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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办 通 报 

 

 

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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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公开承诺

事项问效问责办法〉的通知》（安政发〔2015〕2 号）要求，市政

府督查室对市政府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公开承诺事项进展情况进

行了专项督查，现将截至 5月底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市人社局 

1.1.1.1.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完成完成完成完成““““百名硕博进安康百名硕博进安康百名硕博进安康百名硕博进安康””””、、、、““““千千千千

名大学毕业生创业名大学毕业生创业名大学毕业生创业名大学毕业生创业””””、、、、““““培育万名能工巧培育万名能工巧培育万名能工巧培育万名能工巧匠匠匠匠””””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百名硕博进安康”、“千名大学毕业生创业”、“培

育万名能工巧匠”工程实施方案》正按要求修改完善。审核批复

了 6 个市直单位和 1 个县高层次人才招聘方案，核准招聘计划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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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已启动 5 个市直单位高层次人才招聘。全市自主创业高校毕业

生达 953 人。完成全市“能工巧匠”摸底汇总，培育能工巧匠 4406

名。 

2.62.62.62.6 月底前建成大学生创业孵化园月底前建成大学生创业孵化园月底前建成大学生创业孵化园月底前建成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室内装修、大厅显示屏安装、软件开发完工，正

进行机房控制室设备安装调试,继续进行设备采购招投标，《大学

生创业孵化园入园项目征集公告》已报市政府审定，完成总工程

量的 80%。 

3.3.3.3.发放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4444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50505050 家中小企业和家中小企业和家中小企业和家中小企业和 2000200020002000 人人人人

创业创业创业创业；；；；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技能培训 2222 万人万人万人万人；；；；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0606060 万人万人万人万人。。。。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新增发放创业促就业小额担保贷款 4918 万元，占

年度任务的 12%。扶持 18 家企业 717 人创业，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36%、35.9%。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5832 人，占年度任务的 29.2%。

转移农村劳动力 54 万人，占年度任务的 90%。 

4.4.4.4.市技工学校市技工学校市技工学校市技工学校、、、、安康技师学院安康技师学院安康技师学院安康技师学院 10101010 月底前迁入安康职业技术学月底前迁入安康职业技术学月底前迁入安康职业技术学月底前迁入安康职业技术学

院新校区办学院新校区办学院新校区办学院新校区办学，，，，配合完成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配合完成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配合完成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配合完成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市技工学校、安康技师学院资产已移交市公产局，

继续做搬迁准备，本月无新进展。选派两名副县级干部、一名科

级干部驻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目部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问

题。 

5.65.65.65.6 月底前制定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办法月底前制定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办法月底前制定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办法月底前制定全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办法，，，，建立长效机建立长效机建立长效机建立长效机

制制制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安康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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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报市政府审定。为 8573 名劳动者追发工资 1.47 亿元，督促企

业为 210 名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38 万元，累计收缴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 4951 万元；巡查用工企业 1972 家，办结农民工工资举报

投诉案件 200 起，处理突发群体事件 86 起；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 202 起，结案率达 100%；通过仲裁追讨工伤赔偿 234.4 万元,

补缴社会保险 120.1 万元,追讨工资 39.2 万元，挽回其他经济损

失 104.12 万元；建成企业调委会 308 个、镇（街道办事处）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161 个，初步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网络。 

二、市科技局 

1.1.1.1.全年培育认定民营科技企业全年培育认定民营科技企业全年培育认定民营科技企业全年培育认定民营科技企业 20202020 家家家家，，，，创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333 家家家家。。。。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 14 家民营科技企业初审。已创建市钒氮新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水产工程技术中心、富硒魔芋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2.2.2.2.支持高新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高新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高新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高新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配合高新配合高新配合高新配合高新区创建升级国家区创建升级国家区创建升级国家区创建升级国家

级高新区级高新区级高新区级高新区，，，，指导旬阳县工业园区申报创建省级高新区指导旬阳县工业园区申报创建省级高新区指导旬阳县工业园区申报创建省级高新区指导旬阳县工业园区申报创建省级高新区。。。。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组织 3 家企业完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安康

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工作完成科技部最后一轮考察，申报

材料已报国务院；旬阳县工业园区申报省级高新区材料已报省科

技厅；本月无新进展。    

3.3.3.3.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深化科技合作与交流深化科技合作与交流深化科技合作与交流深化科技合作与交流。。。。全年组织引全年组织引全年组织引全年组织引

