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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文件 
 

 

南组通〔2019〕87号 

 

 
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 

关于开展第一批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 
申报和初评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市直各部门，市属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国有骨干企业党委（党组）： 

为贯彻落实《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实施办法》（南组

通〔2019〕74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申报和初评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申报工作 

（一）对象及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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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申报对象主要为：2018—

2019年度市内企事业单位在职的优秀人才。 

本次终评名额为 102名，其中，杰出人才 2名、领军人才

80名、青年拔尖人才 20名（名额分配见附件 1）。 

（二）申报平台 

1. 杰出人才类：市科协设立果州杰出科技人才平台。 

2. 领军人才类：市科技局设立果州创新领军人才、果州创

业领军人才平台；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农业农村局、市金融工作局分别设立果州文化名家、果

州名师、果州名医、果州农业大师、果州金融英才平台；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设立果州工匠平台

（果州工匠项目计划单列，不纳入此次申报遴选）。 

3. 青年拔尖人才类：市科技局、市社科联、市金融工作局

会同团市委分别设立果州科技菁英、果州社科菁英、果州金融

菁英平台。 

各平台联系方式及项目申报基本条件见附件 2、3。 

（三）申报时间 

各地各单位要在 2020年 2月 25日前完成向各平台的推荐

申报工作。 

（四）注意事项 

1. 国家和省“千人计划”、国家“万人计划”、省“天府

万人计划”入选者不属于本次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的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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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可享受本项目除政府资金资助外的其他支持政策。 

2. 市内企事业单位中已获“南充市十大杰出人才”称号的

人员，直接纳入本次杰出人才类别，不占本次杰出人才遴选名

额，已获得政府资金资助的，不再享受本次政府资金资助，可

享受本项目其他支持政策。 

3.“嘉陵江英才工程”刚性引进人才试用期满的可申报本

项目。 

4. 申报者不可同时申报两个及以上的项目。 

二、关于初评工作 

（一）成立机构 

各平台部门要牵头成立初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领导

和具体责任人，负责制定本平台申报初评工作方案（目标任务、

标准条件、申报程序、时间进度、工作要求等）和初评办法，

于 2020年 1月 10日前报市人才办进行前置审查。 

  （二）开展初评 

各平台部门要按照同行评价原则，科学组建专家评审委员

会，商市人才办同意后实施。召开初评会议，采取专家评审打

分的方式，按照得分高低提出初步建议人选名单，市人才办将

派员巡查。 

（三）报送名单 

  各平台部门根据初评结果，按照 1:1.5 的比例（按得分高

低排序）将初评建议人选名单和初评建议人员的申报资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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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30日前报市人才办参加终评。 

三、相关要求 

（一）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广泛宣传、大力发动，积

极配合各平台搞好推荐申报工作，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严格

把关，确保申报信息真实、完整。   

（二）各平台部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严

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搞好初评工作，确保人选质量。 

  （三）各地各单位、各平台部门在开展申报和初评过程中

要严格保密，相关材料原则上不通过网上申报。 

联系人：张攀  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817-2256226，15884703460 

 

附件：1. 第一批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名额分配表 

          2. 第一批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平台联系方式 

          3. 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申报基本条件 

 

 

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 

2019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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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批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名额分配表 

类  别 项  目 
终评名 

额分配 

初评名

额分配 

杰出人才（2名） 果州杰出科技人才 2名 3名 

领军人才（80名） 

果州创新领军人才 8名 12名 

果州创业领军人才 10名 15名 

果州文化名家 4名 6名 

果州名师 

名校长 8名 12名 

名教师 20名 30名 

名班主任 10名 15名 

名教练 2名 3名 

果州名医 10名 15名 

果州农业大师 6名 9名 

果州金融英才 2名 3名 

青年拔尖人才（20名） 

果州科技菁英 12名 18名 

果州社科菁英 6名 9名 

果州金融菁英 2名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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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一批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平台联系方式 

项目平台 主要责任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座机号码 手机号码 

果州杰出科技人才平台 市科协 彭  靖 0817-2699932 13989187018 

果州创新领军人才平台 
市科技局 陈光辉 0817-2238620 13990733686 

果州创业领军人才平台 

果州文化名家平台 市委宣传部 彧汤 琳 0817-2259195 13508276175 

果州名师平台 市教育和体育局 尹才诗 0817-2810030 15881737222 

果州名医平台 市卫生健康委 何  静 0817-2803329 13700970333 

果州农业大师平台 市农业农村局 范旭华 0817-2289128 13890708202 

果州金融英才平台 市金融工作局 刘  畅 0817-2666123 18081598887 

果州科技菁英平台 市科技局 陈光辉 0817-2238620 13990733686 

果州社科菁英平台 市社科联 胡明德 0817-2223719 15328881721 

果州金融菁英平台 市金融工作局 刘  畅 0817-2666123 1808159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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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申报基本条件 
（《南充市“果州万人计划”实施办法》南组通〔2019〕74号） 

序号 项目 申报基本条件 

1 果州杰出科技人才 研究方向瞄准国际国内科技前沿，具有重大创造、杰出贡献和发展潜力的高端人才。 

2 果州创新领军人才 
主持省部级重大科研任务、领衔高层次创新团队、领导国省市创新基地和重点学科建设
的科技人才和科研管理人才，其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创新性和产业转化前景。

3 果州创业领军人才 
运用自主知识产权创办科技型企业的科技人才，或具有卓越经营管理才能的高级管理人
才，其创业项目符合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并处于领先地位，具有高成长性和产
业化前景。以近 5 年创办企业的主要创始人为主。

4 果州文化名家 
拥护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坚定、德艺双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在
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文博事业、文化产业和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等领域
取得重要成果、作出突出贡献，知名度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

5 果州名师 
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为人师
表、师德高尚，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上有重要创新，教学成果、培养学生等方面贡献突
出，在教育领域和社会享有较高声望。 

6 果州名医 
热爱医疗卫生事业，长期从事临床工作，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为重大疾病预防、诊治
和医学科技创新、学科专业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在医疗卫生领域和社会享有较高
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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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申报基本条件 

7 果州农业大师 
长期在农村基层和农业生产一线工作服务，在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农业生产

等方面业绩突出，为农民增收致富、脱贫奔康作出突出贡献，在本行业和全社会具有较

大影响。

8 果州金融英才 
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悉金融运作、善于金融创新，在金融理论研究、金融

创新产业化中取得重大成果，为打造川东北金融中心作出重要贡献的战略领军人才和高

级管理人才。 

9 果州科技菁英 

年龄 40 周岁以下，一般应当取得博士学位，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重点领域崭露头角，

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潜能，为所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具有成

为该领域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符合条件的教育卫生人才、技能人才、农村实

用人才也可申请纳入。 

10 果州社科菁英 
年龄 40 周岁以下，一般应当取得博士学位，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重点领域具有

较强的创新发展能力，取得同行公认的较高学术成就和较广社会影响力，具有成长为我

市哲学社科领域带头人和果州文化领军人才的发展潜力。 

11 果州金融菁英 
年龄 40 周岁以下，一般应当取得硕士学位，有扎实的金融专业功底和较强的实践经验，

在金融产品创新、资本运作、市场开拓等方面取得突出业绩，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具有成长为我市金融领域领军人才的发展潜力。 



 

 

 

 

 

 

 

 

 

 

 

 

 

 

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