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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2015 年重点工作任务 

公开承诺事项进展情况通报（续二） 

 

二十、市农业局 

1.1.1.1.生猪出栏生猪出栏生猪出栏生猪出栏315315315315万头万头万头万头，，，，规范提升阳晨生猪产业联盟企业规范提升阳晨生猪产业联盟企业规范提升阳晨生猪产业联盟企业规范提升阳晨生猪产业联盟企业50505050户户户户。。。。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生猪出栏 143.9 万头，完成年度任务的

45.68%。召开了生猪产业联盟养猪帮扶培训会，抽调市、县 70 余

名畜牧兽医技术骨干对50个阳晨生猪产业联盟养猪场进行了规范

提升帮扶。    

2.2.2.2.新增魔芋种植面积新增魔芋种植面积新增魔芋种植面积新增魔芋种植面积 5555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总面积达到总面积达到总面积达到总面积达到 26262626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产量产量产量产量 30303030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培培培培育魔芋育魔芋育魔芋育魔芋““““一镇一业一园一镇一业一园一镇一业一园一镇一业一园””””、、、、““““一村一品一园一村一品一园一村一品一园一村一品一园””””重点镇重点镇重点镇重点镇 20202020 个个个个、、、、

重点村重点村重点村重点村 100100100100 个个个个、、、、重点示范园区重点示范园区重点示范园区重点示范园区 20202020 个个个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新增魔芋种植面积 5万亩，总面积达 26.2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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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年度任务的 100%。20 个魔芋重点镇、100 个重点村共种植魔芋

11.3 万亩，20 个市级重点示范园区种植魔芋 2.2 万亩。 

3.3.3.3.深化同中国农科院院地合作深化同中国农科院院地合作深化同中国农科院院地合作深化同中国农科院院地合作，，，，转化利用科研成果转化利用科研成果转化利用科研成果转化利用科研成果 3333 项以上项以上项以上项以上；；；；

富硒研发中心年底前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富硒研发中心年底前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富硒研发中心年底前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富硒研发中心年底前主体工程基本建成。。。。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首届中国安康生态富硒产品（富硒茶）交易博览

会筹备工作基本完成；正修改完善《2015 年富硒产品研发工作实

施方案》，暂无转化利用科研成果。富硒研发中心完成临时办公区、

水电等设施搭建和基坑支护、挡土墙、边坡喷护；科研楼完成基

础承台钢筋绑扎；院士楼、博士楼完成地下室钢筋绑扎、支模；

完成总工程量的 15%。  

4.4.4.4.推进推进推进推进““““十镇百村十镇百村十镇百村十镇百村””””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美丽乡村创建工作，，，，建成建成建成建成 2222 个市级美丽个市级美丽个市级美丽个市级美丽

乡村示范镇乡村示范镇乡村示范镇乡村示范镇、、、、20202020 个示范村个示范村个示范村个示范村。。。。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制定下发了《美丽乡村建设示范镇村创建标准》

和《关于做好 2015 年美丽乡村建设有关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 2015 年 2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镇、21 个示范村创建任务；

各县区制定了美丽乡村创建奖补及考核办法，共筹集建设资金

1.08 亿元。 

5.5.5.5.大力发展富硒茶产业大力发展富硒茶产业大力发展富硒茶产业大力发展富硒茶产业，，，，建成建成建成建成 20202020 个茶叶标准园个茶叶标准园个茶叶标准园个茶叶标准园、、、、2222 个育苗繁个育苗繁个育苗繁个育苗繁

育圃育圃育圃育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向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申报的石泉县灵雀山标准

化茶叶、岚皋县城关镇爱国标准化示范园、岚皋县佐龙镇乱石沟

村茶叶等22个茶叶标准园区项目和岚皋县佐龙桂溪茶叶种苗繁育

基地、平利县年产 1000 万株无性系良种茶苗繁育圃、“陕茶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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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系茶树良种田坝繁育圃等 4 个育苗繁育圃项目暂未批复；平