进进进进、、、、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 20202020 项项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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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计划与云南农业大学、西安交大合作推进科技成

果引进转化工作。《与云南农业大学合作开发富硒茶产业实施方

案》已报市政府审定，组织相关企业到云南农大实地考察，并就

院地合作进行了沟通衔接；共征集与西安交大院地合作项目12个。 

4.44.44.44.4 月中旬完成金州路经营性公产腾退月中旬完成金州路经营性公产腾退月中旬完成金州路经营性公产腾退月中旬完成金州路经营性公产腾退，，，，6666 月底前完成机关搬月底前完成机关搬月底前完成机关搬月底前完成机关搬

迁迁迁迁。。。。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正进行金州路机关搬迁，金州路经营性公产未按

期完成腾退。 

三、市教育局 

1.1.1.1.电大安康分校电大安康分校电大安康分校电大安康分校 9999 月前迁入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办学月前迁入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办学月前迁入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办学月前迁入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办学。。。。

阳光学校年底完成改造任务阳光学校年底完成改造任务阳光学校年底完成改造任务阳光学校年底完成改造任务。。。。2016201620162016 年春季开学前年春季开学前年春季开学前年春季开学前，，，，基本完成安康基本完成安康基本完成安康基本完成安康

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的改造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的改造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的改造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的改造，，，，确保安康中学使用确保安康中学使用确保安康中学使用确保安康中学使用。。。。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电大安康分校搬迁完成学校资产清查登记，北迁

工作方案已报安康职业技术学院，继续进行教学设施搬迁准备，

本月无新进展。阳光学校改扩建正进行基础开挖。安康职业技术

学院南校区改造继续制定完善方案，本月无新进展。 

2.2.2.2.启动实施中心城区江北教育资源整合工作启动实施中心城区江北教育资源整合工作启动实施中心城区江北教育资源整合工作启动实施中心城区江北教育资源整合工作，，，，牵头完成市属牵头完成市属牵头完成市属牵头完成市属

学校年度整合任务学校年度整合任务学校年度整合任务学校年度整合任务。。。。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江北片区教育资源整合方案》继续进行修改完善，

市二中运动场改造正申请立项，市二小教学综合楼建设正办理规

划审批手续；本月无新进展。 

3.3.3.3.启动全市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工作启动全市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工作启动全市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工作启动全市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工作，，，，3333 月底前拿出月底前拿出月底前拿出月底前拿出《《《《职业教职业教职业教职业教

育资源整合改革方案育资源整合改革方案育资源整合改革方案育资源整合改革方案》，》，》，》，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按照新的体制运行日前按照新的体制运行日前按照新的体制运行日前按照新的体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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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职业教育资源整合改革方案》已报省教育厅，组

织相关部门先后到天津、四川巴中开展了职业教育专项考察。 

四、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1.20151.20151.20151.201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前完成二期工程中的景观绿化工程月前完成二期工程中的景观绿化工程月前完成二期工程中的景观绿化工程月前完成二期工程中的景观绿化工程（（（（一期一期一期一期）、）、）、）、

图书楼图书楼图书楼图书楼、、、、实训楼实训楼实训楼实训楼、、、、体育场建设体育场建设体育场建设体育场建设。。。。年底实现综合办公楼建设任务过年底实现综合办公楼建设任务过年底实现综合办公楼建设任务过年底实现综合办公楼建设任务过

半半半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新校区景观绿化一期完成土建、亮化、绿化施工；

累计完成投资 1600 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93%。图书楼正进行门

窗、通风设施、消防系统安装；累计完成投资 3200 万元，完成总

工程量的 86%。实训楼 A 区、B区均为 6 层，分别完成 2 层水磨石

地面、5 层内隔墙施工；累计完成投资 2400 万元，完成总工程量

的 51%。行政综合楼共 16 层，完成基础垫层施工；累计完成投资

1200 万，完成总工程量的 22%。体育场建设继续进行招投标。 

2.2.2.2.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 6666 月份开工月份开工月份开工月份开工，，，，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设设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规划设计方案正在编制中。 

3.3.3.3.牵头有关部门于牵头有关部门于牵头有关部门于牵头有关部门于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9999 月前完成安康技师学院月前完成安康技师学院月前完成安康技师学院月前完成安康技师学院、、、、安康技安康技安康技安康技

