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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组通〔2019〕81 号 

 

 

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制度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

有关单位： 

经研究同意，现将《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制度实施办

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11 月 27 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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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天府英才卡”制度实施办

法（试行）》（川组通〔2019〕29 号），进一步完善南充人才

服务保障体系，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制度，旨在探索构

建南充市高层次人才的公共服务跟随机制，助推高层次人才服

务政策同城化发展。 

第三条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即“天府英才卡 B 卡”，

由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制定发放。 

第二章  发放对象 

第四条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发放对象为市委组织部

（市人才办）认定的南充市优秀高层次人才（原则上为在职在

岗人员）。包括： 

（一）在南充工作的两院院士； 

（二）国家及省“千人计划”专家； 

（三）国家“万人计划”专家、省“天府万人计划”专家； 

（四）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五）中央和省委、市委掌握联系高层次人才； 

（六）获得国家、省级、市级重大荣誉称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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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南充建设“成渝第二城”、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

作出杰出贡献的其他人才。 

第五条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发放对象可根据实际情

况动态调整。 

第三章  服务内容 

第六条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服务内容： 

（一）政务服务。持卡人在全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商事登

记、行政许可、资质审批等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政

务服务事项时，享受专人指引和快速通道服务，即时受理、限

时办结。持卡人可按规定在办理户籍、出入境、居留等手续时，

享受相关便利。持卡人可享受各类优质便捷的公证服务。 

（二）金融服务。持卡人在四川天府银行南充科技支行享

受小微科创贷、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熊猫

易贷、政采贷、大额信用分期等优惠政策，且可享受四川天府

银行私人银行 VIP 客户礼遇。 

（三）科研服务。持卡人享有减免科技查新费用、授权免

费使用科技文献数据库等优惠政策，优先享受中关村天合南充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广场提供的科技咨询服务，推荐加入国、省

相关学（协）会等便捷服务。持卡人可享受南充市高层次人才

文献数据检索中心提供的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资源共享

化、信息获取智能化“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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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居服务。持卡人在我市购买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可

享受额度和期限优惠，可预约办理，专人负责，贷款优先发放。

符合条件的持卡人可申请入住我市人才公寓。 

（五）出行服务。持卡人在市内出行时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在市辖区范围内乘坐火车出行时，凭卡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享受窗口优先购票、进出站使用车站旅客绿色通道和贵宾室的

服务；在南充高坪机场出行时，凭卡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享

受机场 VIP 服务（由专人引导办理登机牌、行李托运，VIP 通

道安检、到贵宾厅休息、乘摆渡车送机等）。持卡人办理四川

天府银行熊猫金卡后在市外出行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享受全年

免费使用成都东客站 VIP 候车室，全年使用 6 次成都双流机场

要客通道等优惠服务。持卡人入住明宇酒店时享受等同明宇会

钻石卡会籍的系列优惠政策。持卡人在办理车驾管业务时，免

排队，专岗办理。 

（六）医疗服务。持卡人在市内定点干保基地医院享受特

约门诊就诊、入住干部病房等医疗服务，还可享受市外其它指

定医院的专家预约、体检预约、全程陪同等服务。 

（七）教育服务。在政策许可范围内，持卡人子女在基础

教育阶段可有一次自由选择公办学校就学的机会。 

（八）场地服务。持卡人免费使用由南充市高端人才服务

中心提供的学术研讨、项目洽谈、信息交流等所需场地。 

（九）文旅服务。持卡人可享受南充歌舞剧院文艺演出门



 

— 5 — 

票折扣优惠，享受部分旅游景区门票减免优惠。 

（十）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商有关单位的其他服务事项。 

第四章  制发流程 

第七条  确定名单。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发放名单由

中省驻市单位、市级有关部门、县（市、区）党委组织部（人

才办）提出申请，经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认定，报省委组

织部（省人才办）备案，原则上在每年年初核定一次发卡名单。 

第八条  定制卡片。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由市委组织

部（市人才办）通过比选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卡片定制，

并在实体卡上注明“天府英才卡 B 卡”字样。 

第九条  发放注销。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由市委组织

部（市人才办）适时集中或单独发放，让专家人才有荣誉感、

归属感。如出现持卡人因工作变动离开南充、被取消专家人才

荣誉称号、违法、违纪或违反其他相关规定、离世等情形，由

专家人才所在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及时报告市委组织部（市人才

办），宣布作废。 

第十条  有效范围。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仅在南充市

范围内有效，有效期标注于卡片表面，卡片超期自动失效（首

批“果州人才绿卡”有效期暂定为一年）。卡片到期符合续领

条件的持卡人，应提前三个月向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提出

续领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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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补领换领。卡片遗失后，持卡人应按管理权限

