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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办 通 报 

 

 

第三十三期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6月17日 

 

 

市政府 2015 年重点工作任务 

公开承诺事项进展情况通报（续四） 

 

       三十八、市政府办公室 

1.101.101.101.10 月底前建成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月底前建成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月底前建成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月底前建成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召开专项办公会议，成立了筹建小组，初步拟

定了筹建方案，确定将长安银行租用的行政中心裙楼房产收回用

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    

2.2.2.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提高效能提高效能提高效能提高效能、、、、优化服务优化服务优化服务优化服务。。。。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制定下发了《关于全面清理政府职权职责建立权

责清单的通知》，提出了总体要求、范围内容、工作任务、时间安

排和工作要求。已完成市人社局、市质监局权责清单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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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完成公车改革调研完成公车改革调研完成公车改革调研完成公车改革调研，，，，制定改革方案制定改革方案制定改革方案制定改革方案，，，，按要求有序推进党政按要求有序推进党政按要求有序推进党政按要求有序推进党政

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工作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工作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工作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安康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待省公车制

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正进行车改相关准备工作。 

4.44.44.44.4 月底前完成市政府办公室巴山中路家属院出租房清收工月底前完成市政府办公室巴山中路家属院出租房清收工月底前完成市政府办公室巴山中路家属院出租房清收工月底前完成市政府办公室巴山中路家属院出租房清收工

作作作作，，，，用于公共服务用于公共服务用于公共服务用于公共服务。。。。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按时完成出租房清收。    

5.55.55.55.5 月底前将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整体移交市教育局月底前将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整体移交市教育局月底前将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整体移交市教育局月底前将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整体移交市教育局。。。。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按时完成移交。    

三十九、市发改委 

1.1.1.1.生产总值增长生产总值增长生产总值增长生产总值增长11.5%11.5%11.5%1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23%23%23%。。。。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一季度完成生产总值148.56亿元，增长10.9%。完

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2亿元，增长26%。 

2.2.2.2.实施实施实施实施200200200200个市级重点项目个市级重点项目个市级重点项目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完成年度投资完成年度投资完成年度投资287287287287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200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4.5亿元，占年度

任务的40%。    

3.3.3.3.阳安铁路复线阳安铁路复线阳安铁路复线阳安铁路复线、、、、安康富强机场上半年开工建设安康富强机场上半年开工建设安康富强机场上半年开工建设安康富强机场上半年开工建设，，，，安康石泉安康石泉安康石泉安康石泉

火电厂火电厂火电厂火电厂、、、、白河水电站项目获得核准白河水电站项目获得核准白河水电站项目获得核准白河水电站项目获得核准。。。。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阳安铁路复线施工单位已进场。安康富强机场新

征收试验段用地50亩，累计征地595亩，完成场外导航台测量及电

磁环境测试。安康石泉火电厂正进行转省内自用可行性研究，完

成投资800万元，占年度计划的4%。白河水电站已取得湖北省、陕

西省发改委核准，拟定的项目资金扶持计划正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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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进行动工前准备。    

4.4.4.4.《《《《安康市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安康市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安康市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安康市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获国家发展获国家发展获国家发展获国家发展

改革委改革委改革委改革委、、、、环保部批准环保部批准环保部批准环保部批准。。。。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获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批准。    

5.105.105.105.10月月月月1111日前实现城区日前实现城区日前实现城区日前实现城区““““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免费免费免费免费WiWiWiWi----FiFiFiFi全覆盖全覆盖全覆盖全覆盖。。。。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与移动、联通2家公司正式签订建设协议，正进

行网络设备安装准备工作。    

6.6.6.6.受理查处影响投资环境的人和事受理查处影响投资环境的人和事受理查处影响投资环境的人和事受理查处影响投资环境的人和事,,,,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投资环境明显改善。。。。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暂未收到影响投资环境的人和事方面的投诉、举

报。 

四十、市南水北调办 

1.1.1.1.做好天津受水地区与我市对口协作做好天津受水地区与我市对口协作做好天津受水地区与我市对口协作做好天津受水地区与我市对口协作，，，，争取天津协作资金扶争取天津协作资金扶争取天津协作资金扶争取天津协作资金扶