工学校工学校工学校工学校、、、、电大安康分校电大安康分校电大安康分校电大安康分校、、、、学院南校区迁入新校区办学工作学院南校区迁入新校区办学工作学院南校区迁入新校区办学工作学院南校区迁入新校区办学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正研究电大安康分校北迁工作方案、协调解决迁

入后的教育教学设施分配问题。安康技工学校、电大安康分校、

学院南校区北迁本月无新进展。 

五、市文广局 

1.1.1.1.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通过国家验收命名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通过国家验收命名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通过国家验收命名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通过国家验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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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创建任务基本完成，继续进行迎验准备。 

2.2.2.2.盘活中心城区文化事业资源盘活中心城区文化事业资源盘活中心城区文化事业资源盘活中心城区文化事业资源，，，，5555 月月月月底前启动运营安康文化底前启动运营安康文化底前启动运营安康文化底前启动运营安康文化

投资发展公司投资发展公司投资发展公司投资发展公司。。。。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确定在安康龙舟文化产业发展公司运营成熟的基

础上组建安康文化投资发展公司；注册成立了安康龙舟文化产业

发展公司，继续进行西城阁、龙舟文化园资产划转；本月无新进

展，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安康文化投资发展公司运营。 

3.113.113.113.11 月开工建设香溪书院月开工建设香溪书院月开工建设香溪书院月开工建设香溪书院。。。。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召开了项目建设推进会，成立了建设领导小组，

对项目选址用地进行了论证，到江西白鹿洞书院进行了考察。 

4.4.4.4.督促指导汉滨区政府建设汉江大剧院督促指导汉滨区政府建设汉江大剧院督促指导汉滨区政府建设汉江大剧院督促指导汉滨区政府建设汉江大剧院。。。。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正按照市政府要求修改完善概念设计方案、规划

设计方案。 

六、市体育局 

1.1.1.1.安安安安康市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年底建成投用康市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年底建成投用康市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年底建成投用康市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年底建成投用；；；；指导配合安康指导配合安康指导配合安康指导配合安康

职业技术学院建设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职业技术学院建设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职业技术学院建设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职业技术学院建设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市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完成主体框架浇筑；累计

完成投资 12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0%。指导安康职业技术学院继

续编制江北综合体育运动中心规划设计方案。 

2.2.2.2.进一步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完成体育惠民工程完成体育惠民工程完成体育惠民工程完成体育惠民工程 418418418418 个个个个

（（（（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240240240240 个个个个、、、、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122122122122 个个个个、、、、

城市社区体育器材配送工程城市社区体育器材配送工程城市社区体育器材配送工程城市社区体育器材配送工程 56565656 个个个个），），），），启动实施社区小场地建设启动实施社区小场地建设启动实施社区小场地建设启动实施社区小场地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240 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正进行招投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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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22个、城市社区体育器材配送工程56个，

社区小场地建设项目已报省体育局。 

3.3.3.3.开展全民健身和群众性系列体育活动开展全民健身和群众性系列体育活动开展全民健身和群众性系列体育活动开展全民健身和群众性系列体育活动 12121212 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举办了全市游泳锦标赛、“天一杯”汽车越野争霸

赛、门球大赛，正进行龙舟节龙舟竞赛组队和南宫山之旅自行车

拉力赛报名，累计开展全民健身和群众性系列体育活动 8 次。 

4.4.4.4.积极开展体育为民服务活动积极开展体育为民服务活动积极开展体育为民服务活动积极开展体育为民服务活动，，，，组建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组建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组建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组建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全年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全年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全年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全年开展国民体质监测 3000300030003000 人次以上人次以上人次以上人次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正进行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 

七、市交通局 

1.1.1.1.安平高速公路年底前建成通车安平高速公路年底前建成通车安平高速公路年底前建成通车安平高速公路年底前建成通车，，，，年内开工平利至镇坪高速年内开工平利至镇坪高速年内开工平利至镇坪高速年内开工平利至镇坪高速

公路实验段公路实验段公路实验段公路实验段。。。。    

进进进进展情况展情况展情况展情况：：：：安平高速累计完成投资 54.2 亿元，完成总工程量

的 84％。平镇高速继续编制初步设计方案。 

2.G5412.G5412.G5412.G541 石泉至紫阳至岚皋全面开工石泉至紫阳至岚皋全面开工石泉至紫阳至岚皋全面开工石泉至紫阳至岚皋全面开工，，，，年底前开工年底前开工年底前开工年底前开工 G210G210G210G210 宁陕宁陕宁陕宁陕

