体系和水陆空区域性立体交通体系，巩固和提升南充交通通信枢

纽地位。要以南充中心城市为主导，促进大中小城市和重点中心镇协调发展，形成布局合

理、发展协调的新型城镇发展格局。

发展县域经济，增强中心城市的聚合功能。兴市之基在于强县。只有壮大县域经济，

才能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聚合功能。各县 （市、区）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做强做大县域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努力建设以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

的县域经济，不断增强综合实力，走出一条富县强区、兴市裕民的新路子。各中小城市既

要成为县域经济中心，又要成为中心城市的支撑点和传动极，促进各类要素的双向合理流

动，努力形成互动共融、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

（三）推进改革创新，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南充发展的动力在改革开放，进步的

希望在自主创新。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

济发展富有生机、充满活力。

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我市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边界，规范政府行为和

运行程序，进一步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

增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增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进要素

市场改革，积极培育劳动力、技术、土地、产权、信息等要素市场，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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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着力扩大对外开放。开放再开放是南充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引资引智结合、

对内对外并举，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扩大对外开放。抓住 “外资西进、内资西移”的

机遇，主动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协作，加强与发达地区和大企业大

集团的合作。探索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要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

重要突破口，以硬措施治理软环境，以主动、规范、优质、高效的服务，营造良好的政务

环境，形成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聚集的 “洼地”。

着力加强自主创新。科技是自主创新的动力。要加强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充分

发挥南充科教人才资源优势，加强市校、校企合作，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和校

企合作产业示范基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积极培

育创新型企业，支持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既要积极引进、借牌发展，又要吸收再创新、

创牌发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培育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人才是自主创新

的根本。要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抓紧抓好，着力加强科教人才队伍、

企业管理人才队伍、专业技能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坚

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大力营造鼓

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和推动创新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四、扎实推进和谐南充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是未来五年南充加快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进程的重要保证。要按照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体要

求，切实推动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共同构建富裕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一）积极发展民主，建设民主法治的南充。构建和谐南充，必须努力营造民主团结的

政治氛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市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各级人大、政协依法按

章程履行职责。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协商与合作，巩固和壮大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切实做好对台、民族、宗教、侨务工作。

加大党管武装工作力度，促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创新发展，创建双拥模范城市。重视发挥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桥梁和纽带作用。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更加重视民意，建立完善群众利益诉求渠

道和机制，推动群众利益问题的解决。

加快依法治市进程。认真开展 “五五”普法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与守法意识，

促进各种利益问题在法律制度框架下有序解决。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运行的规范

化水平。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增强政法机

关和法律服务业的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要适应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加强基

层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进社区建设，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职能，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二）努力促进民和，建设文化繁荣的南充。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灵魂所在，民和是和谐

社会的关键所在。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繁荣文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

强和谐文化建设，培育具有南充特色的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

加快科教兴市步伐。要积极创造良好环境，促进驻市高校健康发展。加强科技知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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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高全社会的科技素质。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巩固发展基础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培养各类社会需要的人才，提高

全民文化素质。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科教兴市政策，扩大科技教育发展成果，努力把南充建

设成名副其实的科教强市。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嘉陵江是南充的母亲河，嘉陵江文明生生不息，嘉陵江文化源远

流长。要大力发掘、保护、弘扬传统文化，丰富和建设以嘉陵江为主线的文化体系。南充

拥有特色鲜明的三国文化、丝绸文化、红色文化和优秀民间艺术，要加大文化整合提升力

度，培育南充文化品牌。注重发展农村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和旅游文化，

创作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发挥政府对公益性文化的主导作用，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健康发展。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繁荣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体育事业，不断满足

城乡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南充是革命老区，南充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勤劳纯朴、重

德尚义的精神风貌。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市上下形

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

的人际关系。大力培育市民家园意识，增强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热爱南充、建设南

充成为全市人民的自觉行动。

（三）切实改善民生，建设幸福安康的南充。民生是和谐之本。要把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逐步增强。

更加注重人民生活改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产业增加就业。营造创业环境，

以创业促进就业。认真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

努力拓展社会就业面。逐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稳定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加快

建设城乡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逐步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基本保险覆盖面，提高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设覆盖城

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

医疗服务。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重视发展老龄和残疾

人事业，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全面落实 “十大惠民行动”，不断丰富

拓展其内涵，集中财力为民办实事、解疾苦，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

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围绕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积极推进可

持续发展战略，依法保护环境，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绝不能在接受产业转移中接受

污染转移，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积极推进资源集约利用，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推行节约型的生产消费模式。积极推进环境治理保护，加强重点区域、重

点行业的污染治理，加强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嘉陵江流域生态保护，加强升钟库区水

污染整治，使南充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人与自然更和谐。

更加注重维护社会稳定。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和

各种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完善信访联动机制，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加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建立

健全社会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处置突发事件和防灾救灾能力。强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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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平安创建中的主体作用，人

人参与平安建设、人人共享平安成果。

五、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凝聚全市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推进南充未来五年的发展，关键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按照 “为民、开拓、务实、清廉”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使党建工作与 “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南充”主题在指导思想

上相一致，在工作目标上相协调，在工作部署上相呼应。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正确的执政理念。思想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是

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基础。一要强化理论武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入持久地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真

正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把科学

的理论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推进发展的实际能力。二要强化理想信念。广

大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仰，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把坚定的理

想信念化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行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和利益观，坚持 “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要强化责任意识。

切实增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责任感，始终保持昂扬的

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激情，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尽职履责促发展，凝心聚力干

事业。

（二）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锻造坚强的执政骨干。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

建设一支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一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用科学

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评价干部，选人用人凭德才、论政绩、重民意，努力营造敢干

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前途的干部成长环境，形成正确鲜明的

用人导向。二要建设一流的干部队伍。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按照政治坚定、能

力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原则，选好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

“一把手”。进一步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增强干部队伍的生机与

活力。扎实开展多层次、高质量的干部教育培训，建设一支 “政治素质高、领导能力强”

和 “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增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

握形势的能力、科学发展的能力、解决矛盾的能力。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领导体制，

改进领导方式。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具体制度，遵循

客观规律，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保证。

（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牢固的执政基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一要建立健全基层党建的工作机制。深入开展 “三满意”活动，建立完善 “党

员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巩固和发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进

一步推广 “四权”模式，加快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断创新基层党建载体，探索扩大基层

民主治理的新办法和新举措。认真落实各项工作制度，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

化。二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深化县、乡、村 “三级联创”，全面推进村级组织建

设；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发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表率作用；建立健全以社区为核心

的社区组织体系，发挥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群众利益的积极作用；推进学校、医院、科研

等事业单位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

各级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三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战斗力。认真做好党员

发展工作，把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吸引到党内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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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和管理，关心爱护党员，保障党员权利，不断提高执行政策、依

法办事、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增强先进性意识，激励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维护良好的执政形象。党的作风事关党的形象。要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牢记 “两个务必”，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切实加强干部作风建

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树立 “为民、开拓、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一要树立为民负责的

形象。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饱含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始终着

眼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时刻把群众的衣食住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满腔热情为群众解难，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二要树立开拓奋进的形象。始终保持一股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韧劲，一股锐意进取、争

创一流的闯劲，一股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拼劲，成绩面前不浮躁，困难面前不气馁，在

攻坚克难中推进发展，在开拓创新中打开局面。三要树立求真务实的形象。坚持以实干兴

业、以实干富民，重实际、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决反对弄虚

作假、搞形式主义和搞花架子，坚决反对推躲绕拖。四要树立清廉从政的形象。广大党员

领导干部要作廉洁自律的表率，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从政有品

格，用权讲原则，做人重品行，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加强廉政文

化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严格依法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

用制度管事，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大查办案件工作

力度，严厉惩治腐败，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同志们，南充正以坚实的步伐向新的征程迈进，伟大的时代召唤我们开创历史伟业，

人民的期盼鞭策我们再写辉煌篇章。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

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南充，开拓进取，励精图治，为加快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进程、

创造南充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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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四届四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刘宏建
（２００８年１月７日）

这次市委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和省委

九届四次全会精神，审议市委常委会２００７年工作报告，安排部署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
作，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高举旗帜，坚定目标，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推动南

充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开创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新局面。

前面，先海同志传达了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省委九届四次全会是在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关键时期，在推进富民强省全面小康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全会站在新的起点谋划我省跨越发展，研究部署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工作，创

造性地谋划四川发展思路，明确了全省发展新的目标和定位，提出了加快发展的现实举措，

对我们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省委书记

刘奇葆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坚决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站在新的起点，以新的视角审视

南充市情：“人口多、基础差、实力弱、不平衡”仍是南充最大的特征，“工业化城镇化水

平不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经济欠发达”仍是南充最大的实际。我们正处于爬坡上坎、

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

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握跨越发展的新机遇，奋力推进南充加快发展、科学发

展、又好又快发展。

市第四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符合国家区域协调发展

的战略部署，符合四川跨越发展的总体要求，符合南充经济社会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趋势。

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坚定目标，负重前进，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按照省委九届四

次全会和第四次党代会的总体部署，坚持 “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工作

取向，以实施项目推动战略为抓手，以加强党的建设为保障，着力推进优势产业跨越发展、

民生问题有效解决、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努力实现南充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开创建设

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新局面。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总体要求是：通过一个较长期的努力，把南充的实力做强、

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不断增强集聚、辐射、

带动和示范功能，使之成为成渝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川东北城市群中优势明显的

经济高地，成为产业集聚度高、内外开放度大的区域中心城市。

———基本形成与区域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经济实力。推进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要求相符合的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力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明

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周边城市，经济总量明显大于周边城市，经济结

构明显优于周边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强于周边城市。

———基本形成与区域中心城市相适应的承载功能。构建南充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和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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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达的高速公路网，建成嘉陵江水上黄金通道，拓展空中航线，建设现代信息网络抢先形

成交通信枢纽、商贸物流中心。完善适应区域中心城市要求的基础设施体系、适应新型工

业化要求的产业集中集群发展园区体系、适应群众需要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

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

———基本形成与区域中心城市相适应的优美形象。丰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内涵，建成

国家园林城市，争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形成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管理

有序、社会安定的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彰显 “源远流长嘉陵江、千年绸都南充城”的独

特魅力。

———基本形成与区域中心城市相适应的文化品位。通过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嘉陵江文

化、三国文化、丝绸文化和红色文化，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弘扬 “创新、开明、诚信、和

谐”的核心理念，培育城市精神。市民素质全面提升，建成学习型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形成开放度高、包容性强、自强不息、充满活力的城市人文气息。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 “到２０２０年实现人均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的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要求，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确立 “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当年全
国水平”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三步走”的新任务。这给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的奋

斗目标是：第一步，到 ２０１０年，全市生产总值力争达到 ９００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１４０００元左右；第二步，到２０１５年，全市生产总值力争达到１９００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２９０００元左右；第三步，到２０２０年，全市生产总值力争达到３７００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５５０００元左右，实现人均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以上，接近或达到当年全省水平。

目标鼓舞人心，形势催人奋进。当前，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沿着建设川东北区域

中心城市的目标奋勇前进。西部大开发力度继续加大、成渝经济区发展加快，给我们带来

了良好机遇；国家宏观政策趋紧、全省竞相发展日趋激烈，给我们带来了严峻挑战。机遇

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我们一定要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增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把加快发展作为新阶段最大的政治、最硬的道理、最紧迫的任务。一定要树立

强烈的机遇意识，敏锐地发现机遇，果断地抓住机遇，创造性地用好机遇，真正把机遇转

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果。一定要树立强烈的发展意识，坚定目标不动摇，一届接着一届

干，力争一年有小变化，三年有大变化，早日实现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蓝图。

二、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省委刘奇葆书记强调：“‘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是总体取向，三者有

机统一。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民心所向，科学发展是本质要求、根本途径，又好又快发

展是奋斗目标、检验标准”。南充作为欠发达地区，推进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

展，重点要在培育产业、改善民生、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走出一条丘陵地区

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一）推进优势产业跨越发展，做强经济实力。区域经济竞争力离不开强大的产业支

撑。必须坚持优势优先，集中发展，重点突破，通过做大产业、做强企业、做优产品，培

育优势产业集群，使优的更优、强的更强。一要做强做大丝纺服装产业。充分发挥我市栽

桑养蚕历史悠久、丝纺服装产业链条完整、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丰富的优势，抓住 “东桑

西移”等机遇，大力实施 “蚕桑百万工程”，加强技术改造，培育优势企业，打造知名品

牌，把南充建成西部优质蚕丝原料供应基地、丝纺服装生产基地和交易集散中心，成为具

有良好美誉度和知名度的 “中国绸都”。二要做强做大石油天然气化工产业。发挥我市天然

气、盐卤等资源丰富、又有炼化总厂等龙头企业的优势，抓住国家逐步开发川东北特大油

气田的契机，争取国家产业布局和政策支持，启动天然气石化产业园建设，培育引进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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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进资源就地转化、带动地方发展的天然气精细化工项目和以天然气为燃料的高端项目。

支持炼化总厂加速技术创新、产能扩张，延伸产业链，培育新的增长点。三要做强做大汽

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发挥我市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与成渝等地汽车产业联系紧密、

有良好合作基础的优势，进一步整合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要素，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

术开发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做强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壮大产业实力，提升配

套水平。四要做强做大水电能源产业。发挥我市水能储量丰富、具备核电开发条件的优势，

加快嘉陵江航电开发进程，做好移民安置等相关工作，尽快使九级电站全部建成投产；做

好蓬安核电站前期准备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形成新的产业支柱。五要做强做大商贸

服务。发挥南充人气旺、商机浓、市场广阔的优势，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通过引进一批、

培育一批、提升一批，加快商贸物流业现代化建设，发展连锁经营、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

等新型业态，促进商贸物流业扩规模、上档次、增辐射。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信息通信等

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以阆中古城、将帅故里、三国文化和嘉陵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为重

点的旅游业发展。培育壮大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产业，形成新的消费点。六要做强做

大农产品加工业。发挥我市优质粮油、畜牧、果蔬等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培育引进

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壮大一批特色农产品基地，形成一批农产品品牌。与此同时，

要高度重视 “三农”工作，坚持农村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努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创新利益联接机制，发展农村专合组织，推广 “先锋模式”、“大林

模式”，提高农业市场化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推进民生问题有效解决，促进社会和谐。民生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和发展、关系

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南充基础薄、财力弱，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要

把改善民生作为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分轻重缓急，统筹安排，抓紧抓实。一要促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按照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励以创业促进就业，

逐步完善困难群众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进一步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扩大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服务体系，为群

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努力改善城乡困难群众居住条件，解决

好农村无房户和受灾群众住房困难，建好城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同时，抓好扶贫解困、

道路畅通、环境治理等民生工程。二要切实解决好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问

题。加快企业改制、房产开发、房屋权属登记、居民小区水电气供应等涉及群众现实切身

利益的具体问题的处理工作进度，确保在承诺的时间内尽快解决。三要认真抓好安全稳定

工作。落实安全信访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和 “一岗双责”制，认真做好群众工作，抓好矛

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平安创建，千方百计遏制重特大安

全事故和不稳定事件发生，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四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建设和

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抓好文化产业和区域性特色文化发展，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体系，让人

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形成共有精神家园。

（三）推进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增强发展活力。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构建充满活力、

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

一要进一步理顺市与县 （市、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全面落实扩权强县试点政策，将经济

管理权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下放给县 （市、区），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二要推

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议事规则，改进办事流程，规范职能职责，解决职能交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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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分离、运转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努力实现施政责任明晰化、政务运行规范化。强化

部门的主题责任意识，完善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工作责任体系。三要创新投融

资体制。整合现有政府性投资资金、国有土地及国有经营性资产，引导和培育投资资金、

国有土地及国有经营性资产发挥引导和 “杠杆”作用。搭建投融资平台，创新投融资方式，

引导民间资金投入重大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工作，改善金融生

态环境，加快发展村镇银行、惠民银行，加快发展会员制担保公司，开展省、市、县联保

业务，形成机制灵活的投融资模式。四要健全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统筹推进城乡的建设规

划、产业发展、劳动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五要创新资源开发模式。探索资源换资金、市场换资金，培育产业、促进发展的新路子。

三、大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

实施项目推动战略是打破发展瓶颈、增强发展后劲的突破口，是加快发展的兴市之策、

务实之举。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以项目为抓手，以项目为载体，通过一批重大项

目的实施，推动全局工作。

形成实施项目推动战略的共识。项目是各类生产要素聚集的载体，抓好项目就能赢得

发展的主动权。从南充的实际看，今后一个时期，投资仍然是我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近三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对南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３８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最直
接、最现实的拉动作用。虽然国家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给我们实施项

目推动战略带来了挑战，但国家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也

给我们带来了良好机遇。我们要牢固树立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项目就是抓落实”的理

念，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把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工作取向聚焦到项目

上，把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落实到项目上，把 “三个推进”的工作要求细

化到项目上，形成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抓项目的浓厚氛围。

抓好一批重点项目的实施。区域竞争，核心是枢纽之争。对欠发达地区来讲，谁抢先

形成枢纽和合作平台，谁就抢占了先机，就能整合更多的发展资源，形成优势相对突出的

经济高地。实施项目推动战略，重点要围绕抢先形成枢纽的要求，按照 “竣工投产一批、

加快建设一批、争取开工一批、前期准备一批”的思路，大力实施一批牵动全局、影响长

远的重大项目：一是基础设施项目。要树立 “枢纽”意识，重点围绕建好干线、节点和网

络，着力抓好路网、电网、通信网等建设。要争取兰渝铁路和南广 （元）、南巴 （中）高

速公路开工建设，做好达成铁路复线、南渝高速公路建设，形成以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为

骨架、以二级路网为支撑、以农村公路为基础，畅通周边、联接城乡的交通网络。同时，

加快市政新区、江东新区等重点区域的建设开发，为南充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二是产业发

展项目。重点抓好工业集中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一批重大产业化项目，实施一批退

城入园项目，搞好一批工业技改项目，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经济的跨

越发展。三是民生改善项目。重点抓好教育、卫生、文化以及农民还房、经济适用房、廉

租房等一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旅游、商贸、餐饮等

服务性项目，实施西河整治等环境保护项目，提高群众生活质量，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

加大项目引进和争取力度。要把握政策趋向，找准比较优势，掌握投资意向，选准主

攻方向，精心筛选一批产业关联度高、与市场对接程度好的效益型项目，有针对性地搞好

专业化、个性化包装策划，提高项目推介实效。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更新招商引资理念，

转变招商引资方式，注重招商引资实效。抓住 “外资西进、内资西移”的机遇，突出企业

招商、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利用专业队伍招商，引进一批有自主品牌、有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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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力强的优势项目。要下功夫研究和用足用好国家和省上的政策，加强与上级部门的衔

接，争取更大支持，力争每年都有更多的项目挤进国家和省上盘子。

强化实施项目推动战略的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围绕项目开展工作，通过项目实施检验

工作实绩。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带头抓项目，选配责任心强、专业经验丰富、工作得力的

干部专门抓项目，发动各方力量对上争取项目、对外招引项目。对重大项目，要明确具体

内容、责任单位、责任人、时间进度和保障措施，分类指导，逐项协调，及时解决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确保在谈项目尽快签约、签约项目尽快开工、开工项目尽快

建成、建成项目尽快达产。对列入市上的重大产业化项目，要建立项目评审调度机制，市、

县联动，共同推进。要建立项目绩效评判机制，把项目攻坚列入县 （市、区）和市级部门

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考核、逗硬奖惩。

三、以思想大解放促进创业环境大改善

发展环境是衡量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观念滞后、创业环境不优是加快发展的

最大障碍。我们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打破妨碍发展的思维定势，改变束缚发展的陈规

陋习，革除影响发展的种种弊端，促进创业环境的根本改善。要把思想大解放体现在制定

政策、配备干部上，贯穿于服务发展、推动工作中，在实干中解放思想，在发展中统一认

识，把南充打造成投资的热土、创业的乐园。

牢固树立能快则快的理念，努力营造共促跨越的社会环境。南充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不

足、基础薄弱。面对区域之间竞相跨越的逼人态势，我们一定要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坚持能快就不要慢，能多快就多快，形成又好又快、竞相发展的强劲势头。要满怀激情、

奋发有为，始终保持依托创新、永争一流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满

腔激情，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干，坚决鼓励创业者、保护开拓者、支持实干者，

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创业的激情，形成聚精会神抓

发展、一心一意谋跨越的良好氛围。

牢固树立市场经济理念，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善于用市场理念谋划发展、

用市场法则解决问题，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活力和水平的标尺。我们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

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冲破因循守旧的传统定势，树立全球化的市场观、资源观、优势观，

坚持用市场经济理念思考问题、研究工作，善于用市场手段配置生产要素、整合各类资源，

把潜在的资源和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讲法制、讲规则，营造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平等双赢的竞争环境，让一切劳动、技术、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

源泉充分涌流。

牢固树立开放合作理念，努力营造开明诚信的政策环境。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

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两大明显趋势。南充经济实力不强，内生动力不足，必须进一步扩大

开放，借势借力发展。要以开放的胸怀、开明的政策吸引投资者。要算大账不算小账，算

远账不算近账，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对发展潜力大、带动力强的好项目，该给的政策给

到位，该给的优惠给到明处，真正把优势资源配置给最好的企业。要讲诚信，凡是承诺了

的政策，坚决兑现，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强投资者信心。

牢固树立亲商重商的理念，努力营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企业创造财富，政府创造

环境。良好的服务就是最大的环境。要真正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从细节入手，

从小事做起，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形成亲商重商的浓厚氛围。要致力于打造规范化服务

型政府，扎实开展机关效能和投资软环境专项整治活动，以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依法行政、

强化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以人民满意、企业满意为最终目标，切实解决机关中存在的推

诿扯皮、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要切实办好行政服务中心，主动服务，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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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受理，并联审批，尽可能地提高窗口办结率，尽可能地降低行政成本，为企业提供方

便快捷的办事环境。

四、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推进南充各项事业发展，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

进性建设为主题，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为建设川东

北区域中心城市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加强思想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理论

建设摆在首位，致力于建设学习创新性领导班子、学习创新型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十七大精神真正深入党心民心。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为推动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的过程，变为推动民生

改善的过程，变为推动南充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加强组织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工作。要夯实牢固的执政基础。将基

层组织建设与发展产业、实施项目、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等紧密结合，深入开展创先争优、

“三满意”、“三级联创”、万名干部下基层等活动，推广先进经验，成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带动作用。要锻造坚强的执政骨干。任用干部坚持公道正派、五湖四海，坚持崇尚实干、

群众公认。重用那些人品正、真爬坡、想干事的干部，重用那些魄力大、有办法、能打开

局面的干部。对那些品行不端、作风漂浮、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干部，坚决果断予以调

整。不亏待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不亏待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

础的干部，不亏待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重视培养优秀的

人才队伍。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引进高素质人才，培养创新性人才，培

训农村实用人才，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智力服务和人才保障。

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凝聚民心。大兴亲民为民之风。始终饱含对人民群众的

深厚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扎扎实实为群众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构筑群众长期得实惠、干部经常受教育的长效机制。大兴求真

务实之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重心下沉，真抓实干，少研究提法，多研

究干法，把精力集中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多干多数人收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有

利于长远发展的事。提倡说实话、办实事，少开会、开短会，少发文、发短文，减少陪同、

减少应酬，不搞形式主义。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带头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和极端个人主义，坚决反对奢侈浪费，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

加强制度建设，以党内民主增进团结。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维护党委权威，确保政令畅通。构建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

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完善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议事制度，尊重党

员主体地位，深入推进党务公开，保障科学民主决策。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人大依

法开展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按照章程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巩固和壮大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工会、

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形成民主团结的政治氛围。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良好的执政形象巩固基础。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

也是一项紧迫的重要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加以推进。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为重点，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通过加强预防腐败工

作试点，强化基础工作，加大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力度，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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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决守住党纪国法的红线，坚决守住廉

洁从政的防线，坚决守住道德操守的底线，珍惜政治生命和自由人生，保持共产党人的一

身正气，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市人大、市政协即将换届，各级领导干部一定

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认真落实中纪委、中组部关于换届工作 “十严禁”的规定精神，带

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同志们！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开拓进取，攻坚破难，奋力推进南充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开创建设川东北区域中

心城市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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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　实干争先
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

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刘宏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四届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市人民满怀信心推进 “十二五”发展、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动

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科学发展，实干争先，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

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回顾

市第四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南充抢抓机遇、励精图治、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五年，

是迎难而上、团结奋进、各项工作成效显著的五年。面对汶川特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冲

击的特殊困难，面对发展基础薄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复杂局面，面对各地你追我赶、

竞相发展的激烈竞争，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总体工作取向，提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三个推进”

的工作重点和实施项目推动战略的工作抓手，形成了一整套推进跨越发展的思路和举措。

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市第四次党代会确立的目标任务，经济实现快速增

长，城乡面貌显著变化，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明显改善。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地区
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

增长 １４９％、３０１％、１５１％、１３５％，预计今年同比分别增长 １５％、３１％、１５５％、
１６％。全市呈现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全面加强的可喜局面，南充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这五年，我们大力实施项目攻坚，发展基础更为坚实。坚持以大项目带动大投入、推

进大发展，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６５８亿元、年均增长４０８％，预计今
年将实现７８０亿元。交通项目加快建设，达成铁路复线建成运行，兰渝铁路建设快速推进；
绕城、南渝高速公路建设和国道２１２线顺西段改造竣工通车，广南、成德南、巴南、南大
梁高速公路启动建设，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和农村公路建设全面加快；嘉陵江高等级航