持项目持项目持项目持项目 20202020 个以上个以上个以上个以上，，，，扶持资金扶持资金扶持资金扶持资金 5000500050005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天津市对口协作扶持项目计划已下达，安排我市

项目共 23 个，扶持资金 7400 万元。    

2.2.2.2.督促督促督促督促《《《《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

划划划划》》》》的的的的 17171717 个镇级污水个镇级污水个镇级污水个镇级污水、、、、垃圾处理项目主体完工垃圾处理项目主体完工垃圾处理项目主体完工垃圾处理项目主体完工。。。。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纳入丹治“十二五”规划的17个镇级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项目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51亿元，占总投资的

38.7%。 

3.3.3.3.每季度牵头召集一次汉江水质每季度牵头召集一次汉江水质每季度牵头召集一次汉江水质每季度牵头召集一次汉江水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保护工作联席会议。。。。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召开全市汉江水质保护工作会议，签订了环境

保护目标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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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市财政局 

1.1.1.1.全市财政总收入计划完成全市财政总收入计划完成全市财政总收入计划完成全市财政总收入计划完成 72727272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8%8%8%8%；；；；一般预一般预一般预一般预

算收入计划完成算收入计划完成算收入计划完成算收入计划完成 30303030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同口径增长同口径增长同口径增长同口径增长 12%12%12%12%。。。。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

完成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完成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完成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完成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80%80%80%8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 26.39 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36.75%，同比增长 21.75%；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0.94 亿元，占年

度任务的 36.47%，同比增长 33.9%。强化财政支出管理，在大力

压缩一般性支出的基础上，加大对民生重点支出的投入，调整优

化了支出结构。 

2.2.2.2.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压缩行政开支和一般公务性开支压缩行政开支和一般公务性开支压缩行政开支和一般公务性开支压缩行政开支和一般公务性开支，，，，实实实实

现全市财政预决算与部门现全市财政预决算与部门现全市财政预决算与部门现全市财政预决算与部门““““三公三公三公三公””””经费公开全覆盖经费公开全覆盖经费公开全覆盖经费公开全覆盖，，，，当年当年当年当年““““三公三公三公三公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支出只减不增支出只减不增支出只减不增支出只减不增。。。。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三公”经费支出 4411 万元，同比下降 17%。

2014 年决算待省财政厅批复和市人大审议后对外公开。2015 年部

门预算通过审核，待正式批复后监督市级部门公开部门预算。    

3.3.3.3.深化财税改革深化财税改革深化财税改革深化财税改革，，，，将建筑业将建筑业将建筑业将建筑业、、、、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生活性服务业和金融生活性服务业和金融生活性服务业和金融生活性服务业和金融

业纳入营改增扩面试点业纳入营改增扩面试点业纳入营改增扩面试点业纳入营改增扩面试点，，，，做好消费税做好消费税做好消费税做好消费税、、、、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环保税和个人环保税和个人环保税和个人环保税和个人

所得税改革准备工作所得税改革准备工作所得税改革准备工作所得税改革准备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正做财税改革相关准备，待省上政策出台后实施，

本月暂无新进展。 

4.4.4.4.配合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配合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配合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配合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规范津补贴及规范津补贴及规范津补贴及规范津补贴及

工资改革工作工资改革工作工资改革工作工资改革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待省级机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印发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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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市本级改革方案，启动改革。《关于安康市市本级2015年规范公

务员津补贴标准的请示》已报省财政厅、审计厅、人社厅审批，

本月暂无新进展。 

5.55.55.55.5 月底前牵头完成小贷公司第一次增资扩股月底前牵头完成小贷公司第一次增资扩股月底前牵头完成小贷公司第一次增资扩股月底前牵头完成小贷公司第一次增资扩股，，，，资本金达到资本金达到资本金达到资本金达到

10101010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全省第一全省第一全省第一全省第一）；）；）；）；完成担保公司第八次增资扩股完成担保公司第八次增资扩股完成担保公司第八次增资扩股完成担保公司第八次增资扩股，，，，资本金达资本金达资本金达资本金达