及时向发卡部门挂失、申请补办。持卡人工作关系在市内发生

地域变动，应主动向工作关系迁入地人才主管部门报备或提出

办（换）卡申请。 

第十二条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实行一人一卡，仅限

本人使用，不得转让、赠送、篡改、出售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相关服务工作由市委

组织部（市人才办）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市级相关单位、县

（市、区）党委组织部（人才办）要对照《南充市“果州人才

绿卡”服务事项及责任清单》（附件 1）和《南充市“果州人

才绿卡”服务指南》（附件 2），积极抓好相关服务事项的落

实，确保服务质量。 

第十四条  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人才办）要切实

制定本地高层次人才服务制度，实行“一卡通”服务。在本地

实体卡上需注明“天府英才卡 C 卡”字样。服务卡发放名单研

究确定后，报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备案。 

第十五条  在南充市辖区内工作持有“天府英才卡”A 卡

（即卡片背面标有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字样）的专家人才，

同等享受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的相关服务政策。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服务内容、服务指南如有动态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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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人才办“人才南充”微信公众号 新发布的内容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会同有关部

门负责具体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服务事项及责任清单 

2.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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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服务事项及责任清单 

服务事项 服务内容 主要责任单位 

政务服务 

在全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商事登记、行政许可、资质审

批等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政务服务事项时，

享受专人指引和快速通道服务，即时受理、限时办结。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各户政办证大厅设立人才专用办证通道，为人才提供居

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丢失招领服务。放宽人

才落户条件，本人及其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三代以

内直系亲属均可申请落户南充。 

市公安局 

在公证服务大厅设置专门服务窗口，指定专人负责受理

持卡人的各项公证服务需求，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业务

咨询，提供热情周到的预约上门公证服务。 

市司法局 

金融服务 

持卡人在四川天府银行南充科技支行享受小微科创贷、

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熊猫易贷、政

采贷、大额信用分期等优惠政策，且可享受四川天府银

行私人银行 VIP 客户礼遇。 

市科学技术局 

市金融工作局 

市市场监管局 

四川天府银行 

科研服务 

减免科技查新费用、授权免费使用科技文献数据库。 市科学技术局 

优先享受中关村天合南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广场提供的

科技咨询服务，推荐加入国、省相关学（协）会，推荐

进入国、省相关学（协）会南充服务站。 

市科学技术协会 

依托南充市高层次人才文献数据检索中心，为持卡人提

供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资源共享化、信息获取智

能化“一站式”服务。 

市委组织部（市高

端人才服务中心）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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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事项 服务内容 主要责任单位 

安居服务 

持卡人在我市购买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可享受额度和期

限优惠，可预约办理，专人负责，贷款优先发放。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 

符合条件的持卡人可申请入住我市人才公寓。 

市房地产管理局 

市人才办 

市国资委 

出行服务 

持卡人在市内火车站出行时，凭卡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享受窗口优先购票、进出站使用车站旅客绿色通道和贵

宾室的服务。 

市发改委 

持卡人在南充机场出行时，凭卡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享受机场 VIP 服务（由专人引导办理登机牌、行李托运，

VIP 通道安检、到贵宾厅休息、乘摆渡车送机等）。 
市国资委 

持卡人办理四川天府银行熊猫金卡后，可享受全年免费

使用成都东客站 VIP 候车室，全年使用 6 次成都双流机

场要客通道等服务，以及入住明宇酒店时享受等同明宇

会钻石卡会籍的系列优惠政策。 

四川天府银行 

持卡人在办理车驾管业务时，免排队，专岗办理。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车管所 

医疗服务 

持卡人在市内定点干保基地医院享受特约门诊就诊、入

住干部病房等医疗服务；可享受四川天府银行提供的市

外指定医院的专家预约、体检预约、全程陪同等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 

四川天府银行 

教育服务 
在政策许可范围内，持卡人子女在基础教育阶段可有一

次自由选择公办学校就学的机会。
市教体局 

场地服务 
持卡人免费使用由南充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提供的学术

研讨、项目洽谈、信息交流等所需场地。 

市委组织部（市高

端人才服务中心） 

文旅服务 

持卡人可享受南充歌舞剧院文艺演出门票折扣优惠，享

受市内部分旅游景区门票减免优惠；可享受四川天府银

行文旅卡提供的全国 2000 余家景点优惠政策等。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四川天府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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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服务指南 