道建设顺利推进，高坪机场改扩建启动实施，辐射川东北、连接省内外的立体综合交通枢

纽加速形成。产业园区建设扎实推进，南充化学工业园和九县 （市、区）工业园竞相发展，

全市工业园区面积由不足２０平方公里扩展到６８平方公里。招商引资力度加大，中盐银港、
北京燕京啤酒、汇源果汁、广东潮州三环、福建畅丰车桥、日上车轮、四川国栋、江苏雨

润等３２户上市公司、６家大型央企、４５户行业龙头企业、１１家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的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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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成投产。能源、信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升钟水库灌区二期工程获得国

家批准立项。

这五年，我们突出抓好产业培育，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坚持优势优先、重点突破，大

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工业经济加速发展，石化产业取得实质性突破，南充被列入四川三

大石化基地和成渝经济区石油天然气精细化工基地，一批重大石化项目即将动工兴建，南

充人民多年来发展壮大石化产业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汽车汽配、丝纺服装、轻工食品等

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改造、退城入园、结构调整进一步发展壮大，工业主导地位明显

增强。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生猪、蚕茧、果蔬、速丰林、优质粮油等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新农村示范片建设扎实推进，南充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开局良好。现代服务业繁荣活

跃，商贸物流、金融服务、旅游业等加快发展，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位居全省

前列。

这五年，我们加快城镇发展步伐，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加快以主城区为核心的现代城

镇体系建设，主城区建成面积达到８１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超过９０万人，正向百万人口城
市迈进。城镇规划不断完善，城市第七次总规修编顺利完成，城市综合交通等专项规划配

套启动，县城、重点镇、示范新村规划全面展开。城镇建设快速推进，新区开发与旧城改

造并举，棚户区改造进展顺利，内涝整治成效明显，城市交通、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实施。县城和重点集镇建设全面加快，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深入开

展，城乡风貌整治成效显著。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成功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和四川省文明城市。

这五年，我们倾力办好民生实事，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坚持从群众最急最怨最盼的事

情做起，居民小区水电气欠容欠压、部分房产商违规收取城市配套费、房屋权属登记等问

题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环卫工人等群体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农村义务教育 “普九”、

国企改制职工 “代金券”、绕城高速公路贷款、青居电站集资等历史性债务有效化解。全面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在全省率先开展教师周转房建设，困难群体 “住有所居”问题逐步

解决。就业促进不断加强，社会保障逐步完善，城镇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

福利事业不断进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科技推广力度加大，群众文

化体育活动日益丰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民健身蓬勃开展。计划生育、环境

保护、资源利用等基本国策得到落实。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圆满完成。 “领导挂点、部门包

村、干部帮户”和 “结对帮扶构建和谐社区”活动深入开展。扶贫开发扎实推进，升钟库

区三年扶贫攻坚计划全面完成，库区１０万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这五年，我们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加快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扎实

开展扩权强县工作，进一步扩大县 （市、区）经济事务管理权限，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明显

增强。着力创新投融资方式，组建南充发展投资公司和各类专业性投融资平台，综合运用

ＢＴ、ＢＯＴ、企业债券等融资模式，带动信贷资金和社会投资呈几何级数增长，破解了发展
的资金瓶颈。加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机构改革平稳实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公立医院

改革试点迈出坚实步伐，改革成效日益显现。

这五年，我们强化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法律监督、工作监

督不断加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政协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有效发挥。爱国统一战线

巩固壮大，民族、宗教、侨务、对台工作不断进步。党管武装工作得到加强，驻市部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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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抢险救灾、应急维稳中发挥积极作用，民兵预备役和国防动员工作成绩显著。探索并

推广民主管村 “五权”模式和社区民主管理 “五步法”，基层民主建设稳步推进。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工作取得新的成绩。依法治市工作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全面完

成。社会管理不断加强，政法基层基础建设力度加大，公正执法水平明显提升，“大调解”

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扎实开展，群众和信访工作成效显著，社区建设有

效推进，安全监管得到加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逐年提高。

这五年，我们着力加强党的建设，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理论

武装更加深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宣传思想、舆论引导和精神文明建

设卓有成效。认真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活动，涌现出文建明和黄凤林等全

国、全省重大先进典型，“文建明工作法”在全国推广。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正确

的用人导向，一大批优秀干部得到重用，一系列关心干部的政策出台实施。坚定不移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基本框架，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党风

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加强党委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应对复杂局

面、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

同志们！南充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变化，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饱含着全

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辛勤劳动，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在此，我代表中共南

充市第四届委员会，向所有为南充改革发展稳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向所有关心支持南充

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五年的探索和实践，使我们对推进南充跨越发展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体会：

———解放思想是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必须转变观念、创新思维。始终坚持以思想大

解放推动发展大跨越，树立 “打基础、谋全局、利长远”的理念，带动了一大批重大项目

加快实施；树立 “把最好的资源配置给好企业、好项目”的理念，带动了众多知名企业竞

相落户；树立 “敢于借力发展”的理念，带动了信贷资金、社会资金大规模投入。实践证

明，南充经济发展每一次提速、招大引强每一次成功、体制机制每一次创新，无一不是解

放思想的结果。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敢于突破常规，敢于推陈出新，

就一定能够为跨越发展增添生机与活力。

———项目推动是跨越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通过实施一场场大

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攻坚战，办成了许多过去不敢想、无力干的大事实事，扭转了多年来

投资少、增速慢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发展的明显成效。实践证明，项目攻坚既是应对危机、

拉动增长的现实之举，也是夯实基础、增强后劲的务实之策。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实施项目

推动战略，一以贯之推进项目攻坚，就一定能够实现南充发展的更大突破。

———造福人民是跨越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始终把改善民生作

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政绩，对长期积累的遗留问题不回避、不拖延、不推诿，带着感情

和责任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赢得了

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要我们饱含感情为

民解难、为民谋利，就一定能够获得最广泛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队伍建设是跨越发展的有力保障，必须提升素质、建强队伍。始终坚持用德才兼

备的标准选拔人才，用跨越发展的实践培养干部，用求快求实的作风锤炼队伍。无论面对

项目攻坚的繁重任务、止滑回升的巨大压力还是抗震救灾的重大考验，广大干部真出力、

真流汗、真爬坡，南充才有了当前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加强队伍建设，

着力锻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南充的发展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坎，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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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总结过去的工作，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还存在不少差距和问题，主要是：发

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艰巨；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依

然较大；一些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工作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一些领域

仍然存在消极腐败现象。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

以解决。

二、未来五年的形势与任务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南充加快发展、乘势突破的重大战

略机遇期。纵观全局，外部环境总体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

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经济逐步向稳定增长、良性循环转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

趋势不会根本改变。特别是中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成渝经济区建设、支持革

命老区发展等重大部署，全省加快建设西部经济高地，为南充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放眼

成渝，快速崛起大有可为。国家将成渝经济区定位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

的经济增长极，从政策实施、项目建设、资金投入、体制创新上给予大力支持，成渝经济

区将迎来加速崛起的黄金期。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将南充确立为四个中心城市之一，赋予

更加重要的定位，这是对南充影响深远的历史机遇。审视自身，乘势而进基础具备。我们

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丘陵地区实际的发展路子，无论是综合实力的增强、

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培育还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无论是干事创业的氛围、竞相发展的势头还

是和谐稳定的局面，都为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南充正以强劲的发展态势，迈入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五年。牢牢抓住和用好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是我们争取主动、形成

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美欧债务危机引发

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发展要素保障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进一

步增大，区域竞争更趋激烈，南充自身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对加快发展提

出了严峻挑战。机遇是流动的资源，挑战是变化的约束。抓住机遇、战胜挑战，关键在于

做好 “转化”这篇文章，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全市上下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战胜新挑战，推进新跨越。

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

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坚持 “三个推进”，实施项目

推动，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不断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全面加强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

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关键在于围绕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

市的奋斗目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是立足省内发展格局作出的战略部署。坚持这一目标，有

利于进一步巩固南充在川东北区域的优势地位。建设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是从全国

区域发展大格局出发，以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出台为背景，定位更高、层次更高、标准更

高的宏伟目标。基于对宏观形势的新认识、未来发展的新定位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建

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为未来发展的

总体目标，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创新意识，体现了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相结

合的科学路径，体现了把握重大机遇、实现率先崛起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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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战略取

向。科学发展观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是立足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选择。

南充面临做大经济总量和提升发展质量的双重任务，既要快速赶超、加快发展，又要转变

方式、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紧扣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

线，在扩大增量中调结构，在加快发展中促转变，在推进转变中谋发展，实现速度、质量、

效益和结构优化的统一。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必须坚持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

城镇化互动发展为战略重点。工业化、城镇化是未来发展的驱动力，是建设区域中心城市

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城镇化为依托，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

化，着力构建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现代城镇体系。同

时，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 “三化”联动发展。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必须坚持以提升城市核心竞争

力为战略任务。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城市竞争优势的源泉和竞争制胜的关键。建设区域中心

城市，必须紧紧围绕核心竞争要素，推进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做强比较优势，创造特色

优势，挖掘潜在优势，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

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是：

———经济增长保持领先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翻一番”，主要

经济指标在川东北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保持领先水平，发展的比较优势更加明显。

———交通枢纽地位更加突出。建成全省重要的次级综合交通枢纽，形成贯通南北、连

接东西、通江达海、城乡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成为全省交通运输网络的重要节点，

区域性枢纽地位进一步凸显。

———产业结构实现战略调整。把石油天然气化工和能源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

育，作为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攻方向来推进，着力建设石油天然气化工和能源基地，

再造一个南充工业。改造提升汽车汽配、丝纺服装、轻工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现代

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一个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多个优势产业强势支撑、优势鼎立的产业

格局。

———城市发展走在区域前列。在川东北和成渝经济区北部率先建成特大城市，集聚、

辐射、带动功能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

级环保模范城市和生态城市等城市品牌，城市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努力

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就业稳步增长，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事业全

面进步，社会管理不断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取得更大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加快推进，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体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开放合作广

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基本建成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同志们，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既是长期而艰巨的奋

斗目标，也是重大而紧迫的现实任务。只要全市人民团结一心、不懈奋斗，不远的将来，

一个崛起成渝经济区、引领川东北的经济强市，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南充，必将展现在

我们面前！

三、大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关键在于把实力做强、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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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工作统揽经济工作全局，通过项目的有效实施，集聚生产要素，夯实发展基础，拉

动经济增长，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实力。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具潜力的综合枢纽。基础设施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先

导。要坚持以交通为重点，谋划和建设一批事关全局的重大项目。推进次级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建成兰渝铁路，形成与达成铁路 “十”字交会的铁路骨架，提升铁路通道运输能力。

建成广南、成德南、巴南、南大梁高速公路，加快巴中至广安、遂宁至西充、南充至绵阳、

南充至泸州等高速公路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络。加快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

和农村公路建设，提高公路通达通畅率。加快嘉陵江高等级航道和港口群建设，打通嘉陵

江至长江的水上黄金通道。完成高坪机场改扩建，实施阆中通用机场建设，开辟更多出川

航线。推进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输变电网络、天然气管网、成品油储存等能源

基础设施，积极争取火电、核电、天然气发电，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加快信息网络建

设，着力打造 “数字南充”和 “智慧城市”。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农田水利

建设，大力实施升钟水库灌区二期、九龙潭水库、解元水库等大中型骨干水利工程，加快

基本农田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

（二）加快支柱产业培育，打造更具实力的经济高地。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

建以新型工业为主导、现代农业为基础、现代服务业为新增长点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新

型工业化。加强与中国石油、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和中国石化等央企的战略合作，抓好晟达

新材料园区等重大项目，形成石油化工、天然气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产业链，

把石油天然气化工和能源产业培育成为支撑南充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举全市之力

建设化学工业园，把化学工业园建设成为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的产业新城和 “两化互动”、

产城一体的示范园区。加强汽车汽配、丝纺服装、轻工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改造，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品牌优势。瞄准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积极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引领，培育壮大特色

农业产业基地，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提升农业生产专业化、标准化、

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商业网点结构和布局，加大物流园区、

物流配送中心和交易中心建设力度，加快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建设步伐。积极发展现代金融

业，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大力培育资本市场，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

现代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的服务功能和产业功能，打造区域金融中心。深度开发文化旅游

产业，推进阆中古城、红色文化、三国文化、嘉陵江风光等重点旅游品牌建设，加强文化

与旅游的结合，把南充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三）加快城镇体系建设，打造更具魅力的特大城市。坚持以规划为龙头，发挥规划的

引领、导向、规范和约束作用，突出规划的科学性、先进性、权威性，统筹抓好城镇建设、

管理和服务，形成结构科学、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现代城镇体系。做大城市规模。实施

拥江主城、产业新城、北部新城 “三城同构、紧凑发展”战略，力争主城区建成面积达到

１２０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达到１２０万人。大力发展县级城市，积极推进有条件的县城向大中
城市迈进，科学谋划、扎实推进重点集镇建设。成片推进新农村建设，打造农村新型社区，

积极探索建设新农村综合体。完善城市功能。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努力实现城市生活功能、生产功能、消费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全面配套。美化城市形象。实

施城市绿化工程，构建城市绿带网。做靓城市江景，打造嘉陵江 “百里亲水长廊”，形成绿

地相连、青山为屏、江河为带、园城一体的山水田园特色。加强城市管理，深入推进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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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综合治理，让城市更加清爽、通畅、整洁、有序。提升城市品位。坚持保护与开发利

用相结合，加大古城、古街、古院、古树和文物保护力度，加快推进城市重点文化场馆建

设，丰富和提升城市文化档次。积极培育塑造城市精神，增强市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打造更具活力的创业热土。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着

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打造成本低、

服务优、回报高的投资洼地。深化体制改革。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

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抓好文化、医药、卫生等各领域的改革。深入推进扩权强县，壮大县

域经济实力。推进机制创新。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市场化配置资源领域，规范发展政府

投资和担保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南充。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创新目标管理机制，建立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目标考核体系。

扩大开放合作。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推行专业招商，着力引进一批世界５００强、知名跨国
公司、大型央企和上市公司。积极深化区域合作，加快融入成渝经济区发展，对接成都

“天府新区”和重庆 “两江新区”开发，拓宽合作领域，形成良好竞合关系。大力发展对

外贸易，加快构建外向型经济格局。强化人才支撑。统筹推进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专业技术人才等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引进高端人才，用好技能人才，优化人才环

境，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良好氛围。

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推动南充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也是一座城市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要认真贯

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让

南充因文化而厚重、因文化而生动。

（一）发展和谐文化，建设团结奋进精神家园。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思想根基。要坚

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努力形成共同的理

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用伟大旗帜引领群众，用发展巨变鼓舞

群众，用美好蓝图凝聚群众。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推进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弘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道德风尚。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保

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

群众文明素质，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纽带。

（二）繁荣公共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群众基

本文化权益，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要适应群众文化需求的新变化，增加公共文化产品，

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加强文化场馆建设，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向基层倾斜，

形成覆盖城乡、惠及全民、布局合理、运转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群众乐于

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推进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

进乡村、进农家，让文化浸润千家万户。培育壮大网络宣传阵地，不断满足群众网络文化

需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激励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培育和管理，形成有利于出

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文化发展环境。

（三）培育品牌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南充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各类文化

积淀深厚、精彩纷呈。要围绕丝绸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和嘉陵江流域文化，加大挖

掘力度，努力创作一批富于南充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精品。大力保护、传承、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各类文物，让川北大木偶、灯戏、皮影、杂技更加绚丽多彩，配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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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文化线路保护和申遗工作。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文学

创作等传统文化产业，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动漫等新兴文化业态，培育文化骨干企业，建

设文化产业园区。办好 “嘉陵江大讲堂”、“嘉陵江合唱艺术节”等重大文化品牌活动，扩

大对外宣传与文化交流，让嘉陵江文化品牌叫响四川、走向全国。

五、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努力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关系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要顺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要求和广大群众的新期待，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带领全市人民共同创造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一）着力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广泛的权益保障。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深入

实施重点民生工程，不断改善群众生活。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旧城棚户区和农村危

房改造，着力解决群众特别是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

善就业促进长效机制和服务体系，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

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相结合的保障体系，大力发

展社会救助和福利慈善事业。加快实施集中连片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大力推进开发式扶贫，

做好移民搬迁后扶工作，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全面发展社会事业，让人民群众享有更丰富的发展成果。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位置，认真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大力发

展高中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支持发展高等教育，统筹发展特殊教育，积极发展继续

教育，鼓励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和学校标准化建设，

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切实解决 “入园难”和 “大班额”问题。大力实施科技兴市战

略，加快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医疗卫生服务、药品购

销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稳

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重视发展老龄事业，做好残

疾人工作。加强未成年人特别是留守儿童的保护，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让人民群众享有更优质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本质是对人

的管理和服务。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

出问题，建立健全党委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利益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和社情民意

调查机制，不断完善 “大调解”工作体系，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和信访工作，妥善化解社会

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安

全生产、产品质量监督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整治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增强群众安

全感。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使流动人口安定下来、各得其所，做好特殊人群的管理、

教育和帮扶工作。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

积极作用。加强信息网络综合管理体系建设，促进信息网络健康有序发展。坚持把城乡社

区管理服务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切入点，切实加强社区建设，创新管理举措，

强化服务功能，使城乡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

（四）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让人民群众享有更美好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关

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子孙后代长远发展。要坚持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重，加快构建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全力打造嘉陵江中游生态屏障，让南充的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景更美。大力实施城乡生态绿化工程，加强对水源、土地、森林等

自然资源的保护。加强江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和饮用水源保护，大力治理城市污染、工业污

染和农村面源污染，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全面提升环境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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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中共南充市代表大会报告选录　

境风险和污染事故。积极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提高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加强地质、气象监测预警，加快城市避灾、避险场所

建设，不断提高综合减灾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五）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充分的政治权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市有机统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

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

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人民政协按照章程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做好民族、宗教、侨务和对台工作，加强同民主党派协商议事，积极支持

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为多党合作创造更好条件。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全面实施 “六五”普法，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坚持党管

武装，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深化 “双拥”创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切实

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

进基层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六、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完成市第五次党代会的历史使命，关键在党、关键在干部。要始终坚持以执政能力建

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

建设科学化水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迫切。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大会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

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是新形势下指导我们党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

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

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和外部环境考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切实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区域

中心城市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一）着眼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思想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建

设。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党员干部头脑，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广大党员思想政治水平。高度重视和

大力抓好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

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在全社

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力倡导

和牢固树立 “八种意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二）着眼提高执政能力，坚持不懈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是推进南充跨越发展的骨干力量。要坚持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

公认”的用人标准，树立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讲政治、讲纪律、讲规则、讲团

结的干部，大力选拔人品正、干实事、真爬坡、敢破难的干部。优化各级领导班子结构，

注重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女干部和党外干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竞争性选拔

干部力度，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和组织工作满意度。进一步做好老干部工作，更好地发挥

老干部的积极作用。扎实开展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干部素质。

（三）着眼夯实执政根基，坚持不懈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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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基础。要全面推进各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创新活动方式，努力实现

党的组织、党的工作全覆盖。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大力推广 “文建明工作法”，把基层

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抓好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建设，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和改进党员的教育管理，探索流动党员

管理办法，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关心和爱护基层干

部、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强化阵地建设和队伍建设，为基层党

建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四）着眼增进团结统一，坚持不懈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常委会议事规

则和决策程序，落实常委会向全委会、全委会向党代会定期报告工作等制度，不断提高党

委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维护政令畅通，确保党

的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深入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

点，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范围。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积极推进党务公开，不断扩大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

（五）着眼践行根本宗旨，坚持不懈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决定

事业成败。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真诚倾听群

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

兴艰苦奋斗之风，牢记 “两个务必”，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浪费等不良风气。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力倡导求快求实的工作作风，坚决反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开

创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六）着眼树立良好形象，坚持不懈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

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旗帜鲜

明、毫不动摇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标本兼治、综

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实推进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努力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机制。认真贯彻实施 《中国共产党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严

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腐败分子严惩不贷、决不姑息，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牢记，我们手中

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

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

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同志们，美好的蓝图令人鼓舞，宏伟的目标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

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同心同德，开拓奋进，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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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政府工作报告选录　

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
努力推进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在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向　阳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４日）

各位代表：

在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和七位副市长庄严地接受了人民的重

托，光荣地担负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各位代表和全市人民对我们的信

任，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在此，我代表新当选的市政府领导成员，向大家表示

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发挥自身优势，落实奋斗目标

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充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初步理顺了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制订了 “八五”、“九五”发展规划，连年实现了农

业、工业、乡镇企业、财政收入、农民纯收入五个稳定增长，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

放出现新的格局，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政府自身建设有了较大进步。

这是在省委、省政府和中共南充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地人大工委、政协工委的监督和社

会各界的支持下，南充各级党政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成果。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

府，谨向关心、支持和投身南充改革、建设事业的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各界人士，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七月，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作出了调整南充行政区划、建立南充市的决定，为我

们加速南充经济社会的发展，圆满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新的机遇

面前，我们要认清面临的形势，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定奋力拼搏、加快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

我们发展的有利条件是：（一）经济发展有一定基础。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各项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科技实力较雄厚。西南石油学院

等五所大学和十多所部、省、市属中专及科研机构，以及各条战线的工作和生产第一线，

荟萃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拥有众多的科技成果；（三）水力、盐卤和旅游等资源较丰

富。境内江河众多，仅嘉陵江河段就有１００多万千瓦发电量尚待开发，高坪、顺庆、西充、
南部的盐卤资源十分可观，国家、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升钟水库等旅游资源也颇具开发价

值；（四）区位优势潜力大。中央决定加快对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放开发，省委、省府批准

建立三峡经济区，为我们加入区域经济的发展行列提供了有利契机。铁路、航空等交通条

件的改善，也将使几千年来形成的自然区位从封闭走向开放；（五）市的建立使管理体制更

为科学合理。随着市一级的国家政权组织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有

效地行使本行政区域内的管理职能，有利于城乡统筹规划和协调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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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和辐射作用，以城带乡，以城促乡，城乡结合，工农一体，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些有利因素必将为南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条件所限，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

出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农业基础脆弱，贫困面比重较大；工业结构不尽合理，企业整体

经济效益不高；财政对建设的支撑力不强，政府职能转变的步子不大，解放思想的力度不

够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加以解决。

展望本届政府今后五年的工作，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要以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围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加快发展步伐，

努力实施市第一次党代会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面实现提前两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本届政府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到１９９８年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１１７亿元，年均增长
１２％，其中第三产业年均增长２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１８６亿元，年均增长１２％。其中工
业总产值达到１２５亿元，年均增长１７％，农业总产值达到６１亿元，年均增长４５％，粮食
产量稳定在人均４００公斤；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１５０亿元，年均增长２７％；财政收入达到７
亿元，年均增长１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５３亿元，年均增长１６％；人均国民收入
１３００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１００元；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８‰以内，总人口
不超过７３３万人，社会治安稳定，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府工作

本届政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根据市第一次党代会提出的未来五年的历史

任务，重点抓好以下十项工作：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继续深入贯彻 《条例》和 《企业法》，全面落实企业各项自主

权，搞好劳动用工、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努力为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

变创造条件；要从产权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入手，理顺产权关系，逐步建立适应现

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法人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以股份制改造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制度改

革，将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依法改组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组建为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转让资产或其它适宜的方式将部分国有工业企业转为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经

营企业。对小型国有工商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或出售给

集体或个人。对城镇老集体企业，根据不同情况，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

条件的可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凡以市场为取向的新建企业，原则上实行股

份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

经营的体制。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甚至无偿分给个人。企业要在确保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条件下，搞好各种类型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和完善企业自我约束机制，

继续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龙头，以资产关系为纽带，在自愿互利基础

上，完善和组建一批较为规范的企业集团。推行企业联合和兼并，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和重组，加快企业走向市场的步伐，积极推进商贸流通综合改革试验，优化企业组织结构，

调整经营结构，完善 “四放开”，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换商业企业机制。

深化农村改革。继续稳定和完善农村双层经营责任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落实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强化管理权的政策措施，在原定耕地承包期

到期之后，再延长３０年不变。大力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加快村社集体经济发展。建立健
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巩固加强现有的农业服务网络，按照提高县级、强化乡级、突破

村级和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方向，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鼓励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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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各种专业协会等农民自我服务组织，使农户分散的生产与市场有机地衔接。加强对农业

的宏观指导和保护，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

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树立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的观念，加速我市各类市场的培

育和发展，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商品流、资金流、技术

流、人才流、信息流的有机结合。要重点培育和发展金融、劳动力、技术、信息和房地产

等生产要素市场，积极探索建立商品期货贸易市场。要加快有形市场的建设，商品市场建

设重点抓好吞吐量大、辐射力强的批发市场和城乡集贸市场。已列入省市的重点批发市场，

力争１９９４年底全部建成，逐步完善功能，五年内形成辐射力较强的丝绸中心批发市场、粮
油、食品、水果等重点市场和区域性的物资、农资、工业品、副食品等批发市场。在县城

和重点集镇大力建设农产品、地方工业品的集散市场。加强商品服务网点和设施建设，使

综合商场、专业商场、便民店和特色店都得到发展。要建设规范、固定的集贸市场，扩大

面积，提高质量，解决以街为市、以路代市的问题。依法规范市场管理，保证公平交易、

平等竞争，保障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按照价值规律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

机制。规范企业价格行为，在国家宏观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放开生产、生活资料价格，合

同定购粮实行 “保量放价”。加强物价监督检查，确保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财政分税制改革、国家与国有企

业财政分配关系的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努力培植财源，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税纪律。