利县承办了全省茶产业工作会议；组织平利县、岚皋县和部分茶

产业企业赴云南参加了第十四届中国普洱茶节，实地考察了普洱

茶产业发展。 

6.6.6.6.开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工作开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工作开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工作开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工作，，，，在在在在 1111 个县个县个县个县、、、、10101010 个镇个镇个镇个镇、、、、10101010

个农个农个农个农业园区推行配方施肥业园区推行配方施肥业园区推行配方施肥业园区推行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绿色防控绿色防控绿色防控、、、、有机农产品生产试点有机农产品生产试点有机农产品生产试点有机农产品生产试点。。。。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意见》已报市

政府审定。对全市有机肥加工项目进行了检查验收，开展了秸秆

焚烧专项整治行动。投资 170 万元在汉滨区大同镇、汉阴县涧池

镇、石泉县中池镇等 10 个示范点开展了 1.2 万亩春耕生产配方施

肥、绿色防控试点。 

7.7.7.7.新发展现代农业园区新发展现代农业园区新发展现代农业园区新发展现代农业园区 15151515 个个个个，，，，新增省新增省新增省新增省、、、、市级以上循环农业园市级以上循环农业园市级以上循环农业园市级以上循环农业园

区区区区 20202020 个个个个，，，，巩固提升精品园区巩固提升精品园区巩固提升精品园区巩固提升精品园区 10101010 个个个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制定下发了《安康市现代农业园区认定管理办

法》，《安康市现代农业园区“五个一”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已报

市政府审定。新发展汉滨区绿农、平利县南坪街、白河县长安等

29 个现代农业园区，各级各类园区总数达 340 个。10 个精品现代

农业园区巩固提升任务已落实到各县区，本月无实质性进展。 

二十一、市林业局 

1.1.1.1.加快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加快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加快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加快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完成造林绿化完成造林绿化完成造林绿化完成造林绿化 50505050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林业部门林业部门林业部门林业部门

承担的森林覆盖率等承担的森林覆盖率等承担的森林覆盖率等承担的森林覆盖率等 27272727 项创森指标全部实现达标项创森指标全部实现达标项创森指标全部实现达标项创森指标全部实现达标。。。。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造林绿化 33.77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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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部门承担的 27 项创森指标已有森林覆盖率、林产基地、森林

保护等 24 项达标。 

2.2.2.2.持续推进身边增绿持续推进身边增绿持续推进身边增绿持续推进身边增绿。。。。完成重点区域绿化完成重点区域绿化完成重点区域绿化完成重点区域绿化 5555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其中中心其中中心其中中心其中中心

城区周边城区周边城区周边城区周边 1000100010001000 亩亩亩亩、、、、9999 县城周边县城周边县城周边县城周边 22220000000000000000 亩亩亩亩、、、、公路铁路沿线公路铁路沿线公路铁路沿线公路铁路沿线 12000120001200012000 亩亩亩亩、、、、

江河库塘水岸江河库塘水岸江河库塘水岸江河库塘水岸 9500950095009500 亩亩亩亩、、、、瀛湖瀛湖瀛湖瀛湖 7500750075007500 亩亩亩亩。。。。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重点区域绿化 4.12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82%，

本月无新进展。 

3.3.3.3.大力发展山林经济大力发展山林经济大力发展山林经济大力发展山林经济。。。。新建特色经济林新建特色经济林新建特色经济林新建特色经济林 30303030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其中核桃其中核桃其中核桃其中核桃

10101010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发展林下种植发展林下种植发展林下种植发展林下种植 100100100100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林下养殖林下养殖林下养殖林下养殖 1000100010001000 万头万头万头万头（（（（只只只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新建特色经济林 15.91 万亩，其中核桃 7.56 万亩，

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53%、75.6%；发展林下种植 90.65 万亩、林下

养殖 896.85 万只（头），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90.65%、89.69%。 

4.4.4.4.狠抓富硒茶产业发展狠抓富硒茶产业发展狠抓富硒茶产业发展狠抓富硒茶产业发展。。。。新建富硒茶新建富硒茶新建富硒茶新建富硒茶园园园园 7777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低改低改低改低改 5555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