 

Ⅰ·政务服务—让办事更简单 

1.1 政务办理 

服务事项 

1.个人服务事项 

教育科研、就业创业、准营准办、职业资格、证件办理、人力

资源、公共安全、司法警务、知识产权、医疗卫生等。 

2.法人服务事项 

设立变更、准营准办、资质认证、年检年审、税收财务、投资审

批、商务贸易、涉外服务、质量技术、食药卫生、安全生产、

公共资源交易等。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服务地址：南充市涪江路 19 号（南充市政务服务大厅） 

咨询电话：0817-2338830 

服务流程 

1.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本人身份证及相关业务资

料到现场。 

2.服务专员“一对一”全程陪同办理，提供办件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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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专递免费送达，享受优先受理、办理等服务。 

根据办理政务业务的种类、流程不同，具体可致电咨询或

登录四川政务服务网站 www.sczwfw.gov.cn 了解查询。 

1.2 户籍办理 

服务事项 

1.持卡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可申请将户口迁移到南充

市城镇地区，实行“零门槛”政策。 

2.为持卡人在全市公安微户政网上办理端口开通专门的

户籍业务预约和办理通道。 

3.持卡人在公安窗口办理户口登记、户口迁移、居民身份

证、居住证等相关户籍业务，由专人负责接待受理，享受快速

通道服务。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 服务地址 咨询电话 

顺庆区公安分局办证大厅 顺庆区潆华北路顺庆区政务服务中心 0817-2819835 

高坪区公安局办证大厅 高坪区东顺路 167号 0817-3339016 

嘉陵区办证大厅 嘉陵区嘉凤路政务服务大厅 0817-3881396 

阆中市政务中心 阆中市七里巴都大道 77号政务中心公安局窗口 0817-6265503 

南部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 南部县南隆镇体育路 113号 0817-5593855 

西充县公安局政务大厅 西充县纪信广场政务中心 0817-4569003 
营山县政务大厅 营山县绥安大道政务大厅 0817--8210832 

蓬安县公安办证大厅 蓬安县相如镇文君大道 288号 0817-8627710 

仪陇县公安局政务大厅 仪陇县新政镇仁德街政务中心 0817-723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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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1.持卡人享受专人指导资料准备、表格填写等优先服务。 
2.特定窗口进行办理。 
1.3 出入境 
服务事项 
1.内地居民服务事项 
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

注的申请。 
2.境外人员服务事项 
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停留证件签发，居留证件签发、

延期、换发、补发，永久居留资格初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换发、补发，台湾居民定居证签发。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 服务地址 咨询电话 

南充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顺庆区西华路二段72号 0817-8110110 

顺庆区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顺庆区潆华中路一段顺庆公安分局办证大厅 0817-2254498 

高坪区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高坪区果园东路 59号 0817-3302599 

嘉陵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嘉陵区学府路政务服务中心 0817-3896030 

阆中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阆中市巴都大道77号行政审批局6楼 0817-6264511 

南部县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南部县蜀北大道西段160号 0817-5584139 

西充县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西充县纪信广场政务服务中心 0817-4569014 

营山县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营山县永安大道 670号 0817-8227700 
蓬安县公安局出入接待大厅 蓬安县相如镇文君路285号 0817-8774111 
仪陇县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仪陇县新政镇仁和街县政务中心5楼 0817-722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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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持卡人在我市各出入境办证点办理出入境业务，可享受

“绿色通道”优先办证、全程专人导办服务。 

1.4 公证服务 

服务事项 

提供公证服务快速通道，优先“一对一 ”办理民事 、经

济及涉外、涉港澳台公证业务。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果城公证处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北湖巷 89 号 

咨询电话：0817-2250146 

服务流程 

1.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有效身份证及相关资料到现场。 

2.专人负责接待受理，享受快速通道服务或相关便利。 

1.5 车管所服务 

服务事项 

1.机动车业务 

机动车注册、变更、转移、抵押、注销登记和机动车安全

技术定期检验。 

2.驾驶证业务 

机动车驾驶证初次申领、增加准驾车型申领，持军队、武

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驾驶



— 14 — 

证补领换领、注销和恢复驾驶资格，驾驶证满分考试和审验等。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 服务地址 咨询电话 