到到到到 10101010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全省第一全省第一全省第一全省第一）。）。）。）。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同意财信小贷公司增资

扩股至 10 亿元，资料已上报省金融办，未在规定时限完成第一次

增资扩股。《关于增加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资本金的请示》已

获市政府批复，第八次增资扩股工作已展开。        

6.6.6.6.撬动社会资本撬动社会资本撬动社会资本撬动社会资本 80808080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其中担保公司其中担保公司其中担保公司其中担保公司 35353535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典当公司典当公司典当公司典当公司

10101010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小贷公司小贷公司小贷公司小贷公司 30303030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直接融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 5555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投融资 31.19 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38.99%；其中：

市发展投资集团融资 6.64 亿元，市财信担保公司担保业务量

13.26 亿元，市财信典当公司典当发生额 4.4 亿元，市财信小贷公

司发放贷款 6.89 亿元。    

7.7.7.7.全年实现集团公司利税全年实现集团公司利税全年实现集团公司利税全年实现集团公司利税 1111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其中利润其中利润其中利润其中利润 5000500050005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税收税收税收税收

5000500050005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实现税收 1112.25 万元，占年度任务的 22.2%。    

四十二、市公产局 

1.1.1.1.完成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完成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完成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完成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3.03.03.03.0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其中市本级其中市本级其中市本级其中市本级 1.01.01.01.0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国有资产经营收益1.54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51.48%；其中：市本级0.17亿元，占年度任务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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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会同市卫生局完成市中心血站会同市卫生局完成市中心血站会同市卫生局完成市中心血站会同市卫生局完成市中心血站、、、、疾控中心的国有房地产置疾控中心的国有房地产置疾控中心的国有房地产置疾控中心的国有房地产置

换处置工作换处置工作换处置工作换处置工作。。。。6666 月底前完成安康市疗养院的国有房地产授权处置月底前完成安康市疗养院的国有房地产授权处置月底前完成安康市疗养院的国有房地产授权处置月底前完成安康市疗养院的国有房地产授权处置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会同市卫生局对市中心血站、疾控中心国有房地

产进行了清理摸底，初步明确了资产处置范围，草拟了市疾控中

心、中心血站国有资产有偿划拨方案，正遴选评估公司。经与省

卫计委、省财政厅衔接，初步达成安康疗养院国有房地产置换意

见，正拟定资产置换方案。 

3.3.3.3.会同住建部门会同住建部门会同住建部门会同住建部门，，，，对市政公用设施及特许经营权对市政公用设施及特许经营权对市政公用设施及特许经营权对市政公用设施及特许经营权（（（（城市供水城市供水城市供水城市供水、、、、

供气供气供气供气、、、、供热供热供热供热、、、、公交线路公交线路公交线路公交线路、、、、公共停车泊位公共停车泊位公共停车泊位公共停车泊位、、、、人防地下工程人防地下工程人防地下工程人防地下工程、、、、污水处污水处污水处污水处

理理理理、、、、垃圾处理垃圾处理垃圾处理垃圾处理、、、、公共设施广告等公共设施广告等公共设施广告等公共设施广告等））））的管理进行调研的管理进行调研的管理进行调研的管理进行调研，，，，提出规范管提出规范管提出规范管提出规范管

理意见理意见理意见理意见。。。。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与市住建局、交警支队、市交通局等部门沟通

衔接，仍进行调研。    

4.4.4.4.配合金州路配合金州路配合金州路配合金州路、、、、兴安路临街市级机关单位完成房产腾退清理兴安路临街市级机关单位完成房产腾退清理兴安路临街市级机关单位完成房产腾退清理兴安路临街市级机关单位完成房产腾退清理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 4444 月底前完成搬迁腾退月底前完成搬迁腾退月底前完成搬迁腾退月底前完成搬迁腾退，，，，市科技局所属单位市科技局所属单位市科技局所属单位市科技局所属单位 6666 月月月月