至两河改扩建工程至两河改扩建工程至两河改扩建工程至两河改扩建工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G541 石泉至紫阳汉王段取得环评、水土保持、灾

害评估批复，已签订施工合同，完成线路导线联测、中线复测以

及指挥部、总监办、施工单位驻地建设，正进行补充征地放线；

紫阳洞河至岚皋花里段取得环评、水土保持、桥梁防洪评价、灾

害评估批复，已签订施工合同，基本落实资金筹措渠道，试验段

开挖土石方 2万方、砌筑挡墙 350 方、防护与排水 80 方、隧道 54

延米；累计完成投资 3264 万元，占总投资 5.9%。G210 宁陕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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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公路取得土地预审、环评、工可研、初步设计批复，完成施工

图纸设计，本月无新进展。 

3.53.53.53.5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开通中心城区至恒口日前开通中心城区至恒口日前开通中心城区至恒口日前开通中心城区至恒口城际交通和关庙城际交通和关庙城际交通和关庙城际交通和关庙、、、、县河县河县河县河、、、、

瀛湖公交车瀛湖公交车瀛湖公交车瀛湖公交车。。。。全年更新和新增全年更新和新增全年更新和新增全年更新和新增 60606060 辆大型环保型公交车辆大型环保型公交车辆大型环保型公交车辆大型环保型公交车，，，，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130130130130

辆公车公营出租车辆公车公营出租车辆公车公营出租车辆公车公营出租车。。。。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开通中心城区至瀛湖、恒口、关庙公交线路，

共投入新公交车 52 辆。中心城区至县河公交线路完成沿线站点勘

定，开通方案已报市政府审定，未在规定时限开通。中心城区新

增出租车正进行车辆采购。 

4.4.4.4.市公交总站市公交总站市公交总站市公交总站（（（（城市公交调度中心城市公交调度中心城市公交调度中心城市公交调度中心））））年底前建成投用年底前建成投用年底前建成投用年底前建成投用。。。。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公交总站规划设计初稿、土地权属调查摸底、

地块测绘以及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资产评估。 

5.5.5.5.安康中心港主体工程年底前建成安康中心港主体工程年底前建成安康中心港主体工程年底前建成安康中心港主体工程年底前建成。。。。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港区施工便道、变电站房完工，客运码头前沿第

一层回填砂石料 23000 方、浇筑挡墙 2300 方，货运码头浇筑挡墙

300 方；累计完成投资 4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5%。 

6.46.46.46.4 月中旬完成金州路经营性公产腾退月中旬完成金州路经营性公产腾退月中旬完成金州路经营性公产腾退月中旬完成金州路经营性公产腾退，，，，6666 月底前完成机关搬月底前完成机关搬月底前完成机关搬月底前完成机关搬

迁迁迁迁。。。。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局机关及 4 个直属单位已过渡搬迁至大桥南路原

税务培训学校办公，正进行资产移交；经营性公产未在规定时限

腾退。 

7.107.107.107.10 月底前完成交通投资集团组建工作月底前完成交通投资集团组建工作月底前完成交通投资集团组建工作月底前完成交通投资集团组建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继续修改完善《交通投资集团组建工作方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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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无新进展。 

八、市住建局 

1.1.1.1.年底前完成城东汉江大桥主体工程建设年底前完成城东汉江大桥主体工程建设年底前完成城东汉江大桥主体工程建设年底前完成城东汉江大桥主体工程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城东大桥引桥全长 1097 米，已完工 917 米；主桥

全长 810 米，已完成桩基、承台、桥墩施工；累计完成投资 38112

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52%。 

2.2.2.2.龙舟节前完成西堤南头龙舟节前完成西堤南头龙舟节前完成西堤南头龙舟节前完成西堤南头、、、、育才路与文昌路丁字育才路与文昌路丁字育才路与文昌路丁字育才路与文昌路丁字 2222 座人行天座人行天座人行天座人行天

桥桥桥桥，，，，年内建成中渡路与江北大道十字人行天桥年内建成中渡路与江北大道十字人行天桥年内建成中渡路与江北大道十字人行天桥年内建成中渡路与江北大道十字人行天桥。。。。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西堤南头人行天桥完成施工图设计和立项批复，