南充市车管所 南充市顺庆区潆康北路 358号 0817-3132345
交警一大队车管所 南充市顺庆区西河南路 124号 0817-6017085
交警二大队车管所 南充市高坪区机场路 1号 0817-3332195

交警三大队车管所 
南充市嘉陵区滨江大道南五段
同德检测有限公司（壳牌加油站

旁） 
0817-3631350

交警四大队车管所 南充市顺庆区潆溪镇群兴南路
39-47号 0817-2669211

阆中车管所 阆中市七里大道 1534号 
（孙家垭收费站旁） 0817-6261801

南部车管所 南部县定水镇路边井村 0817-5663456
西充车管所 西充县晋城大道五段 143号 0817-4200675
营山车管所 营山县绥安大道中段 0817-8219799

蓬安车管所 蓬安县相如镇安汉大道北段 145
号（蓬安县汽车站旁） 0817-8602003

仪陇车管所 仪陇县新政镇华丰村 1社 0817-7210428

服务流程 

持卡人到现场享受专人全程陪同和业务办理指导等服务。 

Ⅱ·金融服务—让融资更轻松 

2.1 四川天府银行 

服务事项 

1.小微科创贷。支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持卡人创办、

领办科技型小微企业、高新技术型企业，授信用于开展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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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创新、搭建科研平台、设备升级改造、研发成果生产设计以

及日常经营等。 高额度 200 万元，额度循环使用，纯信用、

无抵押。 

2.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贷款额度

不超过商标专用权评估价值的 60%，驰名商标可达评估价值

的 70%，贷款额度 高可达 300 万元，如符合人行支小再贷

规定，可享受相关利率政策。 

3.专利权质押贷款。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贷款额度不超

过专利评估价值的 50%，贷款额度 高可达 300 万元，如符

合人行支小再贷规定，可享受相关利率政策。 

4.熊猫易贷。向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持卡人提供便捷、

高效的全线上纯信用贷款产品，享受专项利率优惠。无抵押、

无担保，随借随还，循环使用， 高额度可贷 300 万元，一次

审批、五年有效。 

5.政采贷。面向政府采购供应商的专项信贷产品-政采贷，

提供信用记录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期限长，利率低，额度循

环使用，无需提供财产抵押。 

6.大额信用分期业务。车位分期可享受 12 万元以内车位

零首付， 长分期期限 10 年；慧生活分期期限 长 5 年，额

度 高 100 万元，纯信用；安居卡住房装修分期， 长可申请

8 年。上述产品均可享受 低分期手续费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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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猫金卡。为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人员办理四川

天府银行熊猫金卡，凭卡可享受业务办理绿色通道服务、无开

卡费、无年费、无短信提示费、免银联 ATM 跨行取款每月前

15 笔手续费、无电子渠道境内转账手续费等权益。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四川天府银行南充科技支行 

服务地址：南充市嘉陵区长城北路 92-106 号 

咨询电话：0817-2338830 

联系人及咨询电话 
联系人 咨询电话 

罗太志 0817-3855306 13198819595 
陈首秦 0817-3855308 18681798777 
周  磊 0817-3855305 15608275757 

服务流程 

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资料到

现场办理业务，专人负责接待办理，享受快速通道服务或相关

便利。 

Ⅲ·科研服务—让学研更高效 

3.1 免费文献查新 

服务事项 

在不涉及到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南充市“果州

人才绿卡”持卡人可以优先获得查新受理服务，减免科技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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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获得专业咨询人员一对一服务。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万年西路 2 号 11 楼 1140 室 

咨询电话：0817-2666025 

服务流程 

1.在南充市科学技术局官网提交查新申请。 

2.持卡人到南充市科技情报所技术科提交持卡信息及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 

3.查新工作人员优先开始查新，并在 5 天内完成查新报告。 

3.2 授权免费使用科技文献数据库 

服务事项 

南充市科技情报所已有 CNKI 硕博文献库（国内）、国研

网、期刊文献库（国内）、专利文献库（国内）等科技创新资

源的使用权，以上文献数据库属非免费使用创新资源，对南充

市“果州人才绿卡”持卡人授权免费使用。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万年西路 2 号 11 楼 1140 室 