底前完成搬迁腾退底前完成搬迁腾退底前完成搬迁腾退底前完成搬迁腾退，，，，市质监局所属单位市质监局所属单位市质监局所属单位市质监局所属单位 8888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前完成搬迁腾退前完成搬迁腾退前完成搬迁腾退前完成搬迁腾退。。。。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关于整合中心城区公共资源支持公益设施建设

的实施方案》已印发。市交通局已迁入新办公地点办公，市科技

局所属单位搬迁安置办公用房已移交市科技局，市质监局所属单

位搬迁安置用房正在改造装修。 

四十三、市工信局 

1.61.61.61.6 月底前全面完成国有和国有控股月底前全面完成国有和国有控股月底前全面完成国有和国有控股月底前全面完成国有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监管体制改参股企业监管体制改参股企业监管体制改参股企业监管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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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革革革。。。。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拟定的《关于理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规

范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已经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    

2.2.2.2.壮大装备制造壮大装备制造壮大装备制造壮大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新型材料新型材料新型材料、、、、富硒食品富硒食品富硒食品富硒食品、、、、生物医药等特色产生物医药等特色产生物医药等特色产生物医药等特色产

业业业业，，，，确保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确保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确保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确保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8%18%18%18%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培育规培育规培育规培育规模以上模以上模以上模以上

工业企业工业企业工业企业工业企业 30303030 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4.59 亿元，同比

增长 17.5%。拟培育陕西华银科技、小川创意包装、秦东魔芋方便

米线等 18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3.3.3.新增省级工业园区新增省级工业园区新增省级工业园区新增省级工业园区 2222 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户以上，，，，完成新增投资千万元入园工完成新增投资千万元入园工完成新增投资千万元入园工完成新增投资千万元入园工

业企业业企业业企业业企业 50505050 户户户户，，，，新建标准化厂房新建标准化厂房新建标准化厂房新建标准化厂房 16161616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审核宁陕飞地经济园区申报省级县域工业集中

区相关资料。引进汉滨皓翔真石漆有限公司、石泉富泉纺织有限

公司、平利恒源有限公司等千万元以上工业企业 20 户，占年度任

务的 40%，本月暂无新进展。建成标准化厂房 6万平米，占年度任

务的 42%。    

4.4.4.4.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扶持中小企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和

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GDPGDPGDP 比重达到比重达到比重达到比重达到

53.11%53.11%53.11%53.11%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一季度全市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56.21%。 

5.5.5.5.加强煤炭行业安全监管加强煤炭行业安全监管加强煤炭行业安全监管加强煤炭行业安全监管，，，，取缔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取缔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取缔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取缔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矿井的矿井的矿井的矿井，，，，杜绝杜绝杜绝杜绝 3333 人以上较大事故发生人以上较大事故发生人以上较大事故发生人以上较大事故发生。。。。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对汉滨区、紫阳县、岚皋县30处矿井进行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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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对排查出的32处地面一般隐患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四十四、市规划局 

1.81.81.81.8 月底前完成北环线道路工程前期工作月底前完成北环线道路工程前期工作月底前完成北环线道路工程前期工作月底前完成北环线道路工程前期工作，，，，引进引进引进引进 PPPPPPPPPPPP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力争年内全线开工建设力争年内全线开工建设力争年内全线开工建设力争年内全线开工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完成土地预审、立项、工可研、环评、方案初

步设计、规划审批等前期工作，正进行交通设计方案招投标、工

程施工图设计、征地拆迁安置方案制定的准备工作。 

2.2.2.2.完成完成完成完成4444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和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和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和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和12121212个副中心镇年度规划建设个副中心镇年度规划建设个副中心镇年度规划建设个副中心镇年度规划建设

任务任务任务任务，，，，完成建设投资完成建设投资完成建设投资完成建设投资 14.314.314.314.3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4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和12个副中心镇累计完成投

资6.6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6.3%。其中：旬阳县蜀河镇共9个项

目，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投资0.3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8%。汉

阴县双河口镇共16个项目，已开工9个，累计完成投资0.3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37%。白河县城关镇文化旅游街区共14个项目，已开