初步设计、招标方案已报市发改委；育才路与文昌路丁字确定了

设计方案；中渡路与江北大道十字人行天桥设计方案已报市政府

审定。 

3.3.3.3.龙舟节前完成龙舟节前完成龙舟节前完成龙舟节前完成““““藏一角藏一角藏一角藏一角””””博物馆博物馆博物馆博物馆、、、、长岭南路一期长岭南路一期长岭南路一期长岭南路一期、、、、枣园路枣园路枣园路枣园路

积水点改造工程建设积水点改造工程建设积水点改造工程建设积水点改造工程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藏一角”博物馆大殿主体、顶层盖瓦完工，正进

行外部装修；累计完成投资 1500 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75%。长

岭南路一期建成通车。枣园路积水点改造铺设人工顶管 960 米；

累计完成投资 700 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30%；本月无新进展。 

4.4.4.4.龙舟节前完成滨江大道三期景观绿化龙舟节前完成滨江大道三期景观绿化龙舟节前完成滨江大道三期景观绿化龙舟节前完成滨江大道三期景观绿化、、、、安康博物馆周边绿安康博物馆周边绿安康博物馆周边绿安康博物馆周边绿

化化化化、、、、江滩公园二期工程江滩公园二期工程江滩公园二期工程江滩公园二期工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滨江大道三期景观绿化正在招投标中。安康博物

馆周边绿化完成广场铺装、绿化苗木栽植、水电管沟预埋，东南

角追加挡墙完成工程量的 85%；累计完成投资 286 万元，完成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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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量的 62.5%。江滩公园二期制作主干道 2 条、铺装混凝土彩色压

膜 400 米、栽植绿化苗木 650 棵、安装路灯 70 盏；累计完成投资

350 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65%。 

5.5.5.5.全面启动金州路全面启动金州路全面启动金州路全面启动金州路、、、、兴安路综合改造兴安路综合改造兴安路综合改造兴安路综合改造，，，，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316316316316 国道安旬路国道安旬路国道安旬路国道安旬路

口至秦岭大道段综合改造口至秦岭大道段综合改造口至秦岭大道段综合改造口至秦岭大道段综合改造，，，，开工建设长春路开工建设长春路开工建设长春路开工建设长春路。。。。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金州路改造完成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编制以及

金州南路控规修改。兴安路综合改造完成项目建议书编制，正进

行可研报告编制。316 国道江北安旬路口至秦岭大道段改造取得立

项、项目建议书、工程方案批复，设计方案继续按市政府要求修

改完善。长春路线型方案已确定。 

6.6.6.6.新建中心城区公共泊车位新建中心城区公共泊车位新建中心城区公共泊车位新建中心城区公共泊车位 500500500500 个个个个，，，，新建改建公厕新建改建公厕新建改建公厕新建改建公厕 20202020 座座座座。。。。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藏一角”博物馆地下停车场主体完工；滨江大道

三期停车场继续进行路基土方回填；市政府院内停车场规划方案

已报市政府审定；巴山路市政府家属院停车场实施方案正在编制

中；小北街停车场建设前期考察正在进行中。新改建公厕完成初

步选点，本月无新进展。 

7.7.7.7.中心城区天然气入户率达到中心城区天然气入户率达到中心城区天然气入户率达到中心城区天然气入户率达到 60%60%60%6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建成城区建成城区建成城区建成城区 2222 座加气座加气座加气座加气

站站站站。。。。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中心城区天然气入户 4.01 万户，入户率达 44%。

屈家河加气站完成前期审批手续办理、电线杆迁移、板房建设，

正进行场地平整和毛石坎墙砌筑；关庙加气站正进行征地拆迁。 

8.8.8.8.加快推进东坝棚户区改造工程进度加快推进东坝棚户区改造工程进度加快推进东坝棚户区改造工程进度加快推进东坝棚户区改造工程进度，，，，东南东南东南东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坝等西坝等西坝等西坝等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质性动工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质性动工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质性动工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质性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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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东坝棚户区改造成立了片区改造办公室，制定了

改造方案，正进行安置点建设拆迁；累计完成投资 1.3 亿元，占

总投资的 19.5%。东南片区棚户区改造完成改造方案初稿，正征求

意见。西南片区棚户区改造成立了片区改造指挥部，制定了片区

改造方案，取得项目可研报告批复，正争取国开行棚户区改造贷

款。西坝片区棚户区改造正申报改造计划、编制控制性规划。本

月均无新进展。 

九、市卫生局 

1.1.1.1.推进安康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推进安康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推进安康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推进安康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2015201520152015 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