咨询电话：0817-2666025 

服务流程 

1.持卡人向南充市科技情报所科技科提供持卡信息及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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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身份证件，填写科技文献数据库查询账号申请表。 

2.工作人员为持卡人开通办理数据库登陆账号和密码信

息。 

3.3 免费提供文献数字资源信息检索服务 

服务事项 

整合国内发达地区、知名高校院所的优质图书馆资源和专

业数据库资源建设南充市高层次人才文献数据检索中心，为持

卡人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资源共享化、信息获取智

能化“一站式”服务。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南充市图书馆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惠民街 41 号 

咨询电话：0817-2809566 

服务流程 

1.持卡人向南充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申请查询利用终端账

号及密码。 

2.持卡人利用账户登录后享受免费文献数据检索、查询服

务。 

3.4 科技咨询服务 

服务事项 

持卡人可优先享受中关村天合南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广场

提供的科技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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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院士（专家）服务中心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金泉路 302 号市科协 914 室 

咨询电话：0817-2699932 

服务流程 

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有效身份证件在南充市院士

（专家）服务中心咨询，享受专人服务。 

3.5 学会服务 

服务事项 

推荐持卡人加入国、省相关学（协）会，并推荐持卡人进

入相关国、省学（协）会南充服务站。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金泉路 302 号市科协 902 室 

咨询电话：0817-2246681 

服务流程 

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有效身份证件在南充市科协

学会部咨询办理，享受专人服务。 

Ⅳ·安居服务—让生活更安心 

4.1 公积金贷款 

服务事项 

1.在南充市购买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可享受贷款额度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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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优惠，贷款优先发放。 

2.可预约办理业务，专人接待，享受优先受理、缩短工作

时限、免费邮递等服务。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 服务地址 咨询电话 

市直属管理部 
南充市财政局一楼公积金服务大厅顺

庆区清源北路 117号 
缴存提取：0817-2223130 
贷款：0817-2222357

顺庆区管理部 顺庆政务中心一楼顺庆区潆华北路二段 
缴存提取：0817-2223498
贷款：0817-2667668

高坪区管理部 高坪区人民政府一楼高坪区阳春路 2号 
缴存提取：0817-3350194
贷款：0817-3351131

嘉陵区管理部 嘉陵区耀目路 226号 
缴存提取：0817-3634809
贷款：0817-3881248

阆中市管理部 阆中市政务中心二楼阆中市巴蜀大道 77号 
缴存提取：0817-6306736
贷款：0817-6306606

南部县管理部 南部县教育局一楼南部县蜀北大道 146号 
缴存提取：0817-5582298
贷款：0817-5379069

西充县管理部 西充县财政局西充县晋城镇南田路 7号 
缴存提取：0817-4559299
贷款：0817-4236876

营山县管理部 营山县朗池镇新北路 134号 
缴存提取：0817-8221203
贷款：0817-8211212

蓬安县管理部 
蓬安县财政局一楼蓬安县相如镇

建设南路 526号 
缴存提取：0817-8604326
贷款：0817-8605107

仪陇县管理部 仪陇县行政审批局一楼仪陇县新政镇仁德街 
缴存提取：0817-7227010
贷款：0817-7216568

无特殊情况下，缴存提取业务到缴存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办

理，贷款业务到购房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办理，或在办理业务前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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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专员（缴存提取业务服务专员：马宏平，电话0817-2703168，

贷款业务服务专员：杨双，电话0817-2666606）。 

服务流程 

1.电话咨询服务专员相关业务办理流程，预约办理公积金

业务。 

2.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资料

前往办理地。 

3.服务专员负责对接相关业务办理。 

4.2 申请入住人才公寓 

服务事项 

符合条件的持卡人可申请入住我市人才公寓。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惠民街41号 

咨询电话：0817-2809566 

服务流程 

1.持卡人向用人单位提交入住人才公寓申请，用人单位将

审核后的申请资料（《南充市人才公寓周转房申请表》，申请

人学历、学位、职称证明材料复印件各1份，加盖有本单位鲜章

的申请人劳动（聘用）合同复印件1份或者加盖有本单位鲜章的

编制卡复印件1份）提交市人才办。 

2.市人才办审核申请人提交资料及房源信息。 

3.审核合格后，市人才办商市房地产管理局、市国资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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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落实房源。 