工10个，累计完成投资0.5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1%。石泉县城关

镇文化旅游街区共13个项目，已开工5个，累计完成投资0.18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31%。汉滨区五里镇共10个项目，已开工8个，累计

完成投资0.5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4%。汉滨区瀛湖镇共8个项目，

已开工5个，累计完成投资0.2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9%。汉滨区

流水镇共10个项目，已开工9个，累计完成投资0.42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66%。汉阴县涧池镇共9个项目，已开工5个，累计完成投资

0.5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9%。石泉县池河镇共9个项目，已开工8

个，累计完成投资0.5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3%。宁陕县皇冠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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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项目，已开工5个，累计完成投资0.19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2%。

紫阳县蒿坪镇共10个项目，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投资0.28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42%。岚皋县民主镇共6个项目，已开工4个，累计完

成投资0.5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0%。镇坪县曾家镇共16个项目，

已开工13个，累计完成投资0.2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4%。平利县

长安镇共12个项目，已开工8个，累计完成投资0.83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60%。旬阳县吕河镇共11个项目，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投

资0.6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6%。白河县中厂镇共14个项目，已开

工7个，累计完成投资0.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8%。 

3.63.63.63.6 月底前完成东坝月底前完成东坝月底前完成东坝月底前完成东坝、、、、西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城市西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城市西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城市西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城市

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东坝、西坝控规编制及城市设计已报市政府审定。 

4.34.34.34.3 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完成汉江大剧院概念设计方案完成汉江大剧院概念设计方案完成汉江大剧院概念设计方案完成汉江大剧院概念设计方案，，，，4444 月底前完成规划月底前完成规划月底前完成规划月底前完成规划

编制工作编制工作编制工作编制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正根据市政府审查意见修改概念设计方案和规划

设计方案。  

5.5.5.5.积极做好汉水帝标城项目土地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积极做好汉水帝标城项目土地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积极做好汉水帝标城项目土地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积极做好汉水帝标城项目土地遗留问题处理工作，，，，4444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前完成置换地规划选址前完成置换地规划选址前完成置换地规划选址前完成置换地规划选址，，，，6666 月底前协调相关部门完成置换用地审月底前协调相关部门完成置换用地审月底前协调相关部门完成置换用地审月底前协调相关部门完成置换用地审

批工作批工作批工作批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置换用地选址意见书已核发，正与市国土局商讨

办理汉水帝标城置换用地确界评估等工作。 

6.6.6.6.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和质量安全管理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和质量安全管理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和质量安全管理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和质量安全管理，，，，全年创建省级文全年创建省级文全年创建省级文全年创建省级文

明工地明工地明工地明工地 10101010 个个个个、、、、市级文明工地市级文明工地市级文明工地市级文明工地 50505050 个个个个，，，，新增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新增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新增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新增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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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户户户；；；；全市建筑业总产值力争突破百亿元全市建筑业总产值力争突破百亿元全市建筑业总产值力争突破百亿元全市建筑业总产值力争突破百亿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创建省级文明工地7个、市级文明工地27个；帮

扶3家二级房建企业晋升为一级，9家三级房建企业晋升为二级，

增项公路资质1家。一季度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

长33.2%。 

四十五、市商务局 

1.1.1.1.培育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培育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培育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培育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40404040 户户户户、、、、进出口经营权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企业 10101010

户户户户。。。。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培育安康市世佳商贸有限公司、汉阴县超市发商

贸有限公司等10户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暂无新进展。新增安康市

德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石泉铭洋贸易有限公司等6户进出口经营

权企业。 

2.2.2.2.推进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推进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推进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推进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新建改造镇超工程新建改造镇超工程新建改造镇超工程新建改造镇超工程 6666 个个个个、、、、社区社区社区社区

生鲜超市及便民菜店生鲜超市及便民菜店生鲜超市及便民菜店生鲜超市及便民菜店 5555 个个个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新建改造的 6 个镇超工程、5 个社区生鲜超市及便