坚持增收节支并重，用好用活预算外资金，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和审计监督，坚持 “两保”

（工资、农副产品收购）、“一压”（非生产性开支），“一量力”（对生产性支出的安排）的

原则，精心安排财力。加速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引导和发展

信托投资公司、城市、农村信用社和市、县联社，争取国家或发达地区金融性公司在我市

设立分支机构。进一步搞活金融，大力组织存款，使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有适度增长。优

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效益。发展金融市场，有计划地发展直接融资，做好深、沪上市股

票买卖代理，严肃金融纪律。拓宽外汇市场的调剂范围和交易品种。增强筹集和融通资金

功能。推进社会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积极发展养老、待业、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险事业，

扩大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范围。继续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进行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管理改革。重视低收入家庭的救济工作，严格个人收入的税

收征管。全面实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

交通。铁路建设要千方百计加快进度，保证质量，圆满完成１９９４年达成铁路南充东段
铺轨通车的任务，力保１９９５年底达成铁路全线开通的目标。积极争取广渝铁路列入国家计
划。公路建设要以川鄂、成南、兰渝、仪北四条国、省道公路为骨架，建成以南充为枢纽、

各县市为结点的列等公路环线，同时加快乡村公路的建设，建成南充市龙门和蓬安 “两座

大桥”，建成南充集装箱、滨江路 “两个车站”，以嘉陵江梯级开发为契机，努力改善通航

条件。加快二级标准机场的建设，力争早日建成通航。尽快形成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能源。加快嘉陵江水能资源梯级开发的进度。重点抓好青居 （１０万千瓦）、红岩子 （７
万千瓦）、金银台 （９９万千瓦）电站建设的前期工作，及早动工建设。利用江河水能资源
丰富的优势，大力兴办一批地方小水电，同时配套和新增变电容量，新架输电线路，改造

城市电网，发展农村电网。使能源紧张的矛盾基本得到缓解。

通讯。加快南充市 １５０００门市话扩容工程，五年内达到 ５００００门，抓好六县 （市）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门程控工程建设，保障南充至蓬安、营山和南充至西充、南部、阆中、仪陇的
光缆线路建设。加快移动通信的建设，实现全市ＢＰ机联网，逐步进入全省、全国网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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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行政区划调整后农村通信配套建设和服务工作。

后劲项目。在抓好现有企业改组改造、走以内涵为主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要经过充

分论证，新上一批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后劲项目。加快以盐卤资源为依托的盐化工

项目建设，争取以炼油厂为依托的石油化工项目，重视浅层油气开发，大力组织和开发适

合纺织和印染用途的精细化工，抓好中成药和化学合成药物的技术改造，下功夫促进电子

行业的发展。努力开发接替产业，改善现有工业结构，从外延上扩大规模，为下一步新的

腾飞夯实基础。

在大力改善包括各类基础设施在内的硬环境的同时，要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放宽各

类政策，完善各种服务，提高办事效率，搞好社会治安，做到诚恳守信，努力创造一个有

利于吸引投资者的软环境。

（三）实施 “科教兴市”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

坚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提高科技

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市场的发育和形成。把科教兴农、科

教兴工放在科技工作的首位。

要建立健全科技宏观管理、科技成果推广、科技开发和技术市场、科技政策法规 “四

个体系”。进一步组织实施 “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抓好农业科技成果推

广、科技综合开发试点示范、主要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的引进、推广及选育工作。要大力发

展科技型企业，开展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大联姻，努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新产品产

值率。要加强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要增强全民科

技意识，做好群众性科学普及工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方针，认真实施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严格执行 《教师

法》，进一步提高对发展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快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根据经济发展的

需要，积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努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坚持农科教结合和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搞好管理体制和教学领域里的改革，实行

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多种办学模式。重视德育教育，优化育人环境，

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创造有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

社会环境。完善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教育投入体制。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

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均教育费用逐年增长。要把科技发展基金

纳入预算，建立科技信贷项目，增大科技贷款额度。要加强科研队伍和教师队伍的建设，

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走出机关、深入生产第一线开展技术承包，对有显著

成绩的科教人员给予重奖。建立和完善人才开发、交流、培训机制，注重岗位培训和实用

技术培训，提高科教人员的业务水平，确保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拖欠教

师工资的问题，努力改善科教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激发他们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的

热情。

（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农时产业结构

农业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的大事。南充是一个农业大市，必须把农业放在

首位，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完善政策，增加投入，确保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加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发展高产优质高

效农业，在三个层次上有所突破：一是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中，要在调整优化第一产业的

基础上，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二是在农业内部结构中，加快对非耕地的开发利用，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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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畜牧业、林果业、水产业等多种经营项目。三是在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上，采取 “稳

一块、活一块”的办法，合理调整粮经比例。把稻田和一、二台土建成高产稳产粮田，三

台土以上用于发展经济林、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在保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扩大经

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面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要坚持发展与提高、速度与效益并重的原则，上规模、上档次、

上水平，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要从实际出发，抓住重点，建立符合本地资源特点的产业结

构和产品结构。要利用新技术、新工艺，开拓新的产品和新的经济领域。要放手发展农村

个体、私营经济，积极推行股份合作制。要推进各种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组建企业集团，

发挥规模优势。要搞好项目配套建设，在布局上相对集中，把发展乡镇企业与集镇建设有

机地结合起来。要积极引导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继续搞好劳务输出，鼓励农民进

入小城镇务工经商，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加快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重点抓好六大基地，提供优质批量产品，形成规模效益。

一是粮食基地。以 “双千”、“吨粮’田土建设为主要内容，建成一批高产稳产农田；二是

水果基地。在重点抓好 “南部脆香甜柚”、“西充脐橙青３９”、“蓬安锦橙１００号”等国、省
优品种的同时，加快老品种和适龄不结果树的改建；三是蚕桑基地。要下决心新栽一批桑

树，解决区划调整后蚕茧短缺问题。三年内将毛桑全部嫁接成良桑，提高单株产叶量和质

量；四是畜禽基地。大力发展瘦肉型猪，积极开发山地、河岸草资源，发展牛、羊、兔等

草食动物，普遍发展小家禽；五是棉麻基地。以国家优质棉基地县南部为重点，发展西充、

阆中、仪陇棉区和营山、蓬安麻区；六是林业基地。立体开发山地，以速生丰产林和经济

林为主，形成油桐、核桃、板栗、中药材等生产基地。以庭院开发为突破口，构筑一户一

品、一村一业、联社联户的经济区格局，推进商品基地建设健康发展。

改善基础条件，加快扶贫开发。要保证升钟水库一期工程如期完成，做好二期工程的

规划、设计和立项争取工作，搞好水保、长防和改造中低产田土 “三项工程”建设，坚持

集中成片改造，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原则，提高治理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

综合生产能力，抓好大面积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机事业的发展。加强气象测报，增强防灾抗

灾能力。要实行重点与择优相结合，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努力争取和用好国家 “专项贴

息贷款”、“以工代赈”、“富县资金”等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兴办乡镇企业和富县项

目，重点扶持贫困乡镇，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负担。要建立国家、地方、社会、集体、农民 “五位一体”

的投入机制，多渠道筹集农业发展资金，增加农业投入。市、县 （区）、乡 （镇）财政对

农业投入的增长，不得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用好国家扶持的专项资金，地方匹配资金要

足额到位，按标准收取各种扶持费、技改费和开发基金。要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农贷规模。

办好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强农业自身积累能

力。粮价放开以后，财政减下来的粮食加价、补贴款用于建立粮食风险基金。要认真清理

兑现扶持农业的优惠政策，加强农业资金管理。要严格执行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各项提留

统筹要坚决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５％以内，坚决制止农村 “三乱”现象。教育农

民自觉依法承担合理负担，充分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

产力。

（五）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努力提高工商企业效益

抓紧现有企业改组改造。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注重品种、规模、档次和效

益，高起点地改组改造轻纺工业。丝绸、纺织行业要从栽桑、养蚕、种棉、纺织到印染、

服装进行 “一条龙”的整体改造，食品行业要立足农副产品资源优势，开发各种天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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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饮料和罐头，发展出口产品，扩大内销产品，机械工业要以南充内燃机厂和 “长城”、

“燎原”为龙头，按照 “两车一机一基础”的方向进行改组改造；皮革工业要以阆中皮革

集团为依托，搞好基地建设；医药工业要以中成药为重点，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拓展市

场。力争每年有３—５个大的技改项目竣工投产。要为驻市的中央、省属企业创造一个良好
的环境，促其快速发展。帮助县 （市）、区作好规划，为每个县 （市）、区培植５—６户骨
干企业，上几个骨干项目，逐步壮大工业和财政实力。通过努力，把我市真正建成西南最

大的丝绸纺织基地和全省的食品、机械、皮革基地。

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强化企业管理，在短期内分级对所属企业的管理进行分类排

队，落实强化管理措施，提高管理水平。要加强市场调研，捕捉市场信息，加强网络建设，

强化市场销售，建立起全新的营销机制，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要狠抓扭亏增盈，对国有

企业亏损，建立领导责任制，制订目标措施，标本兼治，限期解决。对确能扭亏的企业和

有发展前途的微利企业，运用经济杠杆，辅以行政措施，促其提高效益；对扭亏无望、资

不抵债的企业要依法破产。

（六）放手发展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着力培养新的经济生长点

放手发展第三产业。要将第三产业的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力争九八年

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１３－１８个百分点。发展的重点放在交通、通讯、金融、保
险、教育、科研、旅游和服务业上。要放宽政策，完善措施，促其加快发展。打破行业、

部门、地区、所有制界限，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放手兴办第三产业，实行经营市场化、多

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发展资金，对有偿还能力的，不受所有制限制，给予信贷倾斜。

放宽外汇调剂政策和帐户管理，运用工商、税收和价格杠杆，促其协调发展。鼓励效益低

下、重复建设的 “二产”企业，通过联合、兼并等途径，转为 “三产”或走工商贸相互渗

透的多元化发展的路子。实行灵活的劳动人事制度，鼓励人才向第三产业流动。搞好信息、

法律、会计、审计等中介服务，加强统计监督，强化宏观管理，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简化开办手续，放宽经营范围，促其健康快速地发展。

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个体、私营经济要放宽经营主体和经营范围，放开经营方

式，促进其由单纯数量增长向数质并重发展，由小型低层次向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管理发展，

由传统行业向新兴产业发展。妥善解决经营中所需的场地、原材料、资金、能源、技术、

设备、运输及产品鉴定、评定升级、职称评定等问题。要依法加强管理，切实维护其合法

权益，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采取综合措施，促共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七）发挥中心城市功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搞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南充作为久负盛名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市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应该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川北。随着市的建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切

实搞好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增强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已成为一

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要根据市区扩大的实际，高起点地完善城市的远期、中期和近期规

划，要高标准地加快城市道路、园林、市场、车站、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设施的建设，

近期建成市二水厂和供气配套工程，从根本上缓解城市的用气、用水问题，要理顺管理体

制，发挥综合职能，高效能地依法管理好城市，当前要重点抓好 “脏、乱、差”的治理，

把城市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逐步把南充建成具有现代都市风貌的名副其实的

文明卫生城市，建成对外开放的 “窗口”城市。要继续抓好县城和村镇建设，充分发挥城

镇功能。

进一步拓展招商引资。要健全和完善项目库，搞好引资导向，把重点放在资源开发、

技术改造、生产型企业兴办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上。通过发行融资债券、扩大外资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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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外汇入境换贷和专业银行安排贷款等多种途径，积极解决配套资金问题。要在严格

按照程序运作的前提下，搞好间接利用外资的起步工作。要采取多种办法，提高对外商的

综合配套服务水平。

努力扩大外贸出口。实施 “三三”发展战略，积极扶持创汇产品生产基地、专厂和外

向型企业集团，用好自营进出口权，重塑丝绸、纺织等拳头产品的创汇优势。努力跻身国

际市场，逐步运用国际惯例管理企业和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争取使南充绢纺厂、丝三

厂、阆中皮革集团有进出口权。力争三至五年内除轻纺外，汽车零部件和医药等行业的主

要产品有１５％以上打入国际市场或替代进口。以边贸为突破口，拓宽到独联体和东南亚各
国的通道。办好驻外办事处和 “窗口”企业，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信息、资金和技术等

服务。

大力发展 “三资”企业。要利用外商投资区域内移的机会，提高 “三资”企业的兴办

规模和档次。要拓宽与外商合作的范围，除国家明令限制发展的项目外，放开由外商独资

或合资、合作经营。要提高 “三资”企业的档次，选择一批大中型企业，特别要敢于拿出

骨干企业与外商合资、合作，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高技术含量或高附加值的项目引进来，

从而带动现有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搞好外事、侨务、旅游工作。要加强对外联系，进一步敞开南充大门。做好侨台工作，

激发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外籍华人的爱国、爱乡热情。以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为依托，以 “三国文化”、“丝绸文化”为主体，以一批风景名胜、名人故居为重点，积极

发展旅游业，提高南充知名度和开放度，加快南充走向世界的步伐。

（八）认真落实基本国策，抓好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

我市是一个人口大市，坚决而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关系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 “两种生产”一起抓，认真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

策，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三大网络建设，狠抓基层基础工作，着重

抓好农村的计划生育，强化流动人口的管理，严格婚姻管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

质。到本届政府末，全市总人口控制在７３３万以内，计划生育率达到８７％以上。
按照 “经济要发展，环境要改善”的要求，依法治理和管理环境，狠抓薄弱环节，搞

好工业 “三废”和污染治理，突出抓好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加快植树造林步伐，提高森

林覆盖率。加强森林、矿产、水资源保护和利用，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十分

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大力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实行有偿、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

出让制度，清理整顿土地隐形市场，实行政府对土地出让市场的高度垄断，加强对二、三

级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建立新型规范的地产市场，防止在房地产交易中获取暴利和国家收

益的流失。切实保护耕地，力求用地与造地持平，开源与节流并重。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

开发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做到规划、征地、开发、出让、管理 “五统一”。

（九）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各级政府必须

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两手抓”的方针，切实做到两手都要硬。要用邓小平

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市干部群众头脑，坚持不懈地进行党的基本路

线、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各

种行之有效的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文明动力，使

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落实文化经济政策，巩固发展城乡文化

阵地，突出群众文化重点，着力发展村落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旅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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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发和扶持具有川北特色的灯戏、木偶、剪纸、皮影等稀有艺术。鼓励创作更多更好

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文艺作品，开发文化产业，培育文化市场，健全文化网络，强化文化

市场管理。坚持党的新闻方针，加强新闻管理和队伍建设，搞好新闻出版工作。办好南充

日报、南充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建设南充和县 （市）区有线电视台，完成广播电视中心彩

电大厦的建设，开办证券信息台，发展电视卫星小型地面站和差转台，增强节目传输和覆

盖能力。推广 “五马”经验，巩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提高入户率和通播率。

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巩固完善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推进城乡初级卫生保健。实施医

院分级管理，强化医德医风建设，改善医疗设施和条件，按期完成农村卫生院、县级防疫

站、保健站的危房改造和急需设施建设。提高市、县医院等级。努力振兴中医。加强食品、

卫生和医药市场管理，搞好对传染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的防治。搞好爱国卫生工作，治

理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以承办省八运会为契机，在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

育、场馆建设、体育产业方面有新的突破。抓好 “体育大世界”的兴建和其它场馆的完善，

力争在省八运会和三届青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

档案、保密、人防、地方志、无线电管理、移风易俗等工作都要有新的发展。

（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执行人大的各项决议、

决定，积极支持配合同级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坚持重大决策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的

制度。完善信访接待、新闻发布等制度，使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进一步畅通。落实

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的自治作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作用。

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搞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按照民主原则、法制统一原则和严格科学的立法程序，制订与发

布规范性文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要加强法律工作队伍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

建设，搞好法律服务，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和严重刑事、

经济犯罪活动，深入开展除 “七害”斗争，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依法惩处生产销售假

冒伪劣商品和走私贩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努力搞好城乡治安工作，改革公安勤务工作，提

高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能力。加强劳改工作，提高监管改造能力。不断完善单位内部保卫

责任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闹事苗头。加快乡镇派出所建设，充实

和加强基层警力和设施，抓好警风建设。严格道路交通和安全管理，认真履行消防监督职

能。加强国防教育和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 “三落实”和 “双拥”工

作，增进军政、军民团结，努力争创 “双拥”模范城。保护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关心群众疾苦，为改革和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转变政府职能，搞好政府自身建设

要提前两年实现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作为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各

级人民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

更新思想观念。各级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指导思

想上，要强化四个意识：强化发展意识，以 “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

强化中心意识，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干、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化合力意识，组织和

动员一切力量集中精力打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总体战；强化公仆意识，牢固树立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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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工作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 “四个关系”：即改革与发展的关

系，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繁荣经济与维护稳定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紧迫感，以全新的观念和饱满的热情投入新的事业。

转变政府职能。根据上级的部署，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积极稳

妥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本着宏观管好、微观放开的精神，把政府和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

中的职权范围区别开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规划。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计划和有关政策，制订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

智力开发等计划。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交通、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二是协调。协

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搞好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监督。监督企业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照

章纳税、交费，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企业厂长 （经理）代表企业依法行使经营

权等；四是服务。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汇集和传播经济

信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逐步建立起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

济运行模式。要充分发挥市和县 （市）区两个积极性，在增强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宏观调控

能力的同时，下放必要的经济、社会行政管理权限，搞活县 （市）、区经济。

精简工作机构。要以转变职能为基础，加快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市、区政府机关，

要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尽快实现按 “新机构、新编制、新职能”运行。经济管理部门

要减少行政层次，对具有政企双重职能的部门或公司要逐步实行政企分开，撤并某些职能

交叉重复、业务相近的机构，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在两年内完成各级的机构改革工作。

要探索机关人员分流的路子，打开干部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的途径。积极推行公务员制度，

改善机关人员结构，提高机关人员素质。到１９９５年底，实现机关人员编制比１９９２年底减
少４０％左右的改革目标。搞好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县的机构改革，县乡两级要抓紧搞好调查
研究，多渠道分流人员，按照上级的部署，分步实施到位。

改进机关作风。政府工作要围绕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为人民服务和为基层服务的

宗旨，切实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勤俭办一切事

业。接待和交往做到内外有别，反对脱离市情、超出经济水平的讲排场、显豪华和盲目攀

比的不良风气，要保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

强化协调服务，形成 “机关围绕基层转、上级围绕下级转，一切围绕中心转”的良好作风，

要严肃政务纪律，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反对和克服办事拖拉、推诿扯

皮、各行其是的官僚主义作风，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要坚持勤政为民，

倡俭崇实，力戒空谈，革除花架子，尽量减少礼仪应酬活动，集中精力抓大事、办实事；

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改进风气、提高效率的政府工作规则和办事制度，提高政府机关科学管

理水平。

加强廉政建设。严肃查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经济管理、执法监督部门严重以权谋

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问题。市政府和各部门的领导成员，要严格执行中纪

委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的五条规定。不准经商办企业和从

事有偿中介活动，不准超越政策界限，享受任何特殊权利，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

亲友在提干、调动、就业和经商办企业方面提供方便和优惠，不准在下属单位和其它企事

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或由本单位支付的各种费用，不准买卖股票，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

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用公款或接受下级单位邀请进高消费娱乐场所，下基层调查研

究，一律不准接送，用餐要从简。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

进典型，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良好的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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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九十年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任重道远，前程似锦。我们深信，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

下，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市人民政府一定能组织和带领全市７００万人民，
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圆满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在建设富裕文明新南充的道

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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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在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南充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吴果行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９日）

各位代表：

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予审议。

一、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五年来，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和支持下，市政府始终坚持邓小

平伟大理论，带领全市人民励精图治、奋力开拓，基本完成了市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

各项任务。１９９８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４７２４亿元，年均递增７３％。整个经济呈现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农业基础不断强化，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１９９８年农业总产值达到５８５亿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年均递增６６％。粮食连年夺得丰收。农村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猪牛羊
肉类总量达到４６３万吨，年均递增１０％；油料、水果、蚕茧、水产品和蔬菜等农产品产量
都较大幅度地增长；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递增２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升钟水
库一期工程建设全面竣工，实现控灌面积１３８万亩；２９５８个旱山村人畜饮用水困难问题得
到基本解决；新增和恢复、改善灌面分别达到６７万亩和３８万亩；农机总动力新增２２２万
千瓦；完成中低产田土改造８７２１万亩；治理水土流失１２０８平方公里；长防工程造林和大
面积植树１８０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３７４％。

（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工业从困境中回升。一是以扶持３０户重点扩张企业为重点，
大力培育机械、化工、食品和服装四大支柱产业。五年全市完成重点技术改造项目１１０个、
开发新产品９８６个，促进了工业结构的调整，一批优势企业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二是以
丝绸纺织行业解困为突破口，大力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实施压绪压锭、减员增效、兼并破

产、资产重组，争取到国家对南充的特殊个案政策，享受减人增效４７５０万元；丝绸压绪
７８万绪，纺织压锭３万锭，兼并破产冲呆３３亿元，有效地促进了全市轻纺工业结构和资
本金结构的调整。三是以亏损大户扭亏增盈为重点，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对亏损大户实施

“定人定责、限期扭亏、分类突围、分块搞活”，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进行贷款 “封闭

运行”，使亏损企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批困难企业重现生机。１９９８年工业总产值在上
年增长１８％的基础上增长１６５％，达到８４６亿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年均递增７６％。

（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经济环境得以较大改善。过去的五年，是南充历史上基

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面貌变化最快的时期。达成铁路全线通车，打通了南充物流、人流的

“动脉”。全市新增公路里程３００公里，新增油路、水泥路７４２公里，通公路的村新增３４０
个。一级公路实现零的突破，达到５３５公里，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唐巴路、仪北路改扩建工
程仪陇至长乐段已经完工。南充西河大桥建成通车，南充嘉陵江二桥、蓬安嘉陵江大桥已

破土动工，成南高速公路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拓宽了三区的四条进出城道路。成功

地组织和实施了邮电通信第三、四期数网工程和村通工程。红岩子电站成功截流，青居电

站合资建设合同正式签订。大网输变电工程和城乡电网建设进展顺利。城市建成区面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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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４４３％，建制镇面积扩大２２倍，城市化水平由１９９３年底的９％提高到１８５％。城市水
电气供应水平普遍提高，仪陇县城饮水第三期工程即将竣工通水，西充县城饮水工程一期

工程竣工。

（四）财贸金融工作加强，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信贷政策，紧中求

活，稳中求进。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１９９８年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６７５亿元，财政一
般预算支出１２４９亿元，同口径年均分别递增１０２９％和１３４３％。五年全市财税收入翻了
一番。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运行状况平稳，银行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１９９８年分别达到
１５１９９亿元和１５３０９亿元，比１９９３年分别增长３倍和１５倍。狠抓各类市场的建设和培
育，大力加强市场管理，大抓地方产品促销，市场日益活跃，第三产业发展加快。１９９８年
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６２５５亿元，年均递增１８９％；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５１４９亿
元，年均递增１１３％。

（五）经济体制改革大步推进，所有制结构不断调整。在抓好财政、税收、金融、计

划、价格和投资融资改革的同时，大步推进了以国有企业改制为重点的企业改革。五年来，

全市共有７３２户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采取出售、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还本租
赁、抽资租赁、破产等形式进行了触动产权的改革，累计吸纳增量资金１０６亿元，盘活存
量资产３３５７亿元。同时，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责任制，
推行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促进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五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由１６亿元增加到６２亿元，私营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由１０万人增加到２０７万人，其纳税额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
１４％上升到３６９６。

（六）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多层次开放格局正在形成。全市９县市区全部对国外开
放，广泛加强了东西、中西和西西合作，提高了南充的开放水平，外资、外贸、外经工作

取得新的成绩。五年来，全市利用外资１７亿美元；新办外资企业６９个；１９９８年外贸出口
总额２７８１万美元，比１９９３年增长２倍；签订国内经济技术协作项目４８３项，协议引进市外
资金１３５６亿元，协作物资总额３８６亿元；劳务输出常年在１１０万人以上，劳务收入五年
累计达１６０多亿元。

（七）始终坚持 “两手抓”，社会事业有了新的进步。五年来，坚持 “科教兴市”战略

不动摇，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５００余项，取得科技成果６００多项、专利技术３００多项，科
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民营科技企业已发展到４１８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教育投
入增加，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教育质量显著提高。遍布城乡的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农

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不断推进。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落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省

水平。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和体育产业得到发展。成功举办了四川省第八届运动会。继续

开展学 “五马”活动，广播电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两保”和再

就业工作取得新成绩，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民政、救灾、气象、城管、审计、物

价、安全、外事、侨务、旅游、对台、统计、档案、保密、人防、修志、老龄、残疾人、

妇女儿童、民族宗教、无线电管理工作都有新的发展。

（八）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衣、食、住、用、行条

件进一步改善。１９９８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４９５８元，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２８７３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４１０元，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８１３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１２０４３亿元，
比１９９３年底增加９２６３亿元。城镇居民居住面积人均达到８２平方米。五年共解决１６０万
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阆中、南部、西充、仪陇四个县市通过 “越温”达标验收。同时建

成了一批小康村和小康乡镇，部分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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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五年，是全市人民奋力拼搏、负重前进的五年。这五年，全市持续遭受历史罕

见的特大旱灾，传统工业支柱丝绸产业陷入困境，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很

大影响。但是，我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不仅夺取了农业连年丰收和抗灾救灾的胜利，取得了企业

解困的初步成效，而且保持了社会稳定，加快了改革发展步伐。

回顾过去的五年，我们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基本体会是：始终坚持发展至上的思想，