5000500050005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年底前主体工程建设过半年底前主体工程建设过半年底前主体工程建设过半年底前主体工程建设过半。。。。    

进展进展进展进展情况情况情况情况：：：：完成围挡工程，正进行边坡支护施工，正协调省

建筑质量检测中心进行边坡鉴定、检测；完成投资 129 万元，占

年度任务的 2.6%。 

2.2.2.2.推进市妇幼保健院北迁项目推进市妇幼保健院北迁项目推进市妇幼保健院北迁项目推进市妇幼保健院北迁项目。。。。2015201520152015 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 29002900290029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完成主体及部分装饰装修工程完成主体及部分装饰装修工程完成主体及部分装饰装修工程完成主体及部分装饰装修工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主楼完成楼顶附属工程、西侧挡墙施工以及外观

方案优化，签订了室内装修合同；行政综合楼完成设计方案、投

资概算初步评审，正设计施工图纸；完成投资 1100 万元，占年度

任务的 37%。 

3.3.3.3.推进市人民医院综合门诊楼项目推进市人民医院综合门诊楼项目推进市人民医院综合门诊楼项目推进市人民医院综合门诊楼项目。。。。2015201520152015 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年计划完成投资

3000300030003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完成工程量的完成工程量的完成工程量的完成工程量的 50%50%50%50%（（（（主体过半主体过半主体过半主体过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正进行边坡支护、桩基施工；完成投资 162 万元，

占年度任务的 5.4%；本月无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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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64.64.6 月底前完成骨科医院搬迁月底前完成骨科医院搬迁月底前完成骨科医院搬迁月底前完成骨科医院搬迁，，，，腾退资产移交市公产局腾退资产移交市公产局腾退资产移交市公产局腾退资产移交市公产局。。。。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确定将骨科医院搬迁到儿童医院，初步制定了整

体搬迁工作计划，并根据骨科医院手术需求对儿童医院手术室安

装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本月无新进展。 

5.5.5.5.做好公共卫生安全工作做好公共卫生安全工作做好公共卫生安全工作做好公共卫生安全工作，，，，加强传染病防控和医疗安全监管加强传染病防控和医疗安全监管加强传染病防控和医疗安全监管加强传染病防控和医疗安全监管，，，，

确保全年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发生确保全年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发生确保全年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发生确保全年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发生。。。。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制定下发了《关于规范麻疹诊疗工作的通知》、《关

于做好当前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医务人员含麻疹

类疫苗接种工作实施方案》，查漏补种麻疹类疫苗 1 万人次；全市

未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 

6.6.6.6.配合金州路改造配合金州路改造配合金州路改造配合金州路改造，，，，督促市中心医院督促市中心医院督促市中心医院督促市中心医院 4444 月中旬前完成临街经月中旬前完成临街经月中旬前完成临街经月中旬前完成临街经

营性公产腾退营性公产腾退营性公产腾退营性公产腾退。。。。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本月无新进展，未在规定时限完成腾退。 

十、市安监局 

1.1.1.1.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GDPGDPGDP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工矿商贸就业人员 10101010 万人万人万人万人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

员 10 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

吨死亡率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 

2.2.2.2.杜绝一次死亡杜绝一次死亡杜绝一次死亡杜绝一次死亡 10101010 人以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人以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人以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人以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未发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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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非煤矿山开工企业非煤矿山开工企业非煤矿山开工企业非煤矿山开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企业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企业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企业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企业 100%100%100%100%达到三达到三达到三达到三

级以上安全标准化级以上安全标准化级以上安全标准化级以上安全标准化，，，，两个行业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两个行业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两个行业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两个行业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非煤矿山开工企业全部达到三级安全标准化。

全市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 29 家，其中 25 家已达到三级安全标

准化，另外 4 家正按要求整改、创建。两大行业未发生较大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 

4.4.4.4.按照按照按照按照““““四不两直四不两直四不两直四不两直””””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不发通知不发通知不发通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打招呼不打招呼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听汇报不听汇报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和接待不用陪同和接待不用陪同和接待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奔基层直奔基层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直插现场直插现场直插现场），），），），牵头组织安全检查牵头组织安全检查牵头组织安全检查牵头组织安全检查 10101010

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开展安全突击检查 6 次、暗访 7 次，共发现问题

和隐患 300 项，下发检查情况通报 11 期，在《安康日报》、安康

电视台公开曝光 1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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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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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