产茶产茶产茶产茶 2.12.12.12.1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其中以瀛湖为重点新建茶园其中以瀛湖为重点新建茶园其中以瀛湖为重点新建茶园其中以瀛湖为重点新建茶园 7200720072007200 亩亩亩亩；；；；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一镇一镇一镇一镇

一业一园一业一园一业一园一业一园””””、、、、““““一村一品一园一村一品一园一村一品一园一村一品一园””””重点镇重点镇重点镇重点镇 40404040 个个个个、、、、重点村重点村重点村重点村 100100100100 个个个个、、、、重点重点重点重点

示范园区示范园区示范园区示范园区 40404040 个个个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新建富硒茶园 0.92 万亩、低改 1.95 万亩、产茶

1.32 万吨，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13.1%、39%、62.9%，其中 4 个茶

产业重点县、40 个重点镇、100 个重点村新建园区 0.67 万亩、低

改 1.37 万亩、产茶 1.21 万吨；瀛湖茶园建设计划在秋季实施；

已培育重点示范园区 53 个。 

5.5.5.5.扎实推进现代林业园区建设扎实推进现代林业园区建设扎实推进现代林业园区建设扎实推进现代林业园区建设。。。。启动建设启动建设启动建设启动建设 30303030 个林业园区个林业园区个林业园区个林业园区，，，，建建建建

成成成成 20202020 个个个个市级林业园区市级林业园区市级林业园区市级林业园区，，，，培育产值亿元以上的园区培育产值亿元以上的园区培育产值亿元以上的园区培育产值亿元以上的园区 4444 个个个个、、、、5000500050005000 万万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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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亿元的亿元的亿元的亿元的 15151515 个个个个、、、、2000200020002000 万万万万----5000500050005000 万元的万元的万元的万元的 30303030 个个个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启动建设现代林业园区 30 个；培育紫阳县红椿、

紫阳县双桥四坪茶叶 5000 万-1 亿元规模的现代林业园区 2个，占

年度任务的 13.33%；培育汉滨区双龙、紫阳县盘龙茶叶、平利县

长安茶业等 2000 万-5000 万元规模的现代林业园区 17 个，占年度

任务的 56.67%。 

6.6.6.6.加快龙头企业培育加快龙头企业培育加快龙头企业培育加快龙头企业培育。。。。培育产值培育产值培育产值培育产值 2000200020002000 万元以上的市级林业龙万元以上的市级林业龙万元以上的市级林业龙万元以上的市级林业龙

头企业头企业头企业头企业 10101010 个个个个，，，，其中茶叶类其中茶叶类其中茶叶类其中茶叶类 4444 个个个个、、、、核桃类核桃类核桃类核桃类 2222 个个个个、、、、苗木花卉类苗木花卉类苗木花卉类苗木花卉类 2222 个个个个、、、、

林下种养类林下种养类林下种养类林下种养类 1111 个个个个、、、、蚕桑丝绸蚕桑丝绸蚕桑丝绸蚕桑丝绸类类类类 1111 个个个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对 2015 年 4 月份认定命名的 23 个产值 2000 万元

以上的市级林业龙头企业进行了技术支持和帮扶，组织市直林业

系统 200 名技术干部分赴汉滨区瀛天农林科技、汉水韵茶叶、旬

阳县油用牡丹等产业示范园区开展技术培训 30 场次、700 余人。 

二十二、市水利局 

1.1.1.1.东坝防洪工程全面竣工东坝防洪工程全面竣工东坝防洪工程全面竣工东坝防洪工程全面竣工。。。。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东坝防洪工程剩余 110 米堤身主体因剩余 1 户房

屋拆迁问题暂未修建。    

2.52.52.52.5 月底前完成西坝月底前完成西坝月底前完成西坝月底前完成西坝ⅡⅡⅡⅡ期防洪工程优化设计期防洪工程优化设计期防洪工程优化设计期防洪工程优化设计，，，，负责筹措和争负责筹措和争负责筹措和争负责筹措和争