加快自身发展步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偏离这一主体；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用改

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大开放促大发展；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指针，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始终

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回顾过去的五年，在克服种种困难的

情况下，全市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得益于历届地委、行署打下

的良好工作基础，归功于市委的正确领导，受助于人大、政协的有效监督和大力支持。五

年来，政府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融汇着各个方面的智慧和心血；每取得一项成绩，均凝聚

着人民群众的汗水和力量。在此，我谨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所

有关心、支持和参与市政府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市经济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困难和问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全市经济总量小，发展速度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扩大；经济结构不合理，

工业比重偏低，所有制结构单一；农业基础脆弱，农产品中一些品种、质量不适应市场的

需求，农民增收缓慢；工业深层次矛盾仍然突出，部分企业机制转换缓慢，有的企业已经

倒闭，致使财政困难、下岗职工增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压力；人民群众对政风、社会

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还不满意；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还不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新一届政府面临着跨世纪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历史重任。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奋斗目标

是：夯实三大基础 （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加快三化进程 （工业化、城市化、农

业产业化）、构造三大经济区 （嘉陵江流域、铁路沿线、国道公路沿线），把南充建设成为

农业强市、工业大市和川东北商贸中心。

刚刚闭幕的市第二次党代会向全市人民发出了 “解放思想，加快发展，为实现富民兴

市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号召，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

十五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以高昂的斗志和扎实的工作，把南充的经济社

会发展推上新的水平。

———国民经济要上新台阶。今后五年，力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年均增长９％以上。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３５％，第二产业年均增长１２％，第三产业年
均增长１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１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１２％。地
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９％。

———改革开放要有新成效。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推进各项改

革，重点抓好国有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市场体系培育，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发展要有新变化。坚持 “科教兴市”战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全市形成

经济繁荣兴旺、思想健康向上、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

———依法治市要有新进展。大力推进法制建设，抓好依法治市，坚持依法行政，把政

府行政置于法律规范之下和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中。

———人民生活要有新提高。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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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到２００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２４００元，城市人口年收入达到
６６００元。未来五年在实施富民兴市的战略中，要努力实现 “五个协调”发展。

（一）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我市未来五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加强提高第一产业，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坚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调整优化农村经

济结构，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一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紧紧抓住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

培育龙头企业、搞活市场流通三个基本环节，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农村特色经

济。坚持市场导向，按照 “一县一名一品、一乡一优品”的要求，大力调整和优化农村经

济结构，大规模、高规格地建立优质农产品商品基地，培育市场开拓能力和带动能力强的

企业。力争用３年至５年的时间，每个县市区建立１至２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农业支柱产业，
每个乡镇发展１至２个稳定增收的多种经营主导产品，初步形成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新格
局。二是推进农业水利化。坚持 “治水兴南”方针，继续加强以 “治水、兴林、改土、农

机提灌”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实现全市农业灌溉条件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好转。

三是加快农村工业化。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建设乡镇工商业小区，集中连片发展，

培育一批销售收入超亿元、创十亿元的乡镇，再创乡镇企业新优势。乡镇工业要努力提高

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四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按照 “以场镇为基

础、以县城为骨干、以市区为中心”的布局，加快城市体系建设，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

的中心城市。重点在国省公路沿线、达成铁路沿线、嘉陵江沿线，规划建设一批以中心城

镇为依托、以发挥优势为特色、以加快城市化为目标的小集镇群体。力争五年实现农业人

口向城镇转移８０至１００万人，城市化水平提高到２５％左右。
重点发展第二产业，打好振兴工业攻坚战。牢固树立 “工业富市、工业富民”的思想，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工业的突破性发展。一是大力培育四大支柱。

以骨干企业为载体，以创造名牌产品为重点，加大机械、化工、食品、服装四大产业的培

育力度。重点抓好石油化工、盐化工、农用化工和精细化工的低成本扩张，抓好汽车、发

动机、汽车零部件上规模，抓好丝绸、纺织的终端产品开发，抓好医药、食品上档次、上

水平。二是大力抓好企业扭亏解困。重点抓好 “三个一批”，力争五年实现大中型企业全部

解困。对一批资不抵债、连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通过兼并、破产获得新生；对一批

微利或亏损但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从多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帮助渡过难关；对一

批有一定盈利能力，但规模小、机制不活的企业，主要采取 “放”的办法，增强市场竞争

能力。三是大力引进外地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充分利用我市进入重庆经济协作区、浙江对

口帮扶南充的契机，发挥我市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引进一批外地著名企

业、名牌产品，收购、兼并、嫁接、改造我市企业，为我市工业发展带来资金和技术、带

来市场和品牌、带来人才和管理，形成新的生产力。四是搞好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

坚持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快引进、开发技术含量高的大项目，壮大规模和

经济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传统工业要结合资产重组，加快技术改造，开发有市场、有

效益的又具较强竞争力的产品。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市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加快交通、邮电产业化，加强完善

商品市场体系，大力培育要素市场。各类市场要在规范中发展，拓展服务领域，增强服务

功能，促进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地区

的商贸中心。抓好旅游资源开发，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二）市县经济的协调发展

县活市兴、县富市强。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市与县 （市、区）经济的关系，实现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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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县级经济的协调发展。

努力增强市级经济的实力。着眼产业升级，切实抓好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

对一批基础好、有市场、有实力的骨干企业，要优中选优加大培育力度，提高他们的竞争

能力，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成为市级经济的台柱子；利用我市处于川东北中心的区位优

势，努力开发市场潜力，把区位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加快城市建设，扩大城市规模，形成

新的市级经济增长点，并以此带动县 （市、区）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增强县级经济的活力。采取放手、放权、放活的措施，完善市与 （县、市、区）

两级政府管理体制，促进各县 （市、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优化县域

经济生产力布局，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培植一批能支撑当地经济的立县产业和富县产品。

力争通过３至５年的努力，各县 （市、区）都要有３至５个税利过千万元的重点企业，成
为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县 （市、区）政府要进一步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在市政建设、集

镇建设、社区发展、实施再就业工程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多种经济成份的协调发展

针对南充目前所有制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积极探索公有制多样化实现形

式，为多种经济的公平竞争、健康发展创造政策环境。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不断提

高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国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要坚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齐抓共促，

平等竞争；国有经济份额较少的地方，要逐步形成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框架。大力

发展股份经济，大胆对旧体制的企业进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改革；提倡和鼓

励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股份合作制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外资参与企业改造，鼓励和引

导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结合中小企业改革；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控股、兼并、租赁等方

式经营国有企业；对规模大、发展前景好的私营企业，从项目审批、资金投入、政策导向

上予以重点扶持，促其发展壮大。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提
高到４０％以上，纳税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５０％以上。

（四）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针对我市基础

设施滞后制约经济的发展的状况，今后五年要集中全力抓好一批树立南充形象、改善投资

环境、增强发展后劲、拉动经济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完成交通 “三桥三路”建设。建成清泉寺嘉陵江大桥、蓬安嘉陵江大桥和阆中嘉陵江

二桥，全面缓解市内嘉陵江东西交通 “瓶颈”制约。将阆中至南充全长１４９公里的国道２１２
线，全部改造为一级路面。配合搞好成南高速公路和南广高速公路建设，力争用三年时间

建好对我市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高速通道。

完成城市 “两道两区”建设。在嘉陵江以西沿江建设上起清泉寺大桥、下至洋灰桥的

１３１公里长、５０米宽的滨江大道。在嘉陵江以东沿江建设上至龙门、下至白塔山的１２１
公里长、４０米宽的江东大道。综合开发治理西河小区，分期对西河实行集城市防洪、环保、
绿化、小区开发和城市景观建设 “五位一体”的综合开发治理。建设西山风景区，搞好景

区绿化，建成一批新景点。

搞好能源 “两站两网”建设。梯级开发嘉陵江水能资源，加快青居电站和红岩子电站

建设。全面改造农村电网和城市电网，从根本上改变我市城乡供电状况。

推进水利 “一库一堤”建设。努力抓好升钟水库配套工程建设，增加灌溉效益。建设

嘉陵江南充防洪堤工程，将市区防洪标准由５年一遇提高到５０年一遇。
（五）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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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技术保障和投资支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今后五年，必须保证精神文明与物

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抓好科教兴市，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世纪之交，人类社会正由资源经济转向以知识为

基础的经济时代。我们能否在跨世纪的竞争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关键在于能否主动迎接知

识经济的挑战。要坚定不移地实施 “科教兴市”战略，把教育和科技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引进优秀科技人才和新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产品。深化卫生改革，逐步推行职工医疗保障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法管好土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大力发展文化、

广播电视、体育产业，全面推进其他各项工作，促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抓好依法治市，搞好依法行政。提高各级领

导干部依法行政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提高执法队伍素质，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制，落实超前保稳定的

措施。

三、１９９９年的主要任务
今年是建国五十周年，也是南充新一届政府行政的头一年，必须开好头、起好步。

１９９９年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９％，第一产业增长３％，第二
产业增长１４％，第三产业增长１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０％，全部工业总产值增长
１６％，乡镇企业产值增长２５％，地方财政收入增长７９６，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１３０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０％；商品零售价格涨幅调控在２％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９６
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７‰。在具体工作中，要在求真、求效、务实上狠下功夫。

（一）加快企业改革和发展步伐

坚持以企业增效减亏为主要着力点，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性改组，进行资产

大重组、机制大转换、结构大调整，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以动产权、转机制为核心，把企业改革推进到新的层次。按照 “抓大放小”、“三改一

加强”和 “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要求，坚定

不移地对旧体制的企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改革，推进资产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

本营运效率。抓好已改制企业的分类指导，推进机制转换，真正做到新牌子、新机制、新

面貌。狠抓企业内部人事、用工、分配 “三大制度”改革的逗硬落实。按照企业经营者职

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健全厂长 （经理）的选聘、监督、考核和奖惩办法；建立企业经济

裁员机制，推行厂长、经理年薪制和 “薪随岗动”的分配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增强市场

竞争力。

以抓一批扩张型企业为重点，使四大支柱工业有明显的发展。着眼培育立市立县产品

和支柱产业，围绕机械、化工、食品、服装四大支柱，全力支持南充炼油厂等一批活力强、

效益好、市场前景广阔的重点企业扩张壮大，集中资金，重点投入，帮助企业上规模、上

档次、上效益。重点抓好 “三个十的技术创新工程”，即抓好１０个重点技改项目、１０个重
点新产品开发项目、１０个名牌产品。建立严格科学的目标责任制，保证扩张型企业税后利
润今年有两位数的增长。

以实施 “丝纺行业解困方案”为重点，把企业扭亏增盈提高到新的水平。充分利用国

家对我市丝绸纺织行业个案政策所提供的调，抓好限产压锭、减员增效。对确实扭亏无望

的企业必须破产清算，使纺织丝绸行业在扭亏解困上取得突破。对亏损国有企业要逐个排

队、诊断，对不能从整体上搞活的国有企业，要分块搞活、分路突围；重点抓好亏损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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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亏扭亏工作，确保全市企业亏损额比１９９８年下降１０个百分点。
以创造宽松环境为重点，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进一步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力争今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规模、纳税数额的增长速度保持在２０％以上。特别要抓
好全市７０户年产值５００万元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１０户民营科技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
效益。

（二）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突围重点，精心部署，扎实工作，

确保农村经济有较快发展，农另收入有较大增长。

稳定完善政策，扎实推进农村改革。稳定完善土地承邑关系，上半年内全面完成土地

承包期再延期３０年合同的签订完善工作。大力放活土地使用权，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
益。认真执行农民负担定项限额政策，按１９９７年基数一定三年不变，防止反弹。改革农村
融资、投资体制，多渠道筹措支农资金，增加农业投入，集中资金保重点、办大事。认真

落实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三项政策”，加快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加强农村商业网点的建设，

积极开拓农村市场，鼓励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改革对农业科技人员、农村基层

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大力调整结构，确保农业增产增收。围绕稳粮增收的目标，搞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调整。牢固树立避灾、抗灾夺丰收的思想，全面推进 “种子工程”，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

广应用，确保全市人均占有粮食稳定在４００公斤以上。集中精力发展农民稳定增收的骨干
产业。抓好畜禽基地建设，搞好良繁制种，推广生猪三无杂交，全年出栏肥猪６１０万元、
家禽４２００万只、肉牛、肉羊８０万只；抓好优质水果、干果基地建设，新植各类优质水果、
干果５００万株，换优改良６００万株，果品总产量达到１６万吨；提高科学养蚕水平，重点抓
好７个基地县和４０个基地乡镇的建设；抓好 “菜篮子’’工程建设，重点建设２０个千亩优
质蔬菜基地；大力发展水产生产，坚持工程养鱼和稻田养鱼并举，重点搞好工程养殖和天

然养殖，使水产品的产量和效益有一个较大突破。

坚持综合治理，确保治水改土兴林有明显进展。重点搞好现有水利设施配套建设、水

毁病险工程整治、小微水利建设，新增灌面５５万亩，新增蓄水能力１２００万方；新建电灌
站１００个，改造机电提灌设备８０００台套。治理水土流失１５６１平方公里。完成改土３１５万
亩。争取新上一批嘉陵江生态工程建设项目，成片造林１２万亩，退耕还林５５万亩，抓好
三区环城绿化工程建设，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加快全市绿化步伐。搞好南部、闽中农村初

级电气化县建设。

加快小城镇建设，确保乡镇企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把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

来，在继续抓好４６个国家、省、市级试点小城镇建设的同时，再选择１０个有一定基础条
件、优势明显的小城镇列为市级小城镇进行重点发展。通过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等措施，

鼓励大批精明强干的农民分离出来向小城镇集中，经商办企业。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

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大乡镇企业技改力度，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集中精

力发挥５６个重点乡镇良好基础条件的优势，依托城镇办企业，发展工商小区。选择１００户
重点乡镇企业予以扶持，帮助其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强管理、增效益，提高市场竞

争能力。

推进小康建设，确保扶贫越温达标任务的完成。按照规划要求，以大幅增加农民收入

为重点，扎扎实实推进农村小康建设。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以扶持特困村为主战场，集

中抓好以 “长效产业覆盖工程”建设为重点的扶贫攻坚。在巩固发展 “越温”成果的同

时，实现营山、嘉陵 “越温”达标。

９３３



!"# $%&#' ()"# *%) +, *%) -%&. !)"# /" *%) 0)

!"#$

%&'()

（三）努力刺激消费，保持资金流、物质流的良性循环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应对外部挑战、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战略措施。

千方百计启动消费，把市场开拓提高到新水平。切实把商贸流通由末端行业转到先导

行业上来，把商品销售作为再生产的首要环节来抓，千方百计开拓城乡市场，积极刺激消

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特别要大力开拓以农村为重点的区内市场，以重庆、西北、东北

为重点的外地市场，以自营出口为重点的国际市场。实行工商联手、农工商银配合，鼓励

流通企业推销地方产品，鼓励下岗职工积极加入营销队伍，提倡和鼓励各单位消费地方产

品。积极推进流通体制改革，推行和发展代理制、连锁制和配送制等现代营销方式，提高

企业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继续加强西门市场培育，加快川北批发市场和食品城的建设，

调整市场结构，发展超市、专卖商场、多功能购物中心等多种新型商场，大力培育要素市

场。积极拓展新的消费领域，扩大文化、健康、休闲、旅游等消费。

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加快和深化金融改革，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

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金融高效稳健运行，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柱产业、重点企业、骨干产品的贷款支持力度。对亏损企业中

部分有市场、有销路、有效益的产品实行封闭式贷款，使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支

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适当增加对国有小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

构的调整。

充分发挥财税职能，大力支持经济发展。加大财政对经济发展投入，确保财政供给人

员工资发放和农业、教育、科技及救灾，保证社会稳定和应付其他特殊情况的支出需要。

在 “开源”方面，重点抓好 “费改税”政策的贯彻实施，搞好新税种征管；清理和制止越

权减免税和欠税，清理漏征漏管，严厉打击各种偷税、骗税、抗税行为；对个人所得税的

征管实行法人支付和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抓好国债转贷工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在

“节流”方面，从严控制机构、编制增加；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加强非税财政收入管理，推

行票款分离制度，办好办证服务大厅；搞好财会、审计监督，堵塞漏洞。

（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争取中央和省上投资，落实地方配套资金，带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增加，以加

快基础设施拉动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在交通建设方面：以 “三路三桥”建设为重点，全面展开二、三级路网改造。全线铺

开成南高速公路南充段路基工程，完成２１２线西充至阆中路基工程和２０公里路面建设；建
成清泉寺、蓬安嘉陵江大桥主体和引桥工程；改建县乡道油路 ２４０公里、新建公路 １００
公里。

在能源建设方面：在加快两座电站建设的同时，集中精力加速电网改造。在农村电网

改造方面，建成嘉陵火花、仪陇永乐、高坪东观、顺庆荣溪输变电站，加快阆中、嘉陵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建设步伐；在城市电网改造方面，开工建设西河变电站。

在城市建设方面：重点抓好 “两道两区”的起步，完善城市干道网、公共交通、供排水、

城市防洪体系。完成西充、营山两县城供水工程建设，建成高坪、嘉陵天然气三个储气站及

主干管网工程。加快住宅建设，重点要引导投资向普通住宅、经济适用房和危旧房改造倾斜，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全年住宅竣工面积完成１３０万平方米，其中经济适用房１００万平方米。加
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扩大个人购房抵押贷款业务，促进住宅消费。

加快邮电信息产业发展步伐，抓紧第四期数网工程和邮政综合计算机网络建设。

（五）加大开放力度，增强开放实效

贯彻 “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方针，坚持以开明促开放，开放促开发，开发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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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外资、外引经济。抓住发达地区产业升级，部分产业需要向内地转移的机遇，

加快引进、开发技术含量高的大项目，壮大我市的经济规模，增强竞争能力。以更加开明

的政策、更加开放的姿态，引进外地著名企业、名牌产品来南充落户，以产权转让、收购、

兼并等方式改组我市国有企业。

大力拓展对外加工贸易。充分利用和延伸全市１５户企业进出口权，努力扩大出口贸
易，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认真落实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产品档次

和质量，努力培育新的出口拳头产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外贸出口持续增长。

抓好开发 （试验）区的高新产业发展。以花园坝、十里工业街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和

蓬安火车站开发区、阆中七里坝开发区、三区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等为重点，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加快高新技术产业、产品发展，逐步形成产业带、企业群。

（六）坚持 “科教兴市”的方针，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努力提高全市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推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进一步

提高 “百亿工程”实施质量，大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重点推广重大成果３０项，科技进
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４０％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４５％以上。科技兴农，集中抓
好 “良种工程”和 “产业化示范工程”，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科技兴工，集中抓好企

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推进传统企业技术改造，重点抓好省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 “火

炬计划”项目。充分发挥驻市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作用，为科教兴市作出重大贡献。加强科

学技术的普及工作，增强全社会的科技意识。

适应培育大批跨世纪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战略需要，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全面

贯彻教育方针，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办学管理，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加大教育投入，

保证教师工资发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创办一批示范学校，加强成人教育，抓好农村实

用技术培训、职工岗位培训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强化教师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全面实

施 “２１世纪园丁计划”，切实抓好知识更新教育。着眼提高全民素质和创新能力，注重在
干部和职工队伍中实施继续教育工程。

进一步加强卫生、文化、广播和体育等各项事业。卫生工作，抓好乡镇卫生院建设，

加强对慢性病、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基本实现全市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文化工作，

重点围绕建国５０周年、改革开放２０周年和澳门回归３件大事，努力创作一批较高品味的文
艺精品。体育工作，努力实施全民健生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加

快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增加节目传输套数。认真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国土保护、环境

保护等基本国策。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加强民兵预备役工作。开展创建 “双拥”模范

城 （县）活动。全面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实行殡葬改革，推进移风易俗。抓好统计、信息、

档案、保密、气象、新闻、出版、修志、外事、侨务、对台、旅游、宗教、无线电管理、

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老龄工作。

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在城市，开展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以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

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在农村，深入开展以提高农民素质、建设小康村为目标，

以评选遵纪守法户、双文明户、五好家庭、创建文明村镇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活动。在干部

队伍中，深入开展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用 “抗洪精神”和 “同心图强，实

干争先”的南充精神，鼓励群众，引导群众，一切围绕发展转，一切围绕发展干。

（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

坚持民主政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民主监督程序和制度。认真接受本级人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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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重大问题在决策前主动与政协协商；加强同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的联系；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开展工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侨务政策；加强村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村民议事

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搞好依法行政，重点推进以依法治村为重点的基层依法治理和以规

范部门执法为重点的行业依法治理工作，推行政务公开，严格按法定职权和程序处理行政

事务。

抓好 “两保”和再就业工作。抓好 “两金”的依法征收，认真落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最低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费用发放的政策。重视挖掘中小企业的就业潜力，鼓励发展

民营经济，扶持家务、维修、餐饮、清洁等服务行业，增辟就业岗位。增强再就业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训就业率达到７０％以上，就业安置达到当年求职、下岗登记人数的
７０％以上，安置当年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在５０％以上。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达到５０％以上，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职工基本
医疗。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落实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防群治、落实基层”

和 “谁主管、谁负责”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妥善解

决各类问题，把不安定因素消除在内部，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始终保持对严重

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进一

步加强各项治安行政管理、治安整顿和安全防范工作，预防和减少重大案件事故的发生，

增强群众的安全感。积极推进 “安全文明小区”建设，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

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严治警，整顿警风、警容，加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正规化建设。

（八）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效能

着力建设公正、廉洁、效率的政府系统，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树立人民政府的良好

形象。

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持用小平理论武装全体政府机关

国家公务员的头脑，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南充的市情，

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更加解放，环境上更加宽松，措施上更加得力，方法上更加灵活。

大力提倡勇于探索的风气，善于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大力提倡尊重实际的风气，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要胸怀全局。凡是符

合南充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的事情，整个政府系统都要通力合作，全力办好，部门利益

必须服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

强化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努力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

体系。加强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坚决纠正争权争利、仗权设卡的现象，维护发展大局；

正确处理统分关系，做到全局 “一盘棋”，坚决纠正我行我素、各自为政的现象，确保政府

工作顺利推进；加强政务纪律，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确保政令畅通；加

强目标督办，坚决纠正敷衍塞责、推诿应付的现象，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加强决策把关，

重大决策广泛听取意见，搞好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深化人事制度改

革、引入竞争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积极开展 “政务公开；优质服务、争当人民满意公

务员”活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坚持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反腐倡廉工作

落实到经济、行政各个管理部门。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完善廉洁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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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扩大行政管理公开度、透明度，将竞争引入行政管理领域。加强行风建设，把纠风

工作纳入部门和行业管理之中。认真执行 《廉政准则》，全市公务员要带头廉洁自律，厉行

节约，狠刹奢侈浪费之风。加强审计监督，强化行政企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离任审计，规范

经济行为。

切实转变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把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尊重群众

的首创精神，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加强政府公务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教育。深入调查研究，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

切联系，注意倾听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想广大人民之所想，急广大人民之所急，办广大人

民之所需。切实精简会议和文件，减少应酬，把精力集中用于解决改革、发展和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和虚报

浮夸。

各位代表：新的世纪就要来临，人民共和国将要走过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我们一定

要发扬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精神”

和 “同心图强、实干争先”的南充精神，再接再厉，发愤图强，以崭新的面貌跨入二十一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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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在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杜光辉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７日）

各位代表：

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１９９９年以来，本届政府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市场竞争加剧、结构矛盾突出、自
然灾害频繁等严峻挑战，在省委、省政府和中共南充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市人民抓

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开拓进取，奋力拼搏，战胜了诸多难

以预见的困难，全市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全面完成了市二届人

大历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

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２００３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ＧＤＰ）
２５０３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２％，创１０年来新高，五年年均增长１０６％，超过市二届人
大一次会议确定年均增长９％的预期目标。人均生产总值由２０７２元提高到３４９６元。三次产
业比由１９９８年的４０２∶２４６∶３５２调整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１８∶２９７∶３８５。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由６７亿元增加到９１６亿元，人均财力由６５１５元上升到１４７０６元。工业兴市成效明
显，石油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建材、食品等支柱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销售收入１１２１６亿元、增加值３０３２亿元、利税５６９亿元，年均分别增长２７５％、
２６３％、７９８％。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推进，畜牧业产值占农
业总产值比重达到５１％，培育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１２７户，劳务开发成为农民增
收的重要渠道。城乡市场繁荣活跃，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城市中心商务区已具雏形，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９６８亿元，年均增长１３９％。以阆中古城、三国文化、将帅故
里、嘉陵风光为品牌的全省第四条旅游精品线建设加快，旅游业实现总收入１０８亿元，年
均增长３６％。金融保险业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由１９９８年末的１５１９９亿元上
升到２００３年末的３１１６５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由１５０１４亿元上升到２１４３７亿元。依法组建
了市商业银行，全市整体建成 Ａ级金融安全区。五年来，通过大力调整结构，盘活存量，
吸纳增量，坚持不懈地培育骨干税源，市本级实现了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和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翻番，经营城市收入成倍增长，市对县 （市、区）的带动、辐射、调控能力明显增

强，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县域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

建设投资呈现新高潮，经营城市进一步加快。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引进资金，聚集资

本，增加投入，建成和启动了一批南充人民世代企盼的重点工程。五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３２２２亿元，年均增长２５２％，超过１５％的预期目标。成南高速公路全线通车，２１２
线顺庆至阆中一级路改造、清泉寺嘉陵江大桥、南充港等工程竣工，南广高速公路、高坪