Ⅴ·出行服务—让旅途更通畅 

5.1 市内铁路出行 

服务事项 

1.可凭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到窗口优先购票。 

2.进出站使用车站旅客绿色通道和贵宾室。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 服务地址 咨询电话 

南充火车站 南充市顺庆区铁欣路 1号 0817-5112221 

南充火车北站 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北路 0839-5561742（广元）

阆中市火车站 阆中市江南镇江南大道 5号 0839-5561392（广元）

南部县火车站 南部县老鸦镇望水村 9组 0839-5561342（广元）

营山县火车站 营山县城南镇景阳路 0817-5112852 

蓬安县火车站 蓬安县相如镇藤茨沟火车站社区 0817-5112862 

服务流程 

1.持卡人致电铁路出行始发车站办公室，说明持卡人乘车

时间、地点、出行方向等相关信息。 

2.车站工作人员根据持卡人出行信息预留车票。 

3.持卡人到车站后，火车站派专人协助购票；引导至火车

站贵宾室候车，并通过绿色通道进站。 

5.2 市内乘机服务 

服务事项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持卡人及一名陪同人员可在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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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坪机场持经济舱机票享受公务舱值机柜台办理登机牌及行李

托运、优先安全检查等服务。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高坪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地址：南充高坪机场公务舱值机柜台 

咨询电话：0817-3317416 

服务流程 

1.在南充高坪机场公务舱柜台出示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

和有效身份证件，工作人员验证后，办理值机、行李托运业务。 

2.经公务舱通道快速安检候机。 

5.3 市外出行服务 

服务事项 

1.凭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四川天府银行熊猫金卡可

享受全年免费使用成都东客站VIP候车室，全年使用6次成都双

流机场要客通道等优惠服务。 

2.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四川天府银行熊猫金卡可

享受等同明宇会钻石卡会籍的系列服务和优惠政策。 
明宇会钻石卡会籍权益 

序号 会员权益 钻石会籍 

1 客房付一住二 √ 
2 高速网络 √ 
3 五星酒店健身中心及泳池使用（住店免费） √ 
4 酒店入住赚取积分/里程 3 
5 酒店客房折扣 9.3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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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宇会钻石卡会籍权益 

序号 会员权益 钻石会籍 

6 酒店餐饮折扣 8.3折 
7 酒店休闲折扣（棋牌、游泳健身等） 6.5折 
8 酒店用车折扣 6折 
9 酒店洗衣折扣 8折 

10 酒店首选房型 保证享用 
11 酒店行政楼层礼遇（入住期间） 入住期间保证享用 
12 酒店客房升级 保证享用 
13 酒店客房升两级 依据实际客房情况 
14 酒店入住延迟退房至下午四点 保证享用 
15 酒店欢迎饮品（入住首日） √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名称 服务地址 

四川天府银行南充科技支行 南充市嘉陵区长城北路 92-106号 
四川天府银行私人银行事业部 南充市顺庆区滨江中路 1段 97号 26栋 

联系人及咨询电话 
联系人 咨询电话 

罗太志 0817-3855306 13198819595 
陈首秦 0817-3855308 18681798777 
周  磊 0817-3855305 15608275757 
苟婷婷 028-67677750 18628091127 

服务流程 

1.四川天府银行为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持卡人办理四

川天府银行熊猫金卡。 

2.四川天府银行安排专人做好咨询、引导和对接服务。 

3.凭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四川天府银行熊猫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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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身份证件享受系列服务和优惠政策。 

Ⅵ·医疗服务—让身心更健康 

6.1 特约医疗 

服务事项 

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持卡人在市内定点干保基地医院

享受特约门诊就诊、入住干部病房等医疗服务。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保健委员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817-2666856 

服务地址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南充市顺庆区茂源南路1号，联系

人:潘鑫，咨询电话：0817-2587086。  

2.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顺庆区人民南路97号，联系人：

张薇，咨询电话：0817-2703825。   

3.南充市中医医院：南充市顺庆区金鱼岭正街200号，联系

人：龙香宏，咨询电话：0817-2691121。  

服务流程 

1.持卡人向南充市人才办递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2张、一寸

证件照2张、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复印件1张。 

2.南充市人才办负责审核持卡人员资格，统一收集后填写

《办理特约医疗证人员登记表》，并将相关资料交至市卫生健

康委保健科统一办理特约医疗证。 

3.持有特约医疗证者可到定点医院享受特约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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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健康绿通 