民菜店通过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初验，本月暂无新进展。    

3.3.3.3.推进区域物流中心建设推进区域物流中心建设推进区域物流中心建设推进区域物流中心建设，，，，10101010 月底前完成天贸物流城一期工月底前完成天贸物流城一期工月底前完成天贸物流城一期工月底前完成天贸物流城一期工

程程程程，，，，年底前完成元辰富硒产品集散中心一期工程年底前完成元辰富硒产品集散中心一期工程年底前完成元辰富硒产品集散中心一期工程年底前完成元辰富硒产品集散中心一期工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天贸物流城一期招商中心建成投用,精品步行街正

进行基础施工,家具、服装小商品、建材、五金机电展贸中心和基

材仓储区主体完工;其中家具展贸中心给排水、空调、消防系统完

工，服装小商品展贸中心给排水系统完成工程量的 50%，建材展贸

中心给排水、消防系统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90%、80%，五金机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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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中心二次结构、给排水系统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30%、60%，基材

及仓储区消防、给排水系统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50%、70%；完成投

资 2.13 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35.5%。 安康市元辰富硒产品集散中

心一期完成 1-3 号冷库主体建设及外部装修，继续进行制冷设备

采购、内装修。 

4.4.4.4.与知名品牌电商合作与知名品牌电商合作与知名品牌电商合作与知名品牌电商合作，，，，10101010 月底前在其平台上搭建安康特色月底前在其平台上搭建安康特色月底前在其平台上搭建安康特色月底前在其平台上搭建安康特色

馆馆馆馆。。。。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促成岚皋县政府与京东集团西北分公司签订了《农

村电子商务战略合作协议》。完成《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奖

励办法》初稿，正组织相关部门讨论。 

5.5.5.5.督促协调汉城国际商业街项目尽快招商督促协调汉城国际商业街项目尽快招商督促协调汉城国际商业街项目尽快招商督促协调汉城国际商业街项目尽快招商，，，，并于年底前开街并于年底前开街并于年底前开街并于年底前开街

运营运营运营运营。。。。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协调举办了汉城国际商业街“名品进名街”对接

座谈会，国内20位知名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目前已有200余家国

际国内知名品牌商家有意向入驻，中影集团时代国际影城已签约

入驻。 

四十六、市工商局 

1.1.1.1.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落实落实落实落实““““一照多址一照多址一照多址一照多址””””和和和和““““一址多照一址多照一址多照一址多照””””登登登登

记记记记。。。。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落实“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登记制度。    

2.2.2.2.完成诚鹏机电市场二期工程完成诚鹏机电市场二期工程完成诚鹏机电市场二期工程完成诚鹏机电市场二期工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商业区5栋单体建筑主体全部完工，内部装修完成

工程量的30%；雨水管网基本贯通，污水管网完成工程量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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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完成投资1.2亿，完成总工程量的70%。 

3.3.3.3.推推推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进工商注册便利化进工商注册便利化进工商注册便利化，，，，全年新登记各类企业全年新登记各类企业全年新登记各类企业全年新登记各类企业 2000200020002000 户户户户、、、、个体个体个体个体

户户户户 1.21.21.21.2 万户万户万户万户，，，，分别较去年增长分别较去年增长分别较去年增长分别较去年增长 14%14%14%14%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全市市场主体总量新增全市市场主体总量新增全市市场主体总量新增全市市场主体总量新增

1.21.21.21.2 万户万户万户万户，，，，比去年增长比去年增长比去年增长比去年增长 12%12%12%12%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新登记各类企业309户,同比增长9.96%；新登记个

体户1588户，同比增长14.57%；全市市场主体总量新增1897户，

同比增长13.8%。 

4.4.4.4.督促指导高新区建成大型机电交易市场督促指导高新区建成大型机电交易市场督促指导高新区建成大型机电交易市场督促指导高新区建成大型机电交易市场。。。。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项目招商中心建成投用。东区机械市场建成雨水

拱涵190米，正进行东侧挡墙基础施工和基础工程抗滑桩浇筑。 

 

 

 

 

 

 

 

 

 

 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 

中省驻安有关单位，各新闻单位。 

 发：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