机场即将投入营运，绕城高速公路建设加快，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到５７７１公里，市到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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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路网、连接周边城市的快速通道和通达全国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交通状

况得到较大改观。嘉陵江梯级开发全面提速，马回电站二期和红岩子电航工程建成发电，

青居、金银台、新政、金溪、小龙门电航工程今年起将陆续发电，沙溪、凤仪电航工程前

期工作进展顺利。９级电航工程建成后，装机容量达９２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４４亿千瓦
时，水电产业前景广阔。全市农网改造按计划完成，城网改造进展顺利，投资１１亿元的
５００千伏南充输变电工程投入商业运行。通信事业迅猛发展，全市移动通信达５８９１万户，
固定电话用户达６７２１万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生态建设稳步实施，通过治理水土流失、
实施退耕还林和环城绿化工程，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３００７％。建设嘉陵江干流防洪堤２５８
公里。土地市场进一步规范，基本实现占补平衡。清洁能源行动计划全面实施，工业企业

“一控双达标”工作取得新进展，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嘉陵江流域南充段水环境质量基

本稳定。完成南充市第六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建和改扩建街

道１２５条，新增住宅面积７５０万平方米、商业用房面积１７０万平方米、绿化面积１０３２万平
方米，城市承载力、聚集力、带动力、扩张力大大增强。市滨江大道、北湖公园、市政新

区、西河整治等一大批市政工程的投入使用，为市民提供了更加舒适怡人的休闲娱乐场所。

实施了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环保项目。仪陇县城搬迁工程启动，营山、西充县城

饮水困难得到缓解。城市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南充市和南部、阆中、营山、西充等县 （市）

相继创建为省级卫生城市。南充市建成区面积由１９９８年的２２５平方公里扩展到４７５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由３５万人增加到５３万人，初步形成近８０平方公里的大城市骨架。全市城
镇化水平达到２１４％，年均提高１７９个百分点。

各项改革实现新突破，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五年完成１０４８户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变职工身份１４７２万人，
变现和吸纳增量资金１９２１亿元，盘活存量资产５３３亿元，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丝绸
行业解困和改制重组取得重大突破，茧丝绸体制改革全面完成。积极争取国家对特困行业

的破产个案核呆政策，嘉丽华、阆丝、长城厂、燎原厂等１２户进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
工再就业工作计划。非公有制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４１７％，呈现出领域拓宽、发展
加速、素质提升的良好态势。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市县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成效。农村

税费改革顺利实施，农民人均负担水平大幅度下降。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整顿工作全面完

成。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涌现出一批规模经营的业主群体。粮食流通、住房、医疗、

价格等配套改革顺利推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成效明显，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坚

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集聚发展要素，增大经济总量。五年共引进投资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３８８个，累计到位资金９１９亿元，中国德力西、香港腾辉、广东贤
成、华润蓝剑、浙江华立、四川港航公司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和品牌落户南充，招商引资到

位资金连续４年居全省前３位。外贸、外资、外经工作快速发展，外贸出口累计达４亿美
元，利用外资超过１亿美元，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增多，国际劳务开发取得突破。

科技教育迈出新步伐，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科技产业化步伐加快，五年共转化重大

科技成果５３４项，科技成果转化率达６０％，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３６％。“普九”成
果进一步巩固，素质教育深入开展，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育资源有效整合，基础教育、

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逐步协调发展。组建了南充职业技术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川北医学

院、南充高中新校区投入使用。以川北医学院附院、市中心医院两所 “三甲”医院为龙头

的医疗救治体系进一步完善，疾病预防及控制、疫情监测及信息网络等公共卫生体系逐步

建立，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文艺创作繁荣，文艺演出活跃，

文化和出版物市场管理加强。“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列入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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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社会科学事业取得进步，广播电视覆盖率达９５２％，党政网覆盖率达９０％。竞技体育
和体育产业开发取得新的成绩。人口与计划生育完成控制目标，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１‰以
下。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加强。对台、侨务、外事、档案、保密、气

象、人防、修志、民政、老龄、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会、妇女儿童、民族宗教、无线电管

理、科普、信息产业等工作都有新的发展。

人民生活实现新提高，社会政治进一步稳定。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１９９８年的
４９５８元提高到２００３年的６４５１元，年均增长６５％。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４８１元上升到２０３７
元，年均增长６６％。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由 １９９８年末的 １２０４３亿元增加到 ２００３年末的
２５８３２亿元，年均增长１６５％。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就医就学条件有较大改善。积极挖掘
社会就业潜力，创办社区就业实体３１４６个，安置１０９万城镇人员就业。社会保障体系逐
步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体系基本形成，社会保障网络延伸到街道和

乡镇。全市１０２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和７３万离退休职工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１４万人纳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６个贫困县 （市、区）整体越温达标，２７０万
贫困人口基本脱贫。１９００个旱山村、２６０万人饮水困难得到缓解。抓住浙江省对口帮扶的
机遇，积极开展项目扶贫，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完成８６３名三峡外迁移民
接收安置工作。强力整改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重特大事故大幅度下降，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得到增强。

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成效，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

督、工作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加强与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联系。认真向人大汇报和向政协通报政府工作，

人大议案和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及政协委员提案办结率达到１００％。行政执法责任制
普遍推行，行政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四五”普法扎实推进。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

与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进行坚决斗争，社会治安防范体系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能转变迈

出新步伐，取消行政审批事项２４３个。市县两级建立并规范了行政服务中心，政务公开工
作全面推行，办事效率明显提高。认真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严

格执行基本建设招投标制度，整改了 “南充大都会”违章建筑，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公

务员廉洁从政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世纪之交的五年，是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五年，是我市经济总量大幅

增加、群众所得实惠明显增多的五年，也是全市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的

五年。目前，南充进入了要素集聚、产业提升、城镇扩张、结构优化的发展跃升期，经济

社会开始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五年的奋斗历程，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加快南充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第一要务，以发展总揽政府工作全局。发展是解决南充

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开创政府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南充，没有任何任务

比加快发展更重要，没有任何事情比加快发展更紧迫，没有任何理由影响和阻碍加快发展

的进程。五年来，我们把加快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的 “纲”，一以贯之，坚定不移。通过实施

既定的发展思路，始终不渝地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和流通现代化，实现

了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积累了困则谋通、穷则思变的新经验。

加快南充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不断蓄积发展动力。

没有创新就没有动力，没有创新就不能加快发展。五年来，全市努力实践先进的经济思想

和经营理念，更新观念，创新思维，革新机制，把改革的精神寓于政府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举措，突破不合适宜的体制和机制的束缚，着力构建了与市场竞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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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企业经营新机制，形成了产业互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新模式，探索了丘陵欠发达地

区经营城市新路子，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加快南充发展，必须始终坚持 “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巧借外力做大图强。区域

经济必须着眼于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才能发

挥后发优势，赢得发展先机。五年来，全市上下把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实施新

跨越的重要举措，掀起了招商引资新高潮，对内对外经济合作与贸易日益活跃。外来资本、

技术、管理和人才的聚合裂变，最大限度地激活了存量、提升了增量、扩大了总量，形成

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综合效益多元化的新格局，南充正以新的形象融

入全国、走向世界。

加快南充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

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维护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是政府工作卓

有成效的保障。五年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类重大自然灾害、重特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突发

事件，我们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坚持吃透客观情况，抓住主要矛盾，指挥到一线，处置

在现场，把损失和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维护了来之不易的发展大局，提升了政府把握全

局、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南充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从政追求，大力营造一流环境。

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发展富民、执政为民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原则和从政追求。

五年来，切实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工作的标准，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机构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机关 “评满”、乡村 “争满”等一系列举措，切实转变政府职

能，努力扩大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事务的参与权，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

果，最大限度地调动和保护了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积极性。牢固树立发展意识、服务

意识，树立亲商、扶商、富商的新观念，积极营造优惠的政策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完

善的法制环境、优良的信用环境和良好的人才环境，南充逐步成为各种发展要素涌流集聚

的 “洼地”。

各位代表，前进中的南充正充满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南充城乡的每一个变化、

每一次进步，都是省委、省政府和中共南充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市人大、市政协

的大力支持、有效监督和积极参与，凝聚着全市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奋斗与辛劳、创造与

奉献。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向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向驻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全市政法干警，向

一切关心支持南充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五年的成绩令人振奋，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我市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三农”问题还

很突出，农民增收难，一些乡镇债务包袱沉重；特困群体人数较多，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进一步加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在少数地方、单位及个别

公务员身上还不同程度的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治理。针对这些问题，市政府将认真研究，

切实加以解决。

今后五年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今后五年是南充奠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础，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

面对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全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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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弘扬求真务实

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 “五个统筹”的要求，以加快发展、富民强市为主题，以经

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

点，大力推进 “三个转变”，实施 “五句话”的工作思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

业化和信息化进程，全面发展各项事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奋力开创南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

按照市第三次党代会的总体部署，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

———经济结构明显优化。努力保持现有发展速度，到２００６年实现经济总量比２０００年
翻一番，２００８年突破４００亿元。经济运行质量和二、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非公有制经济
快速发展，产业互动、城乡共融的新格局日益显现。

———大城市功能基本完善。以加强功能性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为重点，不断优化城市

形态和功能布局，建成以南充大城市为中心、两个中等城市 （南部、阆中）和若干小城镇

组成的城镇体系。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全市城镇化水平达到３０％。
———嘉陵江特色经济走廊初步形成。全面完成嘉陵江南充段渠化工程，培育和壮大水

电产业，加快沿江旅游资源开发，带动沿江城镇发展，形成经济亮点和增长极；加大天然

林保护、退耕还林和水土流失治理力度，森林覆盖率达到３６％；切实推进嘉陵江污染防治
和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改善空气和水体质量。

———科教文化大市建设显现特色。公民受教育程度、人才数量和结构基本适应跨越式

发展需要，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文化

产业不断壮大；城乡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公共卫生体系日益健全；民主法制建设进一

步完善，基本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城乡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再上新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７％以上，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完
善，新村、移民、卫生扶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就业形势明显好转，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多数城乡居民过上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

实现上述目标，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坚持第一要务，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全面提升南充经济综合实力

和竞争力。

努力打造工业南充。着力实施 “三城、三基地、一条产业经济带”战略，以炼化总厂

为龙头建设西南石化城，以东风南充汽车公司为龙头建设西南汽车汽配城，以丝纺龙头企

业为主体建设西南丝纺服装城；以食品轻工企业为依托建设四川食品深加工基地，以天歌

建材为依托建设西部化学建材基地，以特种中药材种植及深加工企业为依托建设四川中成

药和生物制药基地；围绕嘉陵江流域航电梯级综合开发，建设沿江水电、航运、文化、旅

游、种植、养殖、加工产业经济带，逐步将资源优势培育成产业优势，将产业优势提升为

规模优势。到２００８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１００亿元以上、销售收入３００亿元，工业对
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３５％。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把解决 “三农”问题摆在政府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增加农民

收入为核心，大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加快农业和农村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强县富民支柱产业。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壮大龙头企业，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积极探索乡镇机构

改革后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路子。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夯

实农民增收基础。到２００８年，力争畜牧业产值达到１００亿元，劳务输出收入达到１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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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值达到１００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０００元。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快旅游资源开发、整合，形成区域经济新亮点，努力把南充、

阆中建成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加强物流平台建设，做大做强一批集商流、物流、信息流于

一体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加快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方式和新

型经营业态，发展现代物流，逐步将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地区开放高效的物流大市。积极

发展金融、保险、证券、社区和中介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经济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进

一步激活南充的商机和人气。

推进经营城市战略。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益经营，高水平管理，加快

大城市建设步伐。到２００８年建成 “一核一心”（以五星花园为核心的中心商务区、上中坝

城市绿心），“两路两桥” （绕城高速公路、江东大道东段，小龙门、上中坝跨江大桥），

“四园五区”（舞凤山、清泉寺、猪山、南门坝公园，城南工业区、南门坝、江村坝、白土

坝、市政府新区），进一步增强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功能。城市建成区超过６０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超过６０万人，人均公共绿地、人均道路面积分别达到１２平方米和１６
平方米。

协调发展县域经济。鼓励基础较好的县 （市、区）加快发展，支持基础相对薄弱的县

（市、区）发挥后发优势，加快追赶步伐。应对市场和产业分工，明确功能定位，整合优势

资源，形成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体系，提高集约化水平，壮大县域

经济实力，走出一条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二、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发展优势

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继续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努力提高工业

企业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土地、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合理流

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充分保护和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积

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深化财税、粮食流通、投融资、统计制度等配套

改革。加快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做大民营经济总量，提升运行质量。充分利用 “两

种资源”、“两个市场”，把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着力构建合

作平台，寻找双赢空间，使南充经济逐渐融入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潮流，形成具有强大引

力、充满发展活力的开放型经济格局。

三、注重统筹兼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基

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文明程度，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水资源，

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改善城乡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充分利用科技

资源优势，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优化教

育资源配置，建成一批示范学校，积极支持驻市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

育和民办教育。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快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

深化城乡卫生体制改革，控制重大地方病、传染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加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和安全生产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平安的发展环境。

四、创造就业岗位，大力改善人民生活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实施

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改善创业环境，用更大的精力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坚持统筹城乡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民工进城就业，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加快形成 “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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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养老、失业、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不断扩大社

会保障覆盖范围。

五、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提升行政能力

主动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履行好经济调节职能，减少行政审批，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能，完善行政

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依法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

违法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履行好社

会管理职能，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履行好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发展各项公共

事业，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有力保障和创造良好条件。

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构建学习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开放型政府，塑造创新开拓、勤政为民的政府形象。

２００４年工作安排

２００４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 “十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工

作，意义重大。政府工作要坚持基础设施抓配套、工业兴市强支柱、特色农业壮龙头、繁

荣商贸攻旅游、经营城市创新高、招商引资重实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速

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确保全市生产总值增长１２２％、力争增长１３％，财政收入
增长１２％。

一、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把交通、能源、市政建设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项目作为投资的重点，努力争取上级

支持，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入，保持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

１２５３亿元，增长２２％。
加快交通建设。完成南充高坪机场、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国道３１８线打铁垭至青莲段、

省道１０１线建兴至盐亭界、省道２０４线南 （部）蓬 （安）路、营平路营山至平昌界、南部

嘉陵江二桥、阆中马啸溪嘉陵江大桥、顺庆汽车客运站建设，建成１５个乡镇客运站和２３
个乡镇客渡小码头；加快绕城高速公路西段、省道 ３０２线阆中段建设进度；开工建设南
（充）渝 （重庆）高速公路，抓紧高坪至营山、潆溪至新政、国道２１２线阆中至苍溪界、南
充上中坝嘉陵江大桥等工程的开工建设；积极做好兰 （州）渝 （重庆）铁路、射 （洪）蓬

（安）路、蓬 （安）马 （鞍）路、国道２１２线嘉陵至武胜、新政至蓬安等项目的前期工作；
配合做好达成铁路复线改造工作。

加速能源建设。加快金银台、青居、新政、金溪、小龙门电站建设和城网改造、市政

府新区电网建设。争取开工建设凤仪、沙溪电航工程。千方百计争取核电站工程落户南充。

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成南充城市污水处理厂、果山公园及周边地区改造、

高坪水厂改扩建、南充城市污水干渠管道、南充至西充输水工程、滨江大道三期、江东大

道、新政城市道路等项目建设；加快建设市政新区、马市铺垃圾场及高坪垃圾中转站、阆

中污水处理厂、南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清泉坝新区道路环境配套工程、南门坝生态公

园；争取开工建设南充医疗废物垃圾处理工程、蓬安污水处理厂、新政供水工程、阆中滨

江路工程、清泉坝及仪陇、蓬安县城防洪堤工程；抓紧做好南部和仪陇污水处理厂、蓬安

和仪陇垃圾处理厂、新政嘉陵江大桥等项目的前期工作；抓好邮电通讯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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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环境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兴水为中心，加快水源工程、病险水利工程整

治和乡村道路建设，解决农民群众饮用水和农村交通困难问题。启动嘉陵江污染防治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程，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环城绿化工程、升钟水库灌区续建配

套和节水改造项目，做好升钟水库二期工程争取立项工作。进一步抓好水土保持和防汛抗

旱工作，加大农机推广力度。

二、实施工业兴市战略，提升工业整体竞争力

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突出科技创新，发挥优势，整合资源，

大力培育石油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新型建材、食品医药、水电能源等骨干支柱产

业，重点支持南充炼油化工总厂、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贤成嘉纺、六合集团、天歌华

塑等一批重点企业的发展，扶持发展一批中型骨干企业。

加快城南工业区规划建设。按照注重规划、合理布局，理顺体制、科学管理，政策配

套、绿色环保的要求，加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进入新区企业的激励政策，培育产业

集群，增强新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实施贤成嘉

纺扩能等一批重点技改项目，加大新产品创新研发力度，支持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培育和

嫁接名牌名企，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荐中心，推进企业经营

管理者聘任制和竞争上岗。加速推进企业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市场化，强化企业职工技术

培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效益。

优化工业发展环境。加大对工业的支持力度，加快以中小企业投资担保为主的融资体

制创新，增加对工业的投入。协调落实 “三有一不”企业流动资金和重点企业技改资金，

搞好电力、天然气供应的综合平衡。加强预警监测，有效指导企业适时调整经营策略，确

保工业经济健康运行。

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

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扩大优质粮油生产的前提下，继续实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广 “公司 ＋基地 ＋农
户”、“五专”带农户、“订单农业”等经营方式，加快畜牧业、果业、蚕业、薯业、竹业

等优势产业发展，扶持和壮大一批产值过亿元、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创新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大力培育发展一批强有力

的中介组织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

程度。

加快农产品标准化建设。优化区域布局，培育主导产业，建设一批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生产基地，推进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打造一批知名品

牌，增强市场竞争力。鼓励和支持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企业参与国际、国家系列标准

认证。

做大做强劳务输出产业。加大组织力度，扩大成建制、有组织输出的规模。加强技术

培训，提高务工人员就业技能。完善服务体系，加大维权工作力度，切实保障劳务输出人

员的切身利益，不断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和效益。积极引导和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力争全年输出劳务１５０万人，实现劳务收入７３亿元以上。
四、不断创新经营业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全力整合商业资源。坚持构建核心商业区、二级商业带、社区商业网相结合的商业格

局，努力培育商业大公司、大集团。力争发展重点流通企业连锁店５００个，实现销售总额
１０亿元。大力发展专业市场，重点培育南充西门市场、川北建材市场等十大市场。大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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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物流配送中心，抓好医药、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配送中心建设，不断提高流通现代化水

平。重点培育和扩大教育、文化、体育、汽车、信息等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健

康发展，支持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发展，带动消费结构升级。

培育和壮大旅游支柱产业。完成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嘉陵江旅游资源开发总体

规划编制工作。突出四条旅游精品线路，着力打造阆中古城和三国文化品牌，加快西山、

琳琅山风景区等重点景区的开发建设。进一步完善旅游行业管理，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加

大旅游商品开发力度，带动产业发展。加强旅游宣传促销，吸引更多游客来南充旅游。力

争全年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分别增长２５％以上。
五、加快经营城市步伐，实现城市建设大变样

创新机制、加大投入、规范运作、快速推进，确保城镇化水平提高１５个百分点以上，
实现城市建设 “三年大变样”目标。

强化城市规划管理。加强城市规划集中统一管理，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体系。完成城

南工业区详细规划、高坪区和嘉陵区排水规划、小龙片区控制性详规、滨江江景规划等项

目，优化城市功能结构，打造城市个性和特色。

创新经营城市新机制。充分发挥城镇土地 “第二财政”功能，政府高度垄断土地一级

市场，经营性用地全部实行挂牌、招标、拍卖，盘活土地存量，用好增量，坚决堵住政府

收益流失口子。积极推进市政公用行业改革，对城市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

实行特许经营制度，走市场化运作之路。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城市管理，坚持教育和处罚并举，强化市民城市意识。加大

城市综合整治力度，搞好城市行政综合执法。大力实施城市 “净化、绿化、美化、亮化”

工程，创造一流人居环境，不断提升南充城市形象和品位。

六、不断深化各项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基本完成市属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加大对已改制企业的指导力

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确

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政策

措施，做到不走样、不变调，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进粮食购销体制和商贸流通企业改革。

进一步完善乡镇机构改革、农村医疗卫生改革，增强发展活力。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推进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

区域经济中的支撑作用。认真落实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在投融资、税

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实行同等待遇。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

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改进对个体工商户、

民营企业的服务，引导民营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七、努力提高开放水平，增强招商引资实效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头戏，重点引进国际、国内先

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项目。精心筛选、推介一批有资源、有市场、产业关

联度大的项目，扩大对外招商合作。鼓励外来企业、资金进入农业产业化、城市基础设施

和社会事业领域，参与企业改制重组。广辟信息渠道，创新招商方式，拓展招商区域，突

出招商主体，提高协议履约率。力争引进到位资金 ３５亿元，其中工业项目到位资金 １３
亿元。

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适应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新形势，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加速推

进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换。加大对进出口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经企业的分类指导和

重点支持，努力扩大丝绸、纺织、服装、机电、医药和农副产品的加工出口。做大做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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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扩大对外工程承包，储备外派劳务资源，扩大外派劳务规模。力争直接出口达到

５０００万美元，增长４０％，利用外资增长３０％。
八、搞好财税金融工作，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大力培植税源，坚持依法治税，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按照建立公

共财政框架的要求，精细编制收支预算，全面实行部门综合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会计集

中核算、非税收入 “收支两条线”和收支脱钩管理，加强对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和行政事

业单位经营性资产收入的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及使用规范。调整支出结构，确保机关、事

业单位职工工资等重点支出，确保社会保障预算支出。

加强银政、银企合作。抓住国家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机遇，引导各类金融机构为

“三有一不”企业搞好金融服务。努力打造信用环境，巩固 Ａ级金融安全区成果。大力发
展保险业，推进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壮大地方金融企业实力。

九、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积极开发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办好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强就业和再就业劳动技能培训，进一

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全面实施再就业救助工程，多渠道、多形式实现再就业。力争新增

就业岗位３－５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５％以内。
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加大养老、失业保险扩面和基金征缴力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

镇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推进企业和城镇自由职业者参加医疗保险的

进程。认真抓好下岗职工 “三条保障线”的衔接，确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

放，合理确定城市 “低保”对象和标准，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大力实施新村扶贫、卫生扶贫、移民扶贫、对口帮扶 “四大扶贫

工程”，拓宽增收门路。重视和关心城乡特困群体的生活，抓好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加快

以解困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搞好扶贫助困送温暖活动。切实解决好老红军、

老劳模和老复员军人、伤残军人、军烈属、五保户等的实际困难，发展老年事业。做好防

灾减灾工作，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十、繁荣各项社会事业，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努力创建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用人环境，推进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巩固扩大 “两基”成果，促进农村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大力

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努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认真治理学校乱收费行为，严格实行

“一费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和业务水平。

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坚持 “预防为主”和 “以农村卫生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推

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快疾病防控、医疗救治、卫生监督和疾病信息监测网络四大体系

建设。加大卫生执法和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力度，实施药品、食品 “放心工程”。改善文化

基础设施，繁荣文艺创作，加强文化市场、出版物市场管理，深入开展 “扫黄、打非”活

动。壮大文化体育产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巩固广播电视 “村村通”，逐步推

进 “社社通”，努力扩大广播电视有效覆盖率。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

业。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深入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做好对台、侨务、外事、档案、保密、气象、

信息产业等工作。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坚持重基层、打基础，建立长效机制，落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

监管，努力排除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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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工程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坚决改变一些地方

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加强信访工作，及时排查和调处各种不安定因素，妥善处置各类群

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新时期国防建设。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抓好人武部、民兵、

预备役部队和人民防空建设。做好 “双拥”工作，建成 “双拥”模范城，搞好兵役工作和

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十一、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坚持依法行政，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严格遵守宪法，认真贯彻执行各项法律法规。自

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人民群众和新

闻舆论监督。坚持联系人大代表的 “三项制度”，坚持重大决策前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协商制度，坚持政府部门与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对口联系制度，支持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发挥作用，抓好村委会、居委会的自治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

行使民主权力。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认真实施 《行政许可法》，深

入开展 “四五”普法，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和效率。

坚持从严治政，求真务实。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和制度建设，转变工作作风，规范行

政行为，做到赏罚分明。积极稳妥地推进市、县机构改革，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建设规

范化、服务型政府。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树立正确政绩观，推行

民主科学决策，避免决策失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反对虚报浮夸，坚决不搞

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善谋发展，力戒空谈，多干实事。

坚持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按照 “为民、务实、清

廉”的要求，从源头研究问题，到基层解决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完善教育、预防、惩处机制，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坚决纠正部门和行

业不正之风，继续清理整顿 “三乱”，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损害群

众利益的案件，以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让全市人民感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带来的实惠。

各位代表，新的历史征程呼唤着我们，新的宏伟目标激励着我们。让我们高举邓小平

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省政府和中共南充市委的领导下，全面

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万众一心，励精图治，求真务

实，与时俱进，为南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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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在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高先海
（２００８年５月６日）

各位代表：

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查，并请市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２００７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本届政府工作回顾

过去的一年，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部署，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

的有力监督和大力支持下，我们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紧紧围绕 “坚持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南充”的主题，奋发图强，扎实工作，全面完成了市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经济社会保持了速度加快、效益提高、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发展态势。

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５０８１３亿元、增长 １４４％，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１５０１亿元、增
长３３５％。