取工程建设资金取工程建设资金取工程建设资金取工程建设资金。。。。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上报省水利厅、省发改委的《关于将安康城区西

坝防洪工程纳入汉江综合整治规划》、《关于上报安康市汉江综合

整治干流重点段防洪工程 2015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议的报告》暂

未获批，正进行西坝Ⅱ期防洪工程优化初步设计，未在规定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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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优化设计。 

3.3.3.3.月河补水月河补水月河补水月河补水 5555 月底前完成项目立项月底前完成项目立项月底前完成项目立项月底前完成项目立项，，，，年底前完成可研报告编年底前完成可研报告编年底前完成可研报告编年底前完成可研报告编

制工作制工作制工作制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省水利厅专家组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召开了专题讨

论会，正按专家组讨论意见与设计单位商定编制《月河流域综合

规划》，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立项。 

4.84.84.84.8 月底前开工建设东坝泵站月底前开工建设东坝泵站月底前开工建设东坝泵站月底前开工建设东坝泵站，，，，10101010 月底前开工建设黄洋河护月底前开工建设黄洋河护月底前开工建设黄洋河护月底前开工建设黄洋河护

岸工程岸工程岸工程岸工程；；；；配合优化南山排洪工程设计方案配合优化南山排洪工程设计方案配合优化南山排洪工程设计方案配合优化南山排洪工程设计方案，，，，启动排洪渠清淤加盖启动排洪渠清淤加盖启动排洪渠清淤加盖启动排洪渠清淤加盖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对接了泵站排涝规模，正进行重新分析论证；黄

洋河护岸工程继续进行征地拆迁和项目资金计划编报；南山排洪

工程已列入陕西省“十三五”中小河流治理规划，正进行优化设

计；排洪渠清淤加盖工程全长 1020 米，已完成 257 米，占总工程

量的 25.2%。本月无实质性进展。 

5.5.5.5.编制完成全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全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全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全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加强以瀛湖库区为重点加强以瀛湖库区为重点加强以瀛湖库区为重点加强以瀛湖库区为重点

的网箱养鱼规范化管理的网箱养鱼规范化管理的网箱养鱼规范化管理的网箱养鱼规范化管理，，，，投食性鱼类控制在总养殖量的投食性鱼类控制在总养殖量的投食性鱼类控制在总养殖量的投食性鱼类控制在总养殖量的 10%10%10%10%以内以内以内以内。。。。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完成《全市生态渔业发展规划》（初稿），正征

求相关方面意见。对各县区投食性鱼类进行了抽查，投食性鱼类

占总养殖量的 8%。 

二十三、市移民局 

1.51.51.51.5 月底前完成旬阳水电站社会风险稳定评估工作月底前完成旬阳水电站社会风险稳定评估工作月底前完成旬阳水电站社会风险稳定评估工作月底前完成旬阳水电站社会风险稳定评估工作，，，，启动移启动移启动移启动移

民搬迁工作民搬迁工作民搬迁工作民搬迁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旬阳水电站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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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水电站移民安置委托协议》已报省移民办审定。 

2.2.2.2.完成白河水电站枢纽工程区完成白河水电站枢纽工程区完成白河水电站枢纽工程区完成白河水电站枢纽工程区 30303030 户移民建房安置户移民建房安置户移民建房安置户移民建房安置。。。。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建设移民安置房 5户，占年度任务的 17%。 

3.3.3.3.完成引汉济渭工程三河口水库寇家湾完成引汉济渭工程三河口水库寇家湾完成引汉济渭工程三河口水库寇家湾完成引汉济渭工程三河口水库寇家湾、、、、干田梁移民安置点干田梁移民安置点干田梁移民安置点干田梁移民安置点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宁陕县梅子镇寇家湾、筒车湾镇干田梁移民安置

点分别完成场平工程的 80%、90%。 

4.4.4.4.督促指导有关县区实施好移民后扶项目督促指导有关县区实施好移民后扶项目督促指导有关县区实施好移民后扶项目督促指导有关县区实施好移民后扶项目 180180180180 个个个个，，，，完成投资完成投资完成投资完成投资