服务事项 

1.专家预约。依据医院专家门诊时间，持南充市“果州人

才绿卡”和四川天府银行熊猫金卡可在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享受代理预约挂号服务。预约成功后提前告知持卡人就医

时间、科室、注意事项、服务人员联系方式等(可与特殊检查预

约替换使用)，每年2次。 

2.全程陪同。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四川天府银行

熊猫金卡在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可享受专人全程陪同、

化验送检、划价、代缴费、代取药、代取报告等服务，每年2

次。 

3.体检预约。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四川天府银行

熊猫金卡可办理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体检预约，每年1

次。 

4.体检报告解读。凭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四川天府

银行熊猫金卡，享受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生线上和线

下一对一的解读体检报告服务，每年1次。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四川天府银行私人银行事业部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滨江中路1段97号26栋 

联系人及咨询电话：苟婷婷，028-67677750，18628091127 

服务流程 

持卡人提前致电咨询联系，四川天府银行安排人员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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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安排专人提供相应服务。 

Ⅶ·教育服务—让子女更优秀 

服务事项 

在政策许可范围内，持卡人子女在基础教育阶段可有一次

自由选择公办学校就学的机会。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市教育和体育局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镇泰路2号（教育大厦） 

咨询电话：0817-2810011 

服务流程 

1.于每年5月20日前，填写申请表（就读意愿）。 

2.由南充市人才办统一收取申请表和相关资料（工作单位

证明、居住地或房产证明、户籍证明等），审核汇总后交南充

市教育和体育局统筹协调安排。 

3.南充市教育和体育局根据持卡人子女的就读意愿，参照

《南充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实施办法（试行）》（南委办〔2016〕

37号）办理。 

Ⅷ·场地服务—让交流更方便 

服务事项 

免费提供项目洽谈、学术研讨、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休

闲畅聊等活动开展场地，并为其提供会务、设备调试及茶饮咖

啡等服务。 

服务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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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单位：南充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 

服务地址：南充市顺庆区惠民街41号 

咨询电话：0817-2809566 

服务流程 

1.持卡人提前致电南充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填写《活动

场地使用申请表》，明确活动项目内容、活动覆盖人数、场地

使用时间等情况。 

2.南充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落实活动场地安排，

安排专人保证活动期间的设备、茶饮咖啡供应以及系列会务服

务。 

Ⅸ·文旅服务—让闲暇更充实 

9.1文艺演出 

服务事项 

观看由南充歌舞剧院提供的文艺演出（持南充市“果州人

才绿卡”购票可享受8折购票优惠）。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南充歌舞剧院 

服务地址：以演出信息具体位置为准 

联系人及咨询电话：刘丹，0817-2224813 

服务流程 

凭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有效身份证件到售票窗口购

买8折优惠票。 

9.2 市内景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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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事项 

提供南充市内主要景点门票减免服务。 
景区名称 景区地址 联系人 咨询电话 

阆中古城 
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巴都大

道 88号 
杨丽娜 0817-6235591 

南充市西山 
风景区 

四川省南充市玉屏路 6号 陈良平 0817-2585291 

服务流程 

1.持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和有效身份证件到景区售票

窗口办理免门票手续。 

2.由工作人员核验身份信息后发放免费门票进入景区游

览。 

3.持有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的专家可携带1人（共计2

人），享受免门票游览（单日游览1次），全年不限次数。 

9.3 市外景点优惠 

为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持卡人办理四川天府银行文旅

卡，凭四川天府银行文旅卡可享受全国2000余家景点单独出行

门票5折、两人同行门票 低一人免单的系列优惠政策，同时可

申请备用金额度， 高10万元。 

服务单位信息 

服务单位：四川天府银行南充科技支行 

服务地址：南充市嘉陵区长城北路92-106号 

咨询电话：0817-2338830 

联系人及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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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咨询电话 

罗太志 0817-3855306 13198819595 
陈首秦 0817-3855308 18681798777 
周  磊 0817-3855305 15608275757 

服务流程 

1.四川天府银行安排专人为南充市“果州人才绿卡”持卡

人办理文旅卡，并提供详细的咨询服务和周到的对接服务。 

2.凭四川天府银行文旅卡和有效身份证件现场享受相关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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