一、着力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提速增效

工业经济增势强劲。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１４０９１亿元、销售收入４９５６亿元、利
税２７２４亿元，分别增长３３１％、４３３％、４９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达到３８３户、净
增３８户，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达到１２１户。石油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农产品
加工四大优势产业共完成销售收入４２９９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８６７％。工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５８２％，提高２３个百分点。

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总产值２４８９亿元、增长４９％。粮食总产量３１３４万吨。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步伐加快，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到１６３８个、
新增１９７个。畜牧、蚕桑、优质粮油、果蔬、竹木、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基地快速扩张。输
出劳动力１７０６万人，实现收入１０６２亿元。

服务业发展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９３３亿元、增长１７５％，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６８％。旅游经济不断壮大，实现旅游总收入３８６亿元、增长３７２％。房地产业快
速发展，完成投资 ２７４亿元、增长 ３８４％。财政金融稳健运行。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
２８４８亿元、增长２９４％。

财政金融稳健运行。财政一般预算支出８７１３亿元、增长３０％。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用于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等公共事业支出达到５４３８亿
元，占一般预算支出总额的６２４％。各项存款余额５８９９５亿元、增长１７８％。

二、着力改革开放，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深入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正式启动。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扩权强县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工业园区建设管

理体制不断完善。

对外开放成效明显。成功举办第十九届西部商品交易会。积极参加赴东部四省市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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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等重大活动，招商引资履约项目７０５个，到位资金７２亿元、增长５１６％，其中工业项
目３２０个，到位资金３４２亿元，南京雨润、广东三环、中盐银港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南
充。引进外资１０２亿美元、增长１２％。外贸出口总额３１２亿美元、增长４３９％。

三、着力投资拉动，基础建设步伐加快

重点建设大力推进。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０８２亿元、增长２０１％。绕城高速公路、省
道２０４线南蓬路全线贯通，上中坝嘉陵江大桥、南部嘉陵江二桥建成通车。达成铁路复线
改造和南渝高速公路建设快速推进。国道２１２线顺庆至西充段改造工程开工建设。南广
（元）、南巴 （中）、南万 （州）高速公路列入国、省规划。金溪航电工程建成，小龙门、

凤仪、沙溪航电工程和龙岗天然气净化厂加快建设。南西输水工程提前竣工通水。四川核

电站、兰渝铁路、升钟水库二期等重大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城市建设管理不断加强。城市建成区控制性详规覆盖率达到９３％。完成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１０２亿元，城市交通、管线等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市政新区、江东新区开发进展
顺利。

四、着力改善民生，社会建设不断加强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创近年最高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１０２０９元、增长１７７％ （同口径）；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３６６元、增长１６％，增加４６５元。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４５５１２亿元、增长１１９％。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６６１４元、增
长１０６％，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５６２元、增长１６８％。惠民行动任务圆满完成。筹资
２１亿元，超额完成了 “十大惠民行动”的７２项改善民生项目。城镇新增就业４６１万人，
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无业农民实现就业再就业２１８万人，帮助５４５户 “零就业”家庭每户

至少一人实现就业再就业，动态消除了 “零就业”家庭，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４６％。将
１７８万城镇居民和２４７１万农村居民分别纳入城镇、农村低保，５８万人纳入农村 “五保”

供养。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４３９７万人。免除了 ９３６６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
７９８３名城市低保家庭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对１５０１万名农村贫困寄宿生给予生活费
补贴，为４４３３万名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解决了２６６万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

四年来，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全市生产总值实现翻番，年均增长１３３％。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增长１１３倍 （同口径），年均增长２０８％。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近三年年
均新增１００亿元，实现翻两番的大跨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３０∶３９９∶３０１。

四年来，基础设施得到新改善。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６２３１亿元，年均增长１８２％，
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３５％。高坪机场、南广 （安）高速公路、绕城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

相继竣工。嘉陵江综合开发有序推进，金银台、新政、金溪、青居等航电工程建成。仪陇

县政府驻地迁址、“两路一桥”和纪念园区建设等纪念朱德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的 “九件大

事”全面完成，实现了省委 “仪陇大变化、南充大发展”的要求。

四年来，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县乡机构改革取得阶段成效。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攻

坚深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逐步理顺。市区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教育、文化、

卫生、科技等改革稳步推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增加值年均增长１８２％。对外开放的广
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与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合作成效显著，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２００６
亿元，年均增长１４８％。

四年来，改善民生取得新成效。先后组织实施了为民办好 “九件实事”、“十件实事”

和 “十大惠民行动”，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１２２％，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１３４％。“４０５０”人员、“零就业”家庭
等困难群体实现就业再就业１６７万人。“五大社会保险”年覆盖人数达到１５４万人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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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得到有效解决，２０７万平方米拆迁还房如期完工并顺利回迁。企业改制
中的突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机关干部万人结对帮扶构建和谐社区活动深入开展，升钟库

区三年扶贫开发计划顺利实施，全市重点贫困村绝对贫困人口由８万人减少到５１万人。
解决了１８８４万群众的饮用水困难。新 （改）建通乡公路１４４９公里、通村公路４４７８公里。

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和基本要求

根据市委四届四次全会对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 “四个基本形成”的总体要求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步走”的总体安排，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

———经济更加发展。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４％以上，到２０１２年达到１２００亿元，人均达
到１９０００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１５％以上。培育壮大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优
势产业和骨干企业，力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基础更加完善。构建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实现县县有高速公路、乡乡通油路、村

村通公路，基本建成嘉陵江南充段水上黄金通道，拓展空中航线，形成贯通南北、连接东

西、通江达海的立体交通网络。城市体系日益健全，城市功能布局不断优化，城市的综合

承载能力进一步增强。城镇化水平达到３８％。
———生态更加优美。建成国家园林城市，争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城

乡绿化覆盖率大幅提高，基本建成嘉陵江中游生态屏障。

———人民更加富裕。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１０％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
长９％以上。就业形势明显好转，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５％以内。

完成上述奋斗目标，要切实把握以下几点：

———坚持把 “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工作取向。

———坚持把推进优势产业跨越发展作为中心任务。

———坚持把推进民生问题有效解决作为重要职责。

———坚持把推进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作为根本动力

———坚持把大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作为工作抓手。

２００８年政府工作任务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新一届政府工作的开局之年。按

照省委九届四次全会和市委四届四次全会的总体部署，今年政府工作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生产总值增长１４％以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１５％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１６％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５％以上，出口总额增长１２％以上，单位生产总值能
源消耗降幅略高于上年实际降幅，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低于上年实际涨幅，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０％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３００元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５％
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４‰以内。

一、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培育优势产业。依托现有产业基础优势，发挥重点企业的辐射带动功能，细分市场，

细化产业，大力发展关联企业和产品，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加强配套协作，促进产业

资源整合，加快形成优势产业集群。确保石油天然气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农产品

加工四大优势产业分别新增销售收入２０亿元、３０亿元、２０亿元、３０亿元以上。
做强重点企业。进一步加大对优势企业项目、资金、政策扶持力度，通过支持企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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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改造和创新、引进知名企业合资重组、退城进园等措施，积极培育上市企业，做大做强

重点龙头企业，力争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收入６２０亿元。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
新之路，培育一批 “小巨人”企业，力争规模以下工业销售收入突破１００亿元。

推进自主创新。支持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合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引导鼓励企业争创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重点抓

好６万吨生物柴油、１５万吨燃料乙醇、４０亿立方米天然气试采脱硫、ＣＮＧ发动机生产线等
重点技改项目，力争完成技改投入３１亿元、增长２５％。

加快园区建设。坚持 “市县 （市、区）联动，以县 （市、区）为主”的原则，按照 “高

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的要求和 “９＋１”工业园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大对
园区建设和产业布局的指导、协调和支持力度。力争全市建成工业园区２０平方公里。

二、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支农惠农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加快建成一批

畜牧、蚕桑、优质粮油、果蔬、竹木、中药材等优质农产品基地。

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整合支农项目和资金，鼓励和引导信贷资金、

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大力发展劳务产业。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和创业能力，积极拓展劳务市场，引导和支持

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全年实现劳务收入１１０亿元以上。
三、积极发展服务业

推动服务业上档升级。完善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积极引导城市商业合理布局、有序竞

争和良性发展。深入开展家电下乡试点工作，继续实施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社区商业

“双进”工程。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重点抓好１０大重点市场、３大物流园区和４大物流配
送中心建设。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商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餐饮服务业。

培育壮大旅游产业。加快嘉陵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区开发建设步伐，加强重点景区和

旅游通道建设，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南充旅游的知名度和竞争

力。力争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５０亿元以上。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切实加强对外合作，不断扩大外贸出口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力争外贸出口总额达到３５亿美元，其中直接出口１６亿美元，引进外资１亿美元。
四、大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

突出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完成烟草物流等一批服务业项目建设，加快建设天然气净化、

燕京啤酒、中盐银港、三环电子、国栋、天兆等一批重点加工业项目和沙溪、凤仪等能源

项目，尽快开工生物质能源项目建设，重点包装、筛选一批天然气化工、农产品精深加工

项目，抓好四川核电站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力争２０７个产业发展项目完成投资１２１亿元。
努力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完成南渝高速公路南充段、国道２１２线顺庆至西充段改造工

程等交通建设项目。加快推进农村公路网、国家电网 “金桥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积极

支持兰渝铁路建设和达成铁路复线改造，开工建设南广 （元）高速公路，争取南巴 （中）

高速公路开工，做好南万 （州）高速公路建设的前期工作。加快政府新区功能配套建设和

下中坝及江东新区开发。力争１２１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完成投资６６亿元。
认真实施民生改善项目。突出抓好１０６个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文化、

体育、卫生、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民生项目建设，力争完成投资２０亿元。
五、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锐意推进各项改革。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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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整合市级机关国有经营性资产，搭建综合

性融资平台，推行政府投资非经营性建设项目代建制。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认真实施承接产业转移工作方案，深化同长三角、泛珠三角等发

达地区的交流合作，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区，有效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深入开展专业招

商、以企招商、以商招商、小分队招商，重点跟踪有转移倾向的项目，提高产业承接的成

功率，力争全年引进资金１３０亿元。
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抓好资源节约工作。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土地管理执法监督。鼓励和支

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进行循环技术改造，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继续抓好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

程，加快嘉陵江中游生态屏障建设步伐。积极推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七、做好财税金融工作

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依法治税，大力培植财源，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强化财政资金监管。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基本运转和重大项目建设需要。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银政协调、银企合作，加大对优势产业、

重点企业、拳头产品的支持力度。

八、全面发展社会事业

优先发展科教事业。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运用。

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广泛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加强重大传染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防控。

协调发展文化、体育等事业。加强文化阵地和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保

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繁荣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事业。

九、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认真实施 “八大民生工程”。一是实施就业促进工程。全市城镇新增就业３８万人，下
岗失业人员和失地无业农民再就业１８万人。二是实施扶贫解困工程。解决１５万农村绝
对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改善４５万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实施教育助学
工程。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顺庆城区低保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和

教科书费，对农村贫困家庭１６２４万名寄宿制学生补助生活费。四是实施社会保障工程。
把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城镇居民纳入低保，农村低保人数达到３０万人，把符合条
件的 “五保”供养对象全部纳入供养范围，集中供养率达到２０％。五是实施医疗卫生工
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９个县 （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达到８５％。六是
实施百姓安居工程。解决２０００户农村特困无房户和受灾群众住房困难，实施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５８０户，新建廉租住房１１００套５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１０００套６万平方米，支持农民
新建沼气池３６万口。七是实施道路通畅工程。建成通乡油路 （水泥路）３４０公里、通村
公路１３００公里、乡镇客运站 （点）２５个。八是实施环境治理工程。挂牌限期治理８户工业
企业和４户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开工建设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完成西河顺庆段污水截
流一期工程建设；实施森林管护３７０４万亩，巩固退耕还林８３８６万亩；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１００平方公里。

政府自身建设

各位代表！过去四年，我们积极应对发展形势对政府工作的新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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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努力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深入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

主动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建立联

系人大代表 “三项制度”和约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制度，推行重大问题集体决策、专家

咨询、决策责任和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听证制度，科学民主决策水平有效提升。认真落实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 《行政许可法》，深入开展 “四五”、“五五”普法工作，

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规范公共行政权力运行，依法行政能力得到提高。

新一届政府使命崇高，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开创

政府工作新局面。要深入推动思想大解放，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切实加强行政效能建

设，扎实抓好反腐倡廉工作。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让我们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真抓实干，为开创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新局面

而努力奋斗！

０６３



　附录二　政府工作报告选录　

政府工作报告
———在南充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高先海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各位代表：

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查，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

提出意见。

本届政府工作回顾

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的四年，是极不平凡的四年。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经受百年

不遇的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四年来，我们在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围绕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

奋斗目标，大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突出 “三个推进”工作重点，同心合力，攻坚破难，

全面完成了 “十一五”及２０１１年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实现了 “十二五”良好开局。

一、着力项目攻坚，发展后劲显著增强

投资拉动势头强劲。四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６７亿元 （预计数，下同），投资规

模从２００７年的２０１亿元增加到７１０亿元，年均增长４１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５４％以
上。共实施重大项目３４０个，其中基础设施项目１３３个、投资７８８亿元，产业项目１４３个、
投资３９４亿元，民生项目６４个、投资１７６亿元。累计争取到位国家、省项目资金４２６亿元，
是前４年总和的４倍。

基础建设突飞猛进。累计完成交通建设投资２１１亿元，年均增长１５２９％。南渝、广南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成德南、南巴、南大梁高速公路加快建设，遂西、巴南广高速公路开

工建设。全市已通车高速公路５条、共２１２公里，在建５条、共２９８公里，明年可实现县县
通高速公路。完成国省干线公路改造７５０公里，建成农村公路７６１８公里。达成铁路复线建
成运行，兰渝铁路建设有序推进。南绵、南泸、南充外环等６条高速公路和成遂南达城际
铁路列入国省路网发展规划。嘉陵江９级航电枢纽工程建成，装机容量９２万千瓦，年发电
量４２４亿千瓦时。南充港客运码头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都京作业区多用途码头开工建设。
高坪机场改扩建进展顺利，航线和航班不断增加。累计完成水利投资５１６亿元，升钟水库
二期工程获得国家批准立项，解元、九龙潭水库加快建设，完成除险加固水库２３０座，建
成各类供水工程４９万处，新增和恢复有效灌面７５６万亩。实施土地整理项目２１５个，新
增耕地１５４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５０万亩。完成电网建设投资１９３亿元，建成３０个３５
千伏以上的输变电项目和３条５００千伏输电线路。完成通信行业基础设施投资４５亿元，３Ｇ
网络业务开通运营。完成工程造林及补植１７８３万亩，实施低效林改造４０万亩，治理水土
流失６４４０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３８６％。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３８４个，建成自然保
护区３个。

城镇面貌显著变化。完成主城区第七次总体规划修编，城市综合交通、市政管网、绿

１６３



!"# $%&#' ()"# *%) +, *%) -%&. !)"# /" *%) 0)

!"#$

%&'()

地系统等１３项专项规划编制深入推进。全市累计完成城镇基础设施投资２００亿元，拓展城
镇面积５０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达到２３６９万人，城镇化率达３７７％。市辖三区完成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１４０亿元，主城区人口由６９万增加到９７万，建成区面积由６４１平方公里拓展
到９０６平方公里，特大城市骨架已经形成。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省级卫生城市、省级
文明城市。市政新区、江东新区功能进一步完善，南门坝等旧城改造工程顺利实施，北部

新城加快建设。启动西充河、清溪河综合治理工程，西华体育公园等五大公园开工建设，

上中坝生态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基本完成，下中坝开发基础设施全面完成并开始

出让土地，清泉坝、望天坝开发已经启动。主城区主要街道内涝整治全面完工，地下管网

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南部、阆中县城迈入中等城市行列，仪陇、营山、蓬安、西充

县城新区加快拓展，功能不断完善。全市新建４座嘉陵江过江大桥。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深
入推进，实施农贸市场 “三化一改”５４个，新建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７座、垃圾处理
场４个，建成乡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 ６０处。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 ２００７年下降
１７２％，化学需氧量累计削减１２万吨，二氧化硫全面实现控制目标。工业企业达标排放
率达到９２％，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平均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嘉陵江干流水质长期保持Ⅱ －
Ⅲ类标准。

灾后重建提前完成。累计投资１５３亿元，全面完成城乡交通、通讯、旅游基础设施和
城市公共设施灾后重建，重建中小学校３３所、农房２７万户，维修加固受损校舍５２６所、
城乡居民住房３２１万户；对１６６座震损水库进行除险加固，修复２３５５口山坪塘、７００多处
石河堰、１２３公里渠道、１６００多处重点渠系建筑物和５０００余处供水设施。向重灾区捐赠资
金和物资２６９４６万元，投资２３５０万元对口援建梓潼县许州镇的１０个项目按时竣工交付
使用。

二、突出产业培育，经济实力赶超跨越

经济总量连攀新高。重要经济指标在２００７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甚至几番。２０１１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１０亿元，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大关，经济总量实现赶超，处于川东北
领跑地位。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国税收入、地税收入分别达到９４４亿
元、４３３亿元、３４６亿元、４８５亿元，年均分别增加１６５亿元、７１亿元、６亿元、８７
亿元。全市财政供养人员人均财力由３３万元增加到５８万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由８７１
亿元增加到２３１２亿元。实现土地出让总收入２２１亿元，年均增长２７３％。全市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余额由７６４亿元增加到１３５３亿元，贷款余额由２８２亿元增加到５５１亿元，存贷款
规模均占川东北的三分之一强。

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工业快速扩张。２０１１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收入１３００亿元，是
２００７年的２６倍。累计完成更新改造投入２６４亿元，年均增长３５１％。南充被列入四川三
大石化基地和成渝经济区石油天然气精细化工基地并启动建设。工业园区面积由２０平方公
里扩展到６９平方公里，规划建设４０平方公里的化学工业园区已完成投资２０余亿元，“两
桥一路”、东西干道基本建成通车，完成厂区用地场平近３０００亩，总投资１４１亿元的晟达
新材料园区系列项目开工建设。南充经济开发区等３个开发区被列为省级成长型超１００亿
元产业园区。农业快速提升。２０１１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３８０亿元，年均增长４％；粮食总
产量达３３４万吨。建成生猪规模化养殖园区１５万个、桑园基地９９万亩、优质粮油基地
１２４万亩、柑桔基地９０万亩、速丰林基地１０９万亩。南充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完成投资
１４２亿元，建成规模化产业基地１４万亩。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２６０户，农民
专合组织达到２０５４个。建成新村示范点１７４个。累计实现劳务收入５１５７亿元，年均增长
８７％。服务业快速发展。２０１１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９２亿元，是２００７年的２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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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各类商业网点１８万个，“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店３６０８个。金融、通讯、电子商
务、连锁经营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创建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５个，２０１１年实现旅游总收
入１２２３亿元，是２００７年的３６倍。房地产业累计完成投资３２４亿元，建成商品房１０２２万
平方米、销售１１０１万平方米，年均分别增长５８％、６５％。

经济结构明显优化。三次产业比重由２００７年的２８４∶４０２∶３１４调整到２２４∶５１８
∶２５８，其中二产业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７０％，形成了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发展
新格局。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由５６％提高到９３％，经济发展质量大幅提
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由６１８％提高到７１７％，财税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石
油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轻工食品四大优势产业销售收入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

９２５％。入园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５７％，工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农
业结构加快调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５３％，粮食优质品种覆盖率达８５％以
上。全市雇工５０人以上的种养业主达３００户，集中经营土地９０万亩，参加专合组织的农民
达８８万人，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和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２０１１年商贸、物流、金融、保
险、信息、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超过４５％。金融生态环
境不断优化，不良贷款额比２００７年下降６１４亿元，降低３１７个百分点。

三、加强改革创新，发展活力充分显现

各项改革纵深推进。加快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扎实开展扩权强县工作，进一步扩大三

区 （县、市）经济事务管理权限，县级经济发展活力明显增强。全面完成市、县政府机构

和县乡事业单位改革。完成 “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全面推行部门预算编制、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改革，生财、聚财、理财能力进一步增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迈出坚实步伐，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实施，群众就医更加方便，医疗费用有效降

低。市商业银行实现跨省经营，村镇银行加快发展，农村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政策性农业

保险试点范围有效拓展。着力创新投融资方式，组建南充发展投资 （控股）公司，成立融

资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公司２５家，恒丰银行、交通银行入驻南充，综合运用 ＢＴ、ＢＯＴ、企
业债券等融资模式，累计从金融系统融资２２７０亿元，吸纳社会民间投资３５０亿元，破解了
发展的资金瓶颈。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占全市ＧＤＰ的５９％。农村综合改革取得新
的成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基本完成，统筹城乡发展试点顺利推进。

开放合作成效显著。积极参加 “西博会”等集会招商活动，创新招商方式，注重招大

引强，累计签约项目１４０１个，到位资金８３８３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３３７个，引进的３２
户上市公司、６家大型央企、４５户行业龙头企业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交流合作更加密切，融入成渝经济区发展，与周边各市在金融、交通、物流、文化、环保

等领域的联系合作不断加强，促进了一批跨区域的大项目立项建设。全市进出口总额累计

２４４亿美元，年均增长２３７％；直接出口累计１０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３２％；利用外资累
计８３亿美元，年均增长２０％。

四、倾力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２０１１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４５０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５８０
元，年均分别增长 １４３％、１３５％。累计完成民生工程投入 １８６１亿元。城镇新增就业
１９９万人。累计投资７５４亿元，完成各类还房６３４４万平方米，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２４万户。解决农村１２５８万人饮水安全问题，改造困难群众危房２６万户。发放教育 “两

免一补”资金２０９亿元，惠及学生４２０万人次，建成教师周转房５０８６套。居民小区水电气
欠容欠压、部分房产商违规收取配套费、房屋权属登记等问题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环

卫工人等群体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累计化解市县乡村各类债务９０４亿元。升钟库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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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计划全面完成，库区１０万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城市低保、农村低保
实现应保尽保，分别达到８７万人、１８５９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９８４万
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９８３％。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
机制，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取得自然科学研究成果８７２项，授权专利９９２件，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４０％。新建校舍３５万平方米，中小学危房改造３０万平方米，城区学校
“大班额”问题逐步缓解，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两基”顺利通过国检。建成４１５个乡镇文
化站，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功举办嘉陵江合唱艺术节、灯戏艺术节，开办嘉陵江

大讲堂３０讲，首次获得中国戏剧 “梅花奖”，全民健身运动和竞技体育活动蓬勃开展。改、

扩建２４个县级医疗机构、４８６个乡镇卫生院、２０个社区卫生机构和５３０个村卫生室，市中
心医院门诊内科大楼等重点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法定报告传染病年发病率较２００７
年下降了１５５％，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稳定保持低生育水平，
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均为２３‰。妇女儿童发展纲要任务全面完成。全市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
达到９９２％，全面整合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资源，完成市辖三区城区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
完成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顺利推进。完成 《南充市志》 （１７０７－
２００３）编撰并出版发行。国防动员工作和后备力量建设扎实推进。档案、人防、气象、保
密、人才、新闻出版、检验检疫、民族宗教、外事侨台、红十字会、残疾人、老龄等工作

均取得了新的成绩。

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试点。深入开展 “平安南充”创建活动，

构筑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类犯罪，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建立人民调解组织

６１３７个，调解成功率达９３７％。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在全省率先开通人民来信 “绿色邮

政”，全面实施领导干部接访，大力推行信访 “一站式”服务，广泛开展 “干部下访”活

动，初步构建起大信访工作格局。“挂、包、帮”和 “结对帮扶”工作深入推进。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监察体系逐步健全，一批重大安全隐患得到及时排

查和有效整治，连续四年无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体系日益健全，应急救援能力

得到加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五、强化自身建设，政府形象有效提升

政府决策民主规范。健全市政府工作规则和决策程序，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社会听证、

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实施效果评估和责任追究等制度进一步完善。自觉接受市人大法

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民主监督，定期向市人大、市政协报告和通报工作，人大议案、

人大代表建议、意见、批评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复率达１００％。充分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注重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的桥梁纽带作用。政务公开全面

推行。

依法行政扎实推进。坚持依法办事、依法理政，凡是作决策、上项目都遵循法律、遵

守规则，不干预正常的经济秩序，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始终做到政府行为在法律规范下运

行、矛盾纠纷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解决。清理出政府部门职权职责３９００项，纠正了一批违法
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取消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５０余项。全面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 （市、

区）创建工作，加强民主法治基层基础建设和法律援助服务。“五五”普法任务圆满完成，

“六五”普法启动实施。

行政监督不断加强。加强对各类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管理服务

职能，提高行政效能。实行 “两集中、两到位”，启动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在全省率

先实现市县两级电子政务服务大厅同步运行和政务服务体系四级全覆盖，电子视频监控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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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乡镇、街道。完成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第五次清理，取消、下放１５５项，承诺件实际
办理提速８５％以上。初步建立五大类１３８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相关制度，依法查处
违纪违规案件和失职渎职行为。加强工程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坚决清理各类 “小金库”，四

年审计查处各类违纪违规资金４８亿元，核减财政性投资工程造价４９亿元。
过去四年，我们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主要体会是：

———必须坚持在应对挑战中克难奋进。这四年来，地震、低温、干旱、洪涝等灾害接

踵而至，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入影响，各种挑战和困难相互交织、重合叠加。面对空前复

杂的发展形势，我们在市委领导下，始终以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以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决