3000300030003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创建市级移民产业园区创建市级移民产业园区创建市级移民产业园区创建市级移民产业园区 5555 个个个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下达年度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218 个，开工 115 个，

已向县区拨付资金 1810 万元。制定了移民产业园区帮扶计划，建

立了 5个市级移民产业园区县级领导包联责任制。 

二十四、市旅游局 

1.1.1.1.推进南宫山国家推进南宫山国家推进南宫山国家推进南宫山国家 5A5A5A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创建国家创建国家创建国家创建国家 4A4A4A4A 级级级级

旅游景区两家旅游景区两家旅游景区两家旅游景区两家。。。。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正按照国家 5A 景区评审专家委员会实地调研意见

制定提升改造实施方案，大雄宝殿货运索道建成投用，护坎、挡

墙等基础工程完成工程量的 95%；完成投资 2364 万元，占年度投

资计划的 59.1%。双龙旅游度假景区景区大门建成投用，生态停车

场完成地面铺设，正对游客中心、景区酒店、桂花山庄进行装修

设计；完成投资 3480 万元，占年度任务的 43.5%。上坝河景区对

游客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进行了完善提升，正制作景区旅游标识

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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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牵头开展牵头开展牵头开展牵头开展““““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旅游景观提升工程建设旅游景观提升工程建设旅游景观提升工程建设旅游景观提升工程建设，，，，提升提升提升提升““““一一一一

江两岸江两岸江两岸江两岸””””旅游功能旅游功能旅游功能旅游功能。。。。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龙舟文化园、江滩公园一期建成投用，江滩公园

二期完成南侧车行道混凝土彩色压膜工程量的 60%；滨江大道三期

正进行路基施工和景观绿化招投标。 

3.3.3.3.启动安康市智慧旅游综合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启动安康市智慧旅游综合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启动安康市智慧旅游综合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启动安康市智慧旅游综合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正搭建安康市智慧旅游综合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后

台，对安康旅游手机 APP 客户端建设方案和栏目设置搭建框架进

行了修改论证。 

4.4.4.4.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培训 500050005000500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制定了 2015 年度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学习培训方

案，第一期培训的 1500 名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已通过验收评估，正

组织开展第二期培训。 

5.5.5.5.围绕吃围绕吃围绕吃围绕吃、、、、住住住住、、、、行行行行、、、、游游游游、、、、购购购购、、、、娱等要素各抓一个典型娱等要素各抓一个典型娱等要素各抓一个典型娱等要素各抓一个典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吃”方面，组织安康宾馆参加了 2015 年全省饭

店业技能比武大赛；“住”方面，组织明江国际酒店参加了 2015

年度高星级饭店内审员培训班，明江酒店对前台接待人员、楼层

服务人员开展了专题培训；“行”方面，印发了《安康市 2015 年

整顿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工作实施方案》，暂未确定拟推广典型名

单；“游”方面，对南宫山、燕翔洞国家 4A 级景区进行了暗访，

对照国家标准提出整改意见，两景区正制定整改方案，拟在南宫

山、燕翔洞两家景区中选定一家作为典型进行提升；“购”方面，

完成了《安康旅游商品规划》初稿，暂未确定拟推广典型名单；“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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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紫阳县组织 100 人开展了民歌专题培训。 

6.6.6.6.助推瀛湖生态旅游区与陕文投合作开发产业基地建设助推瀛湖生态旅游区与陕文投合作开发产业基地建设助推瀛湖生态旅游区与陕文投合作开发产业基地建设助推瀛湖生态旅游区与陕文投合作开发产业基地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制定了2015年瀛湖文化旅游景区建设实施方案，

现场踏勘了火石岩码头综合服务区，瀛湖水上运动基地项目水上

浮筒平台已到位，正办理项目前期手续。 

二十五、市政府金融办 

1.1.1.1.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 20%20%20%2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存贷比存贷比存贷比存贷比 55%55%55%55%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截止 4 月底，全市金融业各项存款余额达 949.74

