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涪府办函〔2017〕96 号

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

小组的通知

试验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关于印发<绵阳市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绵府办函〔2016〕135 号）要求，

扎实推进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决定成

立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

发改局，负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工作，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职责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各成员单位要在每

季度最后一个工作周内，将红黑榜名单上报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经区委宣传部复核后，统一发布更新。

附件：1.绵阳市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组成名单

2.绵阳市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人

员名单

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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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绵阳市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职责分工

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31 日

盖章单位：绵阳涪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盖章时间：2017-08-15 1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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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绵阳市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组成
名单

组长（主召集人）：姚永红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组长（召集人）：张 伟 区委常委、副区长

杜正茂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成员单位：

区发改局 区委政法委 区委组织部

区委宣传部 区人民法院 区检察院

区委编办 区人社局 区财政局

区民政局 区文广新局 区卫计局

区安监局 区文明办 区信息办

区司法局 区法制办 区科知局

区统计局 区国税局 区地税局

区教体局 区工商联 区住建局

区公安分局 区农业局 区金融办

团区委 区食药工质局 区环保局

区商旅局 区交通运输局 区工信局

区城管执法分局 区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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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绵阳市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人员名单

办公室主任：胡高勇 涪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副 主 任：陈祥辉 涪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彭 彪 涪城区精神文明建设暨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王学丽 涪城区发展和改革局产业发展股股长

张若婧 涪城区发展和改革局社会发展股股长

李海岗 涪城区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股

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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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绵阳市涪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职责分工
类别 序号 子项目 任务分工

政务诚信建设

1 规范行政履职敬业行为

区发改局牵头，区级相关

部门和单位、各乡镇街道

办负责

2 加强机关事业单位诚信建设

区发改局牵头，区级相关

部门和单位、各乡镇街道

办负责

3 政府主导、示范、推动作用

区发改局牵头，区级相关

部门和单位、各乡镇街道

办负责

4 加快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建设

区发改局牵头，区级相关

部门和单位、各乡镇街道

办负责

5 加强公务员诚信管理和教育

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牵

头，区级相关部门和单

位、各乡镇街道办负责

商务诚信建设

6 生产领域信用建设

区安监局、区食药工质局

牵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

合

7 流通领域信用建设

区商旅局、区食药工质

局、区城管执法分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8 金融领域信用建设
区金融办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配合

9 税务领域信用建设
区国税局、区地税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10 价格领域信用建设 区发改局、区食药工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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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子项目 任务分工

牵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

合

11 工程建设领域信用建设

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分

局牵头，相关部门和单位

配合

12 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

区财政局、区政务服务中

心牵头，相关部门和单位

配合

13 招投标领域信用建设
区发改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配合

14 交通运输领域信用建设
区交通运输局牵头、相关

部门和单位配合

15 电子商务领域
区商旅局、区工信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16 统计领域信用建设
区统计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配合

17 中介服务领域
区政务服务中心牵头，相

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18 食品餐饮领域
区食药工质局牵头，相关

部门和单位负责

19 强化行业自律
区食药工质局牵头，相关

部门和单位负责

社会诚信建设

20 医药卫生和计划生育领域信用建设
区卫计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

21 教育、科研领域信用建设
区教体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配合

22 社会保障领域信用建设
区民政局、区住建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23 劳动用工领域信用建设
区人社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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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子项目 任务分工

24 环保领域信用建设
区环保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

25 文化、旅游领域信用建设
区文广新局、区商旅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26 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领域信用建设
区工信局、区科知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27 社会组织诚信建设
区民政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

28 传媒界诚信建设
区文广新局牵头，相关部

门和单位配合

29 重点职业人群信用建设
区公安分局牵头，相关部

门和单位负责

司法公信建设

30 法院公信建设
区政法委、区人民法院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31 检察院公信建设
区政法委、区检察院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32 公安领域公信建设
区公安分局牵头，相关部

门和单位负责

33 司法执法和从业人员信用建设
区司法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

34 司法公正制度建设
区司法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

信用信息平台

建设

35 信用信息平台建设
区发改局、区工信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36 按时公布红黑榜名单
区政务服务中心牵头，相

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信用联合奖惩

机制

37 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
区发改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

38 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
区发改局、区金融办牵

头，相关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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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子项目 任务分工

39 多部门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建立
区发改局、区金融办牵

头，相关部门负责

培育和规范信

用服务市场

40 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市场 区发改局、区金融办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41 推广使用信用产品

建立完善信用

建设法规制度

及标准体系

42 实行规范性文件统一发布
区法制办、区发改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43 加强全过程建章立制
区发改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配合

44 加快推进标准和技术规范建设
区发改局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配合

45 推进部门（行业）和地方信用制度建设
区级相关部门和单位负

责

诚信文化建设

46 普及诚信教育
区委宣传部、区教体局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47 加强诚信文化建设
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牵

头，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

试点示范建设

48 中小微企业及农村试点
区金融办牵头，相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

49 开展区域信用建设试点
区发改局、区金融办牵

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

50 全国示范城市建设
区发改局、区金融办牵

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

落实保障条件

51 健全组织机构
区委组织部、区委编办、

区人社局负责

52 落实经费和资金支持 区财政局负责

53 完善考核机制
区发改局、区目督办、区

监察局、区金融办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