心，密切关注发展走势，敏锐捕捉政策走向，果断有效地推出矛盾化解之法，确保了经济

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实践证明，最大的危机是惧怕危机，最大的困难是回避困难。

正是因为我们迎难而上、应对得法，才实现了化危为机、逆势崛起、赶超跨越。

———必须坚持在抢抓机遇中推进发展。这四年来，国家扩大内需强力拉动、西部大开

发深入实施、灾后重建政策支持、四川石化战略布局，都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

史契机。在这些重大发展机遇面前，我们顺势而为、主动出击，积极对上争取支持、对外

扩大招引、对内深挖潜力，把每个机遇都用好用活，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先一步推进发展。

实践证明，机遇是流动的资源，抓住机遇就能把劣势变优势，获得率先发展的主动权。正

是因为我们敏锐地抓住并把握好这些机遇，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绩，形成了生机勃发

的良好局面。

———必须坚持实施项目推动战略不动摇。这四年来，我们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全局工

作的重点，不遗余力地推进项目攻坚，不失时机地新上项目，实施了一大批利于当前和事

关长远的重大项目。实践证明，项目工作是统领经济社会全局的重要抓手，是拉动增长、

加快发展的现实之举，也是夯实基础、增强后劲的务实之策。正是因为我们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才有力地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基础明显改善、人民生活大幅提升。

———必须坚持产业培育的中心地位。这四年来，我们始终抓住产业培育这个中心，既

重抓工业，又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既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又积极改造提升

传统优势产业；既着力推进扩容增量，又扎实抓好结构调整，确保了优势产业一直保持蓬

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实践证明，没有产业就创造不出社会财富，提供不了就业岗位，提升

不了经济实力。正是因为各项优势产业竞相发展，我们才在应对危机中回旋空间更大，在

区域竞争中话语权更重，在加快发展中实力更强。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从政理念。这四年来，各类利益诉求不断涌现，人民群众改

善生活和发展社会事业的愿望更加强烈。我们始终坚持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每年都依照

群众意愿，推出一系列民生工程，保障投入、强化督办，不折不扣地把每个项目办好做实、

让群众满意。实践证明，为政之本就是以人为本，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我们当好了

群众的仆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正是因为我们最大限度地改善了群众生活，维护了

群众利益，发展了社会事业，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各位代表，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本届政府 “经济更加发展、基础更加完善、生

态更加优美、人民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全面完成。回顾发展历程倍感艰

辛，审视发展成就由衷自豪。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市人大、市政协及各界人士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此，我代

表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驻市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官兵、政法干警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大型支撑项目偏少，新

５６３



!"# $%&#' ()"# *%) +, *%) -%&. !)"# /" *%) 0)

!"#$

%&'()

的经济增长点缺乏；城乡二元结构仍然突出，统筹城乡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重道远；

部分群众生产生活还比较困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仍然较多；一些干部的思想观念、

能力素质、工作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定高度

重视，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市第五次党代会对未来五年的形势作了深入分析，结合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明确的

思路和奋斗目标。我们要紧紧围绕既定的思路和目标，抢抓机遇，砥砺奋进，努力推动南

充新一轮大发展、大跨越。

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

改革开放，坚持 “三个推进”，实施项目推动，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不

断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

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突破

２２００亿元、１４００亿元、１００亿元，实现 “三个翻番”，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突破３０００亿
元，重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超过全省和成渝经济区北部平均水平。初步建成以全省重要次

级综合交通枢纽、成渝经济区重要交通节点、港口城市为主要支撑的区域交通枢纽；以油

气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轻工食品、能源基地和商贸物流中心为主要支撑的区域经

济高地；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省级生态市为主要抓手，主城区人口

达１２０万，建成区面积达１２０平方公里的特大城市，为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
济区北部中心城市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主要任务是：

一是加快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建成兰渝铁路，与达成铁路形成横跨东西、纵贯南

北的铁路大动脉。积极争取开工建设汉巴南、南绵铁路和渝广南、绵南遂城际铁路。建成

成德南、南巴、南大梁、遂西、巴南广高速公路，加快南绵、南泸等高速公路建设，高速

公路网络更加完善。推动国、省干线公路提档升级，农村公路联网发展。规划建设朱凤寺

大桥、果城路至鹤鸣路大桥、小龙至荆溪大桥、都京至文峰大桥及一环北快速跨江大桥等

一批过江大通道。加快嘉陵江高等级航道和港口群建设，打通嘉陵江至长江的黄金水道，

建成成渝经济区北部港口城市和川东北最大的水运集散地。完成高坪机场改扩建，实施阆

中通用机场建设，开辟更多航线。加快 “数字南充”构建步伐，完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

远程教育等信息服务体系，加快农村信息网络建设，力争行政村基本通宽带，自然村和交

通沿线通信信号基本覆盖。

二是加快建设区域经济高地。着力培育石油天然气化工和能源战略性支柱产业，加快

石油天然气化工项目建设，推动以华能火电、生物质能源等为重点的能源产业发展，加快

技改扩能、科技创新和新产品研发，改造提升汽车汽配、丝纺服装、轻工食品等传统优势

产业。加快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把化学工业园区建成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的产业

新城和 “两化”互动、产城一体的示范园区。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建成高标准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培育一批带动力更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建设

国家优质商品猪基地、中西部优质蚕茧基地、中国甜橙基地、国家优质商品粮油基地和现

代林业产业基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推进市政新区、江东新区、下中坝等城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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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商业副中心建设，加快小龙物流园区等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发展金融、房地产、旅游、

信息等重点服务业，加快建设川东北和成渝经济区北部商贸、物流、金融中心。

三是加快建设特大城市。大力实施拥江主城、产业新城、北部新城 “三城同构、紧凑

发展”战略，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小龙－龙门、文峰－河西、荆溪－潆溪等各大片区开发，
实行组团式发展，新建一批城市地标性建筑和城市综合体。加快市政新区至荆溪、潆溪，

江东大道至小龙门等城市干道建设；启动河东、嘉陵供水厂和荆溪、文峰污水处理厂建设，

扩建高坪污水处理厂，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西充河流域综合

治理，新建成一批城市公园，开展＂五乱＂治理，实施城区绿化、光亮工程，形成绿地相
连、青山为屏、江河为带、园城一体的山水田园特色。按照以主城区为核心、嘉陵江流域

为重点经济带、重要交通干线为骨架、县城为辅助增长极的 “一心一区、一带三轴”的城

市发展格局，积极支持县级城市向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发展，科学规划、积极推进重点集镇

建设。全市城镇化率达到４７％以上。
四是加快建设文化强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公民素质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推进等 “六大文化工程”，加快建设区域文化中心。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丝绸文化、三国文化、红色

文化和嘉陵江生态文化，抓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和民间艺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深入推进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打造提升 “嘉陵江合唱艺术

节”、“嘉陵江灯戏艺术节”、“嘉陵江大讲堂”等特色文化品牌。完成市文化馆、档案馆、

博物馆建设，建成一批功能完善、实用性强的文化设施。优化文化产业布局，推动文化产

业集聚发展。实施 “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五是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积极稳妥推进

农村综合改革、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抓好财政、医药卫生等各领

域的改革。深入推进扩权强县，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完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市场化配置资源领域，加快发展投融资平台。创新目标管理机

制，建立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招引一批世界

５００强、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和上市公司。深化区域合作，加快融入成渝经济区发展，对接成都
“天府新区”和重庆 “两江新区”开发，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六是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坚持 “科教兴市”战略，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加快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加强高新技术和人才引进。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地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支持发展高等教育，加强继续教育和特殊教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

善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继

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深入实施民生工程，积极促进和扩大就业，大力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加快城乡电网建设，推进城乡居民用电同

网同价。全面完成 “十二五”污染减排目标。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着力构建以各级

政府为主导的 “一主多元”治理格局。加强信访和群众工作，强化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

务管理，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

应急管理处置机制。深入开展 “六五”普法，提升全民法律素质。

２０１２年政府工作意见

２０１２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全面实施 “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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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加快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可能进一步

增多，要素制约可能进一步增强，挑战和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大。我们将因势利导、迎难而

上，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稳定增势、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突出 “六个

更加”的工作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为：实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１５％以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增长２０％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６％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２２％以上，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６％以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１３％以上。

一、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成德南、南巴高速公路和嘉陵江四桥建设，加快建设南

大梁、遂西、巴南广高速公路和南充港都京作业区多用途码头，力争开工建设南绵高速公

路和朱凤寺大桥等重大项目，实施国道２１２线、省道２０３线等国、省干道路面改造，加强
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汉巴南铁路、南绵铁路、绵南遂城际铁路预可研及项目申报工作。扎

实推进南达、南泸、南充外环高速公路、嘉陵江高等级航道整治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前

期工作。

推进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华能火电项目立项和天然气发电项目的前期

工作。加快生物质能源和智能电网建设，新建投产一批输变电项目。积极推进天然气深度

开发系列项目建设，扎实抓好油气管网及成品油储运设施建设。加强城乡信息化建设，支

持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加快３Ｇ网络建设和推广应用，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快升钟二期、解元水库、九龙潭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抓好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小型水利重点县建设、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建设。大力推进嘉陵江干流 （南充段）堤防建设和重点区

域中小河流治理。加快中低产田土改造、农村道路、农村沼气、电网改造、农业机械化及

配套建设。

抓好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城乡生态绿化工程，抓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工程造林等重点工程，深入推进嘉陵江 （南充段）两岸生态绿化工程建设。加强嘉陵

江流域 （南充段）和西充河流域等重点污染防治工作，加快嘉陵江沿途重点城镇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加大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力度。加强水、土地、林木、矿产等资源节

约和综合利用，强化污染减排工作。

二、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突出抓好以晟达新材料园区为依托的石油天然气战略支柱产业

培育，加快建设园区主干道、铁路专用线等重点配套工程和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寻求配套

延伸产业战略合作伙伴，推进 ＰＴＡ、聚酯尼龙等项目开工建设。加强传统优势产业技术改
造，实施技改项目１５０个，完成投资１１５亿元。完善汽车汽配产业链，加快东风南充汽车
燃气发动机生产线技术改造；推进丝纺服装产业升级，加快研发新型聚酯及非纤领域合成

新材料技术；做强轻工食品产业，加快推动一批原有企业和新引进企业技改扩能。大力培

育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

突出抓好新型城镇化。加快北部新城、南部产业新城等城市新区建设，快速推进上中

坝生态湿地公园、下中坝、清泉坝、望天坝片区建设，力争新增建成区面积１１平方公里。
新启动实施一批主城区重要街道改造工程，加大下中坝东湖公园、气象主题公园等推进力

度。加快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推进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积极解决交通拥堵、社

区管理等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环保

模范城市、省级生态市工作。加快县城和重点乡镇发展，进一步扩大城镇规模，拓展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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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

坚持 “两化”互动发展。优化工业园区产业布局，促进园区规划与城市、土地利用、

交通发展等多项规划衔接，注重园区基础设施与公交、金融、商场、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

相配套，把园区建设成为产城一体、功能完善的现代城市新区。完善城市金融、保险、信

息等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改善企业集聚生产要素条件，促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发展。

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加快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抓好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从扩大规模、提升档次、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加快建设一批畜牧、蚕桑、柑桔、优质粮油、

速丰林特色农产品示范基地。新建万头以上养猪场２７个，新栽柑桔７４万亩，发展优质粮
油１００万亩，改造速丰林２０万亩。

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现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招引一批龙头企业落户，

力争新增规模以上龙头企业２０户、销售收入过亿元的１０户。进一步深化和创新龙头企业、
专合组织、业主大户和广大农户之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带动现代农业发

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突出抓好扶贫开发。按照国家新的扶贫标准，加快实施秦巴山区扶贫连片开发，扎实做

好新村扶贫、社会扶贫、移民后扶等重点工作，巩固和扩大扶贫试点成果。抓好以农村聚居

点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为主的新农村连片建设，打造一批产业突出、环境优美的文明新村。

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建设。进一步优化商业网点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加快推进

川东北农产品批发市场、川东北汽贸中心等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建设，培育发展一批大型品

牌购物中心、特色餐饮酒店和特色商业街区。积极推进 “一园区、四物流中心、七配送中

心”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开展Ａ级物流企业认定工作，支持重点物流企业做
大做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全年完成出口总额９４亿美元。

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引进发展一批精品名店，推进网购网销工程，大力发展直销经

营、连锁经营等新型营销方式，积极培育汽车、家电等消费热点。强化县城及乡镇商业网

点配送功能，扩大社区商业网点建设。加强市场监管，保持市场正常流通和物价基本稳定。

大力推进阆中古城创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乡村旅游发展，加大
宣传促销力度，积极拓展旅游客源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旅游经济。认真落实房地产业各

项政策，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五、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着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市文化馆、博物馆建设，完善市图

书馆、大剧院服务功能，新建一批社区文化中心、农家书屋、县级室内 （外）体育场馆。

开工建设市广播影视中心，启动地面数字电视无线覆盖工程，新 （扩）建市县乡新闻联网

回传系统，继续大力实施广播电视 “村村通”、“村村响”、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等重点工程。

加大文艺创作力度，创作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深入开展文化体育进机关、

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进农家活动。继续抓好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市场培育，重点发展文化旅游、网络文化、文艺展演等

文化产业，加快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推进文化与制造、物流、建筑等产业的有机融合。加

强文化体育新闻出版物市场监管，扩大文化市场消费规模。

六、努力做好财税金融工作

加强财税征收管理。坚持依法治税，大力培植财源，进一步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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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税收征管，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基金收入等非税收入管理，促进财

政收入稳定增长。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基本运转和民生等重大项目建设。

促进金融业加快发展。加强银政企合作，做好信贷项目的申报、储备和推介工作。鼓

励金融机构优化信贷服务，加大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力度，力争全年新增贷款９０亿元。大
力推动融资渠道多元化，积极运用短期债券、信托、金融租赁、保险直投和股权融资等多

种新型融资工具，力争全年新增社会融资总量达到１３０亿元。加快建设金融市场体系、支
付结算体系、征信体系和小额贷款担保监管体系。努力扩大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和特色

农产品保险范围。

七、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深化各项改革。继续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深化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积极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

保障预算有机衔接的财政预算体系。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壮大政府投融资平台。积极

探索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抓好公立医院

改革试点。稳步推进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推动民间投资进入更广阔的产业和

基础设施领域，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扩大开放合作。大力实施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加强与成都、重庆和川东北区域分工

协作。突出招大引强，着力引进一批跨国公司、知名企业、研发机构、著名品牌和拔尖人

才。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加快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全年引进资金 ３００
亿元。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进一步理顺市、县 （市、区）关系，深入推进扩权强县试点工作，

深化事权调整，给县 （市、区）更多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不断优化各地产业发展布局，

统筹运用产业规划和政策、项目、资金，积极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既错位发展，又充分合作，

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实力。

八、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大力实施民生工程。继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抓好就业促进、扶贫解困、教育助学、

医疗卫生、百姓安居等 “十大民生工程”，全年完成投资７０亿元。
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积极落实就业政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做好重点对象就业援助工作，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力争城镇新增就业４６万人。加快健全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提

高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统筹层次。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低保

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加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健全

困难群众、特殊群体救助机制，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大力培育发展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加快建设大学科技园、公

共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加快实施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抓好城区中小学校

建设，继续解决 “入园难”和 “大班额”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支持高等教育发展，

用好高等教育资源。加快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新区、市中心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市中

医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卫生基层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４‰。以内。继续做好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
作，全面落实双拥模范城创建各项工作任务。认真做好老龄和残疾人工作，切实维护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加强统计管理和调查工作。抓好防灾减灾、民族宗教、外事侨台、邮政、

保密、人防、气象、档案、地方志、水文、检验检疫、红十字会等工作。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畅通信访渠道，推进信访积案和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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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全面提升信访和群众工作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社会组织、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加强安全基层基础工作，加大对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整治和监管力度。全面加强产品质

量监督，强化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创新城市社区管理，打造一批典型示范社区。完善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快应急公共平台建设，积极组织开展防灾救灾演练，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

九、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坚持依法行政。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积极支持政协履

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扎实做好人大议案、人大代表建议、意见、批评，

政协委员提案和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办理、落实、答复工作。加强普法工作，强化行政

执法责任制，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和仲裁工作，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把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努力推进政

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坚持从严治政。深入开展机关行政效能建设，严格执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

任追究制。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落实 “两集中、两到位”和并联审批，完善

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和电子政务大厅建设。深入开展政务公开，规范完善

行政权力运行、重大决策部署、政府绩效考核、财政预算公开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快电

子政务和政府网站建设。加大督办工作力度，不断完善和强化任务分解、检查督促、考评

奖惩等制度，促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坚持务实勤政。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反对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大兴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之风，反对铺张浪费，进一

步降低行政成本。切实转变文风会风，加强公务员队伍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坚决整治不

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顽症，打造一支信念坚定、服务人民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

坚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述职述廉制

度，进一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的职能作用，强化对工程建设、

土地招拍挂、招投标等重点领域的监管。积极推进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坚决查处违

纪违法案件，坚决惩治腐败行为。

各位代表，过去四年，我们在共度时艰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展望未来，肩负的使命更

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让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

的监督支持下，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为加快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

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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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　奋勇争先
加快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

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
———在市政府五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长　向　东
（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

同志们：

五届市政府的组成人员已全部到位，历史的重任已落到我们的肩上。紧紧围绕市第五

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接过上

一届市政府的接力棒，跑出快速度，干出好成绩，既需要我们进一步理清政府工作思路、

明确政府工作重点，更需要我们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力争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待会，宏建书记将作重要讲话，请大家认真领会，抓好落实。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的意见，下面，我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怎样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怎样建设新一届政

府”这两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怎样建设区域中心城市

南充即将迈入特大城市行列，这是南充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们加快建设区

域中心城市的重要转折点。但客观上讲，无论是城市的经济实力、服务功能，还是城市的

建设水平、文明程度等方面，南充都远未达到特大城市的要求，也还未形成区域中心城市

应有的综合实力和领先优势。按照市第五次党代会的要求，南充在迈进特大城市、建设区

域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必须努力把城市的实力做强、功能做优、形象做美、品位做高，构

筑在区域的核心地位，发挥在区域的主导作用。从政府工作的角度来讲，实现这样一个目

标，就是要在建设 “枢纽城市、产业城市、宜居城市、幸福城市、文明城市”五个方面狠

下功夫，务求实效，为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简而言之，枢纽城市，就是要成

为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枢节点，打造更加畅通的要素传输系统；产业城市，就是

要培育壮城强城的支柱产业，打造更具实力的区域经济高地；宜居城市，就是要优化城市

功能，美化城市环境，打造更富人文生态特色的山水田园城市；幸福城市，就是要提升群

众的物质富足感和社会公平感，打造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生活福地；文明城市，就是要

优化社会环境，提升市民素质，打造更具心灵归属感的和谐家园。

（一）构筑快捷通道，加快建设枢纽城市

省委刘奇葆书记强调，区域竞争，核心在于枢纽之争。南充地处西部内陆，既不沿海

也不沿边，必须通过加快构建综合交通枢纽、通讯信息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才能有效形

成与外界的高密度经济联系，为城市发展集聚更多要素资源。

一要加快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南充是全省规划建设的次级综合交通枢纽，也是成

渝经济区规划建设的区域重要交通节点。要坚持 “水陆空”并举，抓好一批事关全局的重

大交通项目，构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城乡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成

城市对外交流运输的大通道。要加快高速公路网络建设，尽快建成成德南、南巴、南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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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西、巴南广５条高速公路，积极推进南绵、南泸等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力争明年实现县
县通高速，并尽快形成与周边所有地级市以及 “西三角”三个核心城市的高速公路通道，

成为区域高速公路交汇点，建成国家级公路运输枢纽。加快建设兰渝铁路、化学工业园铁

路专用线和火车北站、东站、南站建设，争取绵南遂、渝广南２条城际铁路和汉巴南、南
绵２条铁路开工建设，形成大能力货运通道和快速客运通道。抓好高坪机场改扩建，提高
机场等级，开辟新的航线，建成四川最重要的支线机场，使南充成为川东北区域航空枢纽。

加快嘉陵江高等级航道整治，快速推进南充港都京多用途码头、化学工业园区专用码头、

旅游码头等５个港区、３个旅游客运作业区和８个货运作业区建设，打通嘉陵江黄金水道，
使南充成为区域内重要的内河港口城市。

二要加快建设川东北通讯信息枢纽。继续围绕建设 “数字南充”和 “智慧城市”的目

标，着力抓好区域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升级扩容，进一步强化在川东北的综合通信能力

领先优势。依托川东北无线电监测中心和通讯交换中心，大力发展宽带互联网、３Ｇ网络等
现代信息技术产品，在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 “三网融合”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建成高

速、可靠接入的城市无线网络系统，构建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 “信息高速公路”。

三要加快建设川东北商贸物流中心。坚持以南充现代物流园为龙头，以物流中心、配

送中心和市、县商圈建设为补充，建设立足川东北、面向成渝经济区、辐射川渝陕甘毗邻

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尤其是要抓好南充现代物流园建设，按照 “一个平台、二个组团、

四个板块、十个功能区”的规划，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招引大型物流企业，建成现代化的

综合物流城，成为全省重要的物流基地。下一步，要依托南充空港、嘉陵江南充港和南充

现代物流园、化学工业园 “两港两园”，积极向国家申报设立南充综合保税区；以都京服装

工业园、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为龙头，扶持蚕桑丝绸、果蔬、生猪等出口商品基地和出口

加工基地建设。

（二）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建设产业城市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必须壮大产业实力。当前，南充产业基础特别是工业基础仍然薄

弱，要鲜明确立 “产业立城”的理念，坚持以工业发展为先导，联动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

服务业，围绕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培育产业集群，建设实力更强、后劲更足的区域经济

高地。

一要推动新型工业化。坚持一手抓新兴产业的扶持培育，一手抓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

以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建成川东北和成渝经济区北部大规模、长链条、多集群、高技术

的制造业基地。加快以ＰＴＡ为核心的重大项目建设，大力支持南充炼油厂转型搬迁，积极
招引一批石化下游企业，着力打造石油化工、天然气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产业

链，建成石油天然气精细化工基地。提高水电产能，加快推进火电、核电和生物质能源发

展，形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竞相发展格局，建成能源产业基地。推动东风南充公司扩大商

用车和燃气发动机生产规模，促使东风南充公司退城进园发展，打造东风南充汽车产业园；

发展汽车车身、车桥、车轮、制动系统等为汽车生产主机厂配套的产业，建成汽车及零部

件生产基地。加大技改扩能、科技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力度，引进上下游关键节点企业，发

展丝绸、棉麻、纺织新材料、品牌服装加工产业，建成丝纺服装产业基地。引进和培育一

批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产业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重点发展肉食品、酒饮、调味品、

医药、新型塑钢型材、装饰板材等产业，建成轻工食品产业基地。

二要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以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为核心，以农业标准化、专业化、

规模化发展为方向，培育扶持汇源果汁、康美药业、南京雨润、中盐银港等产业化龙头企

业，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抓好 “五大特色产业”基地的规模扩张和档次提升，形成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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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一体化的产业链，构建 “大龙头带动大产业、大产业支撑大龙头”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格

局。加快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充分发挥三区一县的主体作用，围绕 “一心两园三基

地”总体规划，扎实推进４个 “百里循环农业示范带”建设，建成引领丘陵地区的现代农

业发展样板区。

三要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把生产型服务业摆在优先地位，突出金融、商贸、旅游业、

房地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规划建设金融业集聚区，加快 “一库两中

心”建设，支持金融机构在我市设立区域总部或后台作业中心，吸引更多金融机构、金融

资金和金融人才进驻南充。引进名品名企，提升中央商务区经营业态，积极推进北部新城、

江东新城和南部新城商业副中心建设，促进商贸零售业加快发展。坚持实施精品旅游战略，

以嘉陵江生态文化旅游为主线，以阆中古城为龙头，以嘉陵第一曲流和南部升钟湖运动休

闲度假旅游、仪陇红色文化旅游、蓬安生态文化旅游等为节点，塑造 “嘉陵江”旅游品牌，

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鼓励发展以高端服务业为重点的楼宇经济，积极发展电子商

务、商务会展等新兴服务业，拓宽服务半径和增长空间。

（三）提升城市品质，加快建设宜居城市

宜居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元素，是提升城市吸引力和承载力的重要条件。南充正处于建

城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阶段，必须坚持增大城市容量与建设宜居环境紧密结合，让城市功

能更完善、市容更整洁、绿地更密集、山水更秀丽、空气更清新。

一要高水平规划。规划统领城市发展的方向，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品质。城市规划要注

重凸显南充的历史文化之美、山水田园之美、都市时尚之美。注重人文生态并蓄，精心保

护、合理利用山体、水面、湿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坚持拥江发展、依山

建城，形成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色调协调的城市天际轮廓线、嘉陵江岸线和 “蓝脉绿网、

两圈九片”的城市绿地系统，加快建设山水城市、滨江城市、生态城市。推动城市发展模

式由 “单核心圈层蔓延式”向 “多中心轴向组团式”转变，形成多级带动的网络城市框

架。目前，南充已初步形成 “三城同构”的组团式发展格局，要引进名师设计，从宏观上

加以引导，合理安排城市的功能布局和空间布局，组团之间通过绿地、山林、农田和河流

进行柔性分割与过渡，通过快速干道连接，使每一个组团既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从微

观上加以控制，抓好单体建筑的打造，让每一幢城市新建筑都成为靓丽的城市景观，塑造

体现时代特征的城市地标。规划要注重前瞻性。城市规划一定要着眼于长远发展，适度超

前规划，切实做到多规衔接，绝不能对将来的城市发展造成 “瓶颈”，更不能一建成就落

后。规划要强化刚性约束。严格执行第七次城市总体规划，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需要强调的是，城市规划总是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态调整，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有四

条线是不能变化的。一是紫线，主要用于划定古建筑、文物遗产；二是绿线，主要用于划

定公共永久绿地、农田、生态保护区；三是蓝线，主要用于划定水系；四是黄线，主要用

于划定污水处理及垃圾处理设施用地。这四条线划定的区域是规划中的强制区域，应该是

城市规划中百年不变的内容，必须一任接一任的保护。

二要大手笔建设。当前，南充的城市发展正处在 “改旧启新”的特殊时期，要坚持

“优化旧城、激活新区、拓展新城、连接三区、扮靓出口”的总体思路，加快实施一批城市

建设重大项目，推动中心城区实现突破性发展。优化旧城，要以疏解交通、完善功能、提

升业态为重点。当前要突出抓好以五星花园商圈为核心的商业中心提档升级和以人民南北

中路下穿隧道工程为重点的干道改造。一方面，要打通道路卡口，优化路网结构；另一方

面，要打造高水平的ＣＢＤ，使之真正成为繁华的城市标志。风貌整治要注重质量和品位，
努力使单体建筑各具特色，群体建筑和谐美观，不同街区风貌各异。要把城中村改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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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二进三”、“退批进零”及城内大型屠宰企业、公路客运站迁建提升统筹考虑，系统推

进城市空间系统和生态环境的有机更新。激活新区，就是对已基本建成的市政新区、江东

新城北片区，要抓紧配套建设学校、医院、宾馆、农贸市场等服务设施，尽快集聚人气，

激活商气，使之真正成为功能完善的新组团。拓展新城，就是要坚持以产城一体为抓手，

加快生活型和生产型服务功能的同步发展，使城市新区成为人口集聚地、产业集中地和产

品集散地。北部新城要按照 “一轴、两翼、三大板块、六大功能区”的发展格局，抓好城

市干道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同步规划建设金融中心、会展中心、交易中心等现代服务业

项目和城市综合体，推动新城区迅速上规模、树形象。南部产业新城要注重融合产业发展

和城市服务功能，在着力提升河西片区的产业承载能力的同时，加快以行政商务、科技研

发、文化创意、度假休闲为重点的文峰片区建设，营造优美人居环境。连接三区，就是要

加快建设嘉陵江四桥及两岸连接线、西河路南延线、江东大道南延线等市辖三区互联互通

的快速通道，适时取消清泉寺大桥收费站，启动都京至文峰嘉陵江大桥建设，使中心城区

三个组团之间在交通设施上具备１５分钟到达的硬件条件。扮靓出口，就是要对高速公路出
入口、机场、火车站、港口等重要位置实施绿化、美化等景观改造，使城市出入口成为展

示南充新形象的窗口。

三要精细化管理。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政府综合管理能力的体现，

也是政府服务市民的重要手段。要坚持 “统筹协调、上下联动，属地管理、重心下移”的

原则，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辖三区管理城市的主动性，建立完善适应特大城市

发展要求的城市管理体系。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形成监控、指挥有机衔接的管理服

务和应急平台，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城市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大街小巷，延伸到每一个居民

小区，消除盲区和死角。统筹使用城管、交警、巡警等执法力量，充分调动市民参与城市

管理的积极性，形成全民参与、各方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四）完善公共服务，加快建设幸福城市

幸福是城市发展的美好愿景。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城市发展的成果更充分地惠及广大群众。

一要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努力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要把促进就业作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大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上大项目、招大企业，大批量创

造就业岗位。搭建职业技术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用工企业的沟通桥梁，开展订单培训和

定向培训。挖掘社区服务业潜力，抓紧完善相关政策，鼓励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失

地农民和城乡居民自主创业兴办小微企业。切实做到以项目扩大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以政策扶持就业，以服务保障就业，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城乡公共就业服

务体系。

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是

维护老百姓利益的 “托底机制”。要扎实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努力让每一个居民 “老有所养”。积极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加快推

进新农合制度市级统筹，稳步推进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相互衔接和有序转换，提高群众受益面

和保障水平，努力让每一个居民 “病有所医”。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临时生活困难

救助等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努力让每一个居

民 “困有所帮”。大力实施安居工程，加快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形成符

合南充市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努力让每一个居民 “住有所居”。

三要全面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以义务教育为重点，实施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突出抓好城区中小学、幼儿园的新建和改扩建工程，缓解城区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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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短缺矛盾，切实解决好 “入园难”和 “大班额”问题，基本形成公平普惠、优质均衡

的基础教育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特殊教育，促进

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推行管办分开、医药分开，破除以

药补医机制，构建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完善基本药物制度，最大

限度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加快以县级医院改扩建为重点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积

极引进社会资本兴办大型民营医院，提高基层医疗服务和疾病防控能力，保障居民享有安

全、优质、方便、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

（五）推进社会和谐，加快建设文明城市

文明是城市的内在品质。我们要把文化元素贯穿城市建设，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市

民素质和社会管理水平为着力点，共同营造健康积极、和谐融洽的社会环境。

一要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南充有２２００年的建城历史，这是城市发
展的宝贵财富。要特别注重保护城市的 “文化基因”。据初步统计，市辖三区建成区内，５０
年以上历史的老建筑只留下４３０处，５０年以上历史的古树名木只遗存２２８株，必须千方百
计保护和传承下去，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损毁和破坏。深度挖掘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文化内涵，传承丝绸文化、三国文化等历史文脉，彰显南充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加快市文化馆、博物馆等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市图书馆、大剧院、

体育中心服务功能，加快乡镇、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站）建设，开工建设市广播

影视中心，打造一批充分体现南充地域特色的文化地标。办好嘉陵江合唱艺术节、川北大

木偶艺术节、西部民歌会、升钟湖钓鱼节等文化体育品牌活动，有效扩大南充的城市知名

度和文化影响力。

二要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城市的文明水平与城市每位市民的文明素质密切相关。要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从基础素质、基本行为、基本规范抓起，精心设计教育载体，发动

社会广泛参与，充分激发每一位市民向上、向善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挖掘南充的文化

底蕴和时代特征，提炼出叫得响、鼓舞人、感染人的城市精神，用城市精神来培养人、塑

造人。巩固省级文明城市成果，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努力在全社会

形成关爱他人、帮贫济困、团结友爱的风尚，形成遵纪守法、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的风尚。

三要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扎实推进基层社区的自治管理，使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

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强化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做好特殊人群的管理、教育和帮

扶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健全矛盾纠纷 “大调解”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妥善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促进社会矛盾有效化解。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增强人

民群众安全感。实施安全发展战略，坚持不懈地抓好食品、药品等产品质量安全，切实加

强工矿、交通等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管，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加大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力

度，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治理城市污染、工业污染和农村面源

污染，全力打造嘉陵江中游生态屏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关于怎样建设新一届政府

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怎样建设政府，体现着一个政府的执政抱负，影响着一个政府的

执政形象。新一届政府以什么样的思维理念、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政务行为，加

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既是全市人民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对新一届政府工作的现实

考验。我们要把 “人民满意”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最高标准，着力建设开放型、责任型、

服务型、法治型和廉洁型政府，努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决策力和执行力。

（一）强化民主施政意识，着力建设开放型政府

开放的经济，开放的城市，需要开明开放的政府。开明就是民主而不专断，开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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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而不封闭。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政务透明化占据主流的２１世纪，我们一定要
顺应时代潮流，强化民主意识，营造开放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政府。

一要搭建开放互动新平台。在互联网日渐成为社会交往、信息交流重要渠道的今天，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依托政府门户网站，整合市长热线、市

长信箱等资源，开通政府微博，开展网上议政，搭建政情民意双向直通的对话平台。按照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大事项和政府

的决策过程、落实情况及时公开，让群众清楚政府准备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让群众评价

我们的决策正确与否、工作落实如何。市政府成立政务公开办公室，就是要加大这方面工

作的力度。今后，政府和行政部门所有领导的公务活动都要在门户网站上全面公开。我们

既要上网访民意、查民情，与市民直接对话交流，更要下网解民忧、化民怨，切实把网民

留言、网民反馈和网民监督落到实处。

二要建立开放决策新机制。要把 “开放”的理念贯穿于政府决策的全过程，落实市民

参政议政权利，推进市民有序参与决策。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普

通民众等各个层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尊重并积极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市政府全体会、

常务会、规委会、专题会等讨论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议题，要提

前公之于众，邀请群众代表参与讨论，邀请新闻媒体参与评论，做到决策过程公开透明，

决策结果客观公正。

三要树立开放发展新形象。世界是 “平”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感和时空感消失了，整个世界变成了 “地球村”，没有哪一个地区和企业可以免受竞争

所带来的冲击，可以不享受因为合作所带来的丰厚回报。我们要有包容、大气的胸怀，以

更加主动的姿态，走出去，引进来，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扩大开放，广泛吸纳资金、

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要制定更加富有吸引力的政策，构建全面

开放的内部环境，让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让群众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对投资者和

创业者要多理解、少指责，多支持、少添乱，多帮助、少制约，让他们心无旁骛谋发展、

聚精会神干事业，让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形成人人崇尚创业、个个争先创业的生动局面。

（二）强化创先争优意识，着力建设责任型政府

区域中心城市不是自封的，要靠实力说话，要靠苦干兴市。每个部门都要敢向高的攀，

敢与勇的争，敢同强的拼，干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工作业绩。

一要敢于担当。任职者任责。不管任务有多重，困难有多大，都要咬定目标，主动作

为，不讲条件，不计代价，用忠诚、勤奋和敬业去出色地完成任务。要把担当体现在事业

心、责任感上。本着对自身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把追求事业放在第一

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有所作为而不能碌碌无为，

用心干事而不能无所事事，一事当前不回避，任务面前不推诿。班子成员之间既要按照分

工，独挡一面，大胆工作，又要团结协作，攥紧拳头，形成合力。要把担当体现在敢抓敢

管上。每一位政府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是非分明，对平庸者

不迁就，对渎职者不容忍，对失职者不姑息，努力形成敢于负责、主动负责、带头负责的

良好风气。

二要勇于攻坚。南充正处于爬坡上坎、攻坚破难的关键阶段，各种困难和矛盾在所难

免。当前，我们面临宏观经济形势趋紧、资源要素约束加剧、社会矛盾突出等诸多困难，

必须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去解决，决不能把本届的事情留给下届，把今年的工作拖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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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瞄准攻坚破难的目标，一个一个地研究，一项一项地突破，确保工作不延误、发展

不耽搁。要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对待困难和矛盾，我们要有战而胜之的信心和勇气，不

为困难找理由，只为成功想办法，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去打破坚冰、突破瓶颈。要

发扬夙夜在公的精神，只争朝夕，击鼓奋进，真爬坡、真流汗、敢碰硬，扎扎实实推进各

项工作圆满完成。

三要争创一流。一流的目标引领一流的业绩。要把最高标准、最高水平、最大贡献作

为每个单位、每位同志干事兴业的最大目标。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政府部门没有一线

和二线之分，没有重要和次要之分，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都

要把自己融入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主战场，都要树立勇争一流的雄心壮志。从今年开始，

市政府将通过建立纵向和横向两个指标考核体系，对各部门创先争优情况进行专项考核。

在纵向上，要放在全省２１个市州来比较；在横向上，要放在市直机关之间进行比较。市政
府目标办对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要加强督查督办，特别是对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要做到每周

收集汇总，每月现场检查，每季挂牌通报。要通过开展创先争优，形成奖勤罚懒、奖优罚

劣、奖先罚后的鲜明导向，形成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生动局面，让滥竽充数的人没有市

场，让饱食终日的人呆不下去，让真抓实干的人扬眉吐气。

（三）强化规范高效意识，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区域发展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而且是政府效能、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竞争。

我们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努力打造 “行为规范、运转协

调、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力争把南充建设成为川东北和成渝经济区北部的投资首

选地。

一要在规范管理上下功夫。规范管理的核心，就是有章可循，按章办事。最近，市政

府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修订了 《政府工作规则》，进一步完善了常务会、规委会、编委会等

议事规则，制定了 《关于加强财政管理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意

见》等规范性文件，会后将审定下发，大家要认真遵照执行。特别是要落实好工作报告制

度，各县 （市、区）和政府各部门每季度要以书面形式向市政府报告工作情况；凡市政府

召开的重要会议，参会单位和部门都必须及时报告贯彻落实情况，其中承担有具体任务的

部门、单位，还应明确任务完成的时限。要进一步规范重要工作督办制度，市政府安排的

重点工作和领导批示的重要事项，市政府目标办要建立台帐，跟踪督查，及时反馈。

二要在效能建设上下功夫。加快启动和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工作，按照省政府去年９月
召开的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会议精神，科学设计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建立健全指标有

效执行和实施的工作机制，推动政府和部门切实履行职责，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

深入推进 “两集中、两到位”改革，把政务服务中心建成部门的 “办事窗口”而不是 “接

件窗口”，确保实现各职能部门向政务服务窗口１００％授权、１００％现场办结。要开辟重大项
目服务 “绿色通道”，积极开展上门服务和全程代办服务，采取会商会审、市区联动等方

式，促使项目尽快落地、及早开工。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健全市、县、

乡、村四级政务服务体系，并尽量把与企业和群众密切相关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务

事项，都纳入政务平台集中办理，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三要在作风建设上下功夫。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

主义也没有。南充正处在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征程当中，慢不得，拖不起，等不及。

必须倡导 “快”和 “实”的作风，快马加鞭促发展，扑下身子抓落实，定下来的事情就要

雷厉风行、抓紧实施，部署了的工作就要一抓到底、务见成效。要下决心摒弃形式主义，

精简文山会海，尽量少开会、少发文，把时间和精力腾出来，深入实际、深入一线，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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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政府工作报告选录　

问题、推动工作。

（四）强化依法行政意识，着力建设法治型政府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既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治国理念

和方式的重要转变。新一届政府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切实做到有权必

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和法制保障。

一要提升依法管理水平。法治是加强社会管理、调和各种矛盾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当

前，我市的改革发展已进入攻坚阶段，许多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各类利益诉求更加凸显。

但工作越是重要、事情越是紧急、矛盾越是突出，越要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各级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善于运用法律法规处理和解决实际问

题。要以自身良好的法律素养和依法办事的实际行动，不断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带动全社

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提升，形成尊法、崇法、信法、守法和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要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是群众评价政府形象的重要窗口。执法人员的

执法水平和执法效能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府的评价。要坚持公正执法，规范工作

流程，依法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避免执法的随意性。要推进文明执法，坚持管理与服

务并重、处置与疏导结合，充分发挥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调解的作用，引导人民群

众通过法定渠道反映诉求、解决纠纷，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要加大监督问责力度。要加强政府内部监督和专门监督，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问责制

度，对违法决策、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

严重社会影响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

强化对行政执法全过程的监督，坚决制止执法违法、执法牟利、执法扰民的行为，从严查

处涉及教育医疗、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土地征用、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违法

案件。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主动接受人

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依法行政。

（五）强化干净干事意识，着力建设廉洁型政府

廉洁政府是运作高效、成本节约的政府，是有效遏制贪污腐败和歪风邪气的政府。要

始终把廉洁当做从政必须严守的底线，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重、注重预防的

方针，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做到政府清正廉洁、干

部干净干事、队伍风清气正。

一要抓教育引导，筑牢 “不愿腐败”的思想防线。思想防线是最根本的防线。当前各

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心理失衡、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问题比较突出。要规范从政行为

必须首先强化思想教育，打牢精神支柱和信仰根基，培养高尚的从政道德和履职作风。要

从关心干部的角度出发，加强党性党风党纪的教育，特别是干部廉洁从政的责任意识和风

险意识教育，珍惜来之不易的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机会，不辜负组织和群众的信任。要把教

育融入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全过程，在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岗位

廉政教育，并与机关作风建设、行政效能建设和政务环境建设相结合，使干部始终保持清

醒头脑，自觉珍惜手中权力，带头坚守从政道德。

二要抓制度规范，构建 “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建设廉洁政府，教育是基础，制度

是保证。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入，制度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

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要深入研究政府管理重点领域、重点环

节的突出问题，针对 “三重一大”事项 （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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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大额度资金使用），紧紧围绕招标投标、工程建设等重要环节，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努

力形成一套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的执行，

要通过加强对制度的宣传、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违法行为的查处，督促各级干部成为带

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的典范，提升政府廉洁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三要抓查处惩戒，构筑 “不敢腐败”的法纪防线。没有严格的执纪，教育和制度就会

显得苍白，廉洁政府也会成为一句空话。要强化监督，特别是事前和事中的监督，对于监

督中发现的问题，坚持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要严肃查处行政机关公务员利用

审批权、监管权、执法权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着力解决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

经商办企业等突出问题。加大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查

处力度，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通过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使各级干部

远离腐败，使人民群众增强反腐败斗争必胜的信心。

同志们，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来自方方面面，共同的追求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

使命让我们携手前行。我们一定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在思想上

求共识、感情上求共融、工作上求共进，争创一流业绩，树立一流形象，为加快建设川东

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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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南充市领导名录　

中共南充市委领导名录
（第一届至第五届）

中共南充市委第一届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书　　记　李正培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敬中春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副 书 记　向　阳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李　川 （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黄德益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５年５月）
蒲显福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傅金凤 （女）（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杜元耀 （１９９７年７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陈香泉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吴果行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常务委员　李正培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敬中春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向　阳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李　川 （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黄德益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５年５月）
蒲显福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傅金凤 （女）（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杜元耀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陈香泉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吴果行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牟明柱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杨元生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叶占元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杨安民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任德俭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陈荣仲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尹孟良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杜光辉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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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充市委第二届委员会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书　　记　敬中春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黄顺福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副 书 记　吴果行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杨安民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陈香泉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９月）
陈荣仲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尹孟良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月）
任德俭 （２００１年５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
杜光辉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刘伯忠 （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高先海 （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胡文龙 （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常务委员　敬中春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黄顺福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吴果行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杨安民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陈香泉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９月）
陈荣仲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尹孟良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月）
任德俭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
杜光辉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刘伯忠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高先海 （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胡文龙 （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牟明柱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４月）
董仲良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张世金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伏文超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何大清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李　斌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８月）
吴仲康 （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蒋辅义 （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勾春平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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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充市委第三届委员会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书　　记　黄顺福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王　宁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副 书 记　杜光辉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伏文超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
高先海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胡文龙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常务委员　黄顺福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王　宁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杜光辉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伏文超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
高先海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胡文龙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吴仲康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７月）
蒋辅义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１月）
向　东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李志杰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蔡　勇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刘　强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唐文金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勾春平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
马道蓉 （女）（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田世宏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１月）
任晓春 （２００６年４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
李树林 （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中共南充市委第四届委员会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书　　记　王　宁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
刘宏建 （２００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副 书 记　高先海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胡文龙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常务委员　王　宁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
刘宏建 （２００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高先海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胡文龙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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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东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李志杰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蔡　勇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刘　强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
唐文金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马道蓉 （女）（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谢华国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李树林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刘光远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
冯　斌 （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杨　波 （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郑和平 （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胡　斌 （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杨武秀 （女）（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中共南充市委第五届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书　　记　刘宏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副 书 记　向　东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唐文金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陈光浩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常务委员　刘宏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向　东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唐文金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陈光浩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郑和平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胡　斌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冯　斌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杨武秀 （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喻小广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胡光明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杨　波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刘　彬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李树林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
杨建华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黄炜国 （２０１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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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名录
（第一届至第五届）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主　任　李慎宽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副主任　田远志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袁天锡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谢志远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樊荣华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杜河清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张明才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常思九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李志光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杨元生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谢正顺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彭修昌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肖盛林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主　任　李慎宽 （１９９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
黄顺福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副主任　任德俭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杨元生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
谢正顺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
张明才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
张益维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肖盛林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
杨汉翔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
孙　纯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罗自省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陈绍森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黄旭东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王素清 （女）（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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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海泉 （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张世富 （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马敬国 （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赵太武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南充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主　任　黄顺福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
王　宁 （２００５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７月）
刘宏建 （２００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副主任　刘伯忠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孙　纯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马敬国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赵太武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梁仕培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余善卫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李元开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陶治国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南充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主　任　刘宏建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副主任　李志杰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李元开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
陶治国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陈自立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傅伦佳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陈修鹏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南充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

主　任　高先海 （２０１２年１月～）
副主任　谢华国 （２０１２年１月～）

陶治国 （２０１２年１月～）
陈自立 （２０１２年１月～）
陈修鹏 （２０１２年１月～）
李晓松 （２０１２年１月～）
李南春 （女）（２０１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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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人民政府领导名录
（第一届至第五届）

南充市第一届人民政府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市　长　向　阳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李　川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杜元耀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代市长　李　川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吴果行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副市长　李　川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杜元耀 （常务）（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吴果行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杨安民 （常务）（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谢正顺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胡昌川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陈香泉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董仲良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王正忠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张益维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陈　福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陈尚君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罗月华 （女）（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吕友清 （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高先海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南充市第二届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市　长　吴果行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月）
杜光辉 （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代市长　杜光辉 （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
副市长　杜光辉 （常务）（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

伏文超 （常务）（２００２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４月）
李　斌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８月）
田世宏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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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忠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４月）
陈尚君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高先海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
李志杰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罗月华 （女）（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６月）
赵德胜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７月）
吕友清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４月）
蔡　勇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唐文金 （２００２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王静莉 （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胡　云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南充市第三届人民政府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市　长　杜光辉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６年２月）
高先海 （２００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副市长　蒋辅义 （常务）（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６年１月）
向　东 （常务）（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田世宏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
谢华国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胡　云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６年７月）
王静莉 （女）（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范　平 （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３月）
杨雪鸿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钟吕坤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６年５月）
杜一力 （女）（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５月）
朱家媛 （女）（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冯　斌 （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张奇伟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南充市第四届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市　长　高先海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副市长　向　东 （常务）（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谢华国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冯　斌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０９年３月）
胡光明 （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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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平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朱家媛 （女）（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张奇伟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９月）
喻小广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何智彬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袁　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南充市第五届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年１月～）

市　长　向　东 （２０１２年１月～）
副市长　郑和平 （常务）（２０１２年１月～）

胡光明 （２０１２年１月～）
朱家媛 （女）（２０１２年１月～）
袁　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廖伦志 （２０１２年１月～）
邹　平 （２０１２年１月～）
谢和友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
杜延茂 （２０１３年６月～）
刘作鸿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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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南充市委员会领导名录
（第一届至第五届）

政协南充市第一届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主　席　赵培善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副主席　黄益安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叶代洲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李凤鸣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向洪武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罗月华 （女）（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刘大魁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杨汉翔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任书泉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李阶生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陈修烈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傅光国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胡昌川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冯启联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孙　纯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

政协南充市第二届委员会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主　席　蒲显福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副主席　陈修烈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胡昌川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李阶生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傅光国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张泽荣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
陈　福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李盛文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张成武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李承远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李　勇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陈景山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余长春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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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南充市领导名录　

政协南充市第三届委员会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主　席　任德俭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杜光辉 （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副主席　陈　福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８月）
李盛文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李承远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余长春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杨　兴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胥德会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康大寿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王明炽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冯庆煜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陈宗君 （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刘世英 （女）（２００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政协南充市第四届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主　席　杜光辉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副主席　杨　兴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胥德会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康大寿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冯庆煜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陈宗君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王星照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彭　敏 （女）（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程立洲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政协南充市第五届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

主　席　马道蓉 （女）（２０１２年１月～）
副主席　杨　兴 （２０１２年１月～）

陈宗君 （２０１２年１月～）
王星照 （２０１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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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立洲 （２０１２年１月～）
蒋元忠 （２０１２年１月～）
尹才勋 （２０１２年１月～）
程卫东 （２０１２年１月～）
王晓贤 （２０１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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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南充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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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后 记

１９９３年７月，国务院批准调整南充地区行政区划，撤销南充地区，建立地级南充市。
撤地建市，赋予了南充发展的难得机遇，开启了南充发展的崭新篇章。

南充建市２０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艰辛的
历程与辉煌的成就，很有必要记录下来。为此，市地志办编辑出版了 《南充建市２０周年大
事记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一书。

《南充建市２０周年大事记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采用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的编辑方
法，从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１３年的 《南充日报》、 《南充晚报》和 《中共南充市委大事记》 （缺

２０００年）、《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大事记》（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南充市政府大事记》（仅
有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政协南充市委员会大事记》（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８年较略）中逐年逐月
逐日选录摘取，对某些重大事项还查阅了当时的相关文件或工作报告，以期充分尊重历史、

尊重事实，力求大事要事不遗漏，确保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地展示南充２０年来各个领
域的发展轨迹和巨大变化。

为了避免把 《南充建市２０周年大事记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编辑成领导活动纪事，只记述
了党和国家领导、中央和国家部委局领导、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协主

要领导到南充视察、检查和调研的活动情况，省市陪同领导均未记述；市上领导到基层检

查和调研，只选择性并适当地记述了中共南充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主要

领导围绕当年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或突发事件的活动情况，其余领导的活动情况均以事件

的重要性择其记述事件本身。

为了更好地让大家认识把握市委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市政府的施政举措和成效，我们

将历届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作为附录原文登载。同时，对届中市委主要领导发生变

动的，将其到任后在全市第一次的报告或讲话也作为附录进行原文登载。另外，我们还将

建市２０年历届市级领导名录作为附录予以了记载。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市政府领导给予了大力关心和指导，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

办、市政协办、市统计局、市档案局 （馆）、市图书馆、南充日报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

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在编辑过程中虽然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但由于我们看待事

物的角度不高、不宽，收集的资料不全、不广，加之编辑水平有限，难免在记述的详略、

大事的取舍等方面多有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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