亿元，同比增长 18.6%；各项贷款余额达 517.16 亿元，同比增长

23.94%；存贷比达 54.45%，比一季度末提高了 0.52 个百分点。 

2.2.2.2.年底前完成年底前完成年底前完成年底前完成 1111 家村镇银行筹建工作家村镇银行筹建工作家村镇银行筹建工作家村镇银行筹建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拟增加的 4 家参股民营企业入

股资格申请资料已报省银监局，暂未批复。 

3.3.3.3.做好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工作做好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工作做好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工作做好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工作，，，，力争实现我市中小力争实现我市中小力争实现我市中小力争实现我市中小企业在新企业在新企业在新企业在新

三板挂牌的三板挂牌的三板挂牌的三板挂牌的““““零突破零突破零突破零突破””””。。。。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加大对安康北医大、阳晨牧业、中科纳米、华银

科技等企业上市的指导力度，正进行华银科技企业股份制改制。 

4.4.4.4.强化对地方性融资机构经营监管强化对地方性融资机构经营监管强化对地方性融资机构经营监管强化对地方性融资机构经营监管，，，，打击非法集资行为打击非法集资行为打击非法集资行为打击非法集资行为,,,,切实切实切实切实

防范各类金融风险防范各类金融风险防范各类金融风险防范各类金融风险。。。。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在安康日报、安康电视台、安康人民广播电台设

置了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专栏，编制发放《防范和打击非法

集资宣传册》500 册，印发了《安康市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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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排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会同市工商局、银监局、公安局查处

涉嫌非法集资案件 1 起。 

二十六、市公安局 

1.1.1.1.深入开展深入开展深入开展深入开展““““五霸五霸五霸五霸””””（（（（村霸村霸村霸村霸、、、、街霸街霸街霸街霸、、、、市霸市霸市霸市霸、、、、沙霸沙霸沙霸沙霸、、、、路霸路霸路霸路霸））））整治整治整治整治

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组织组织组织组织““““打盗抢打盗抢打盗抢打盗抢、、、、防诈骗防诈骗防诈骗防诈骗、、、、破小案破小案破小案破小案、、、、暖民心暖民心暖民心暖民心””””百日会战百日会战百日会战百日会战，，，，

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达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达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达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达 92%92%92%92%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共破获“五霸”类案件 85 起，刑事拘留 38

人，行政拘留 147 人。百日会战行动开展以来，共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 595 起，查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89 名，打掉团伙 14 个 66 人。

全市“两抢一盗一骗”侵财案件共立案 1231 起，同比下降 26.2%；

破案 377 起。全市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问卷调查工作由省综治办

牵头开展。 

2.2.2.2.全市命案侦破率全市命案侦破率全市命案侦破率全市命案侦破率 92%92%92%92%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共发命案 14 起，破案 14 起，破获率达 100%。 

3.3.3.3.完善完善完善完善 122122122122、、、、125125125125 联勤联动模式联勤联动模式联勤联动模式联勤联动模式，，，，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控制在省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控制在省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控制在省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控制在省

市下达范围之内市下达范围之内市下达范围之内市下达范围之内。。。。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创建了包贸高速小河至五里“122”示范路段，安

川中队打造了 3个“122”样板点；公安交警各大队指导辖区内乡

镇政府对“125”联勤联动劝导站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明确了任

务和分布位置。全市共发生一般交通事故 75 起，死亡 13 人，同

比分别下降 17.58%、13.33%。 

4.104.104.104.10 月底前完成市公安局业务技术大楼月底前完成市公安局业务技术大楼月底前完成市公安局业务技术大楼月底前完成市公安局业务技术大楼（（（（含指挥中心含指挥中心含指挥中心含指挥中心））））和武和武和武和武

警支队指挥中心建设任务警支队指挥中心建设任务警支队指挥中心建设任务警支队指挥中心建设任务，，，，完成市公安局机关搬迁及资产移交工完成市公安局机关搬迁及资产移交工完成市公安局机关搬迁及资产移交工完成市公安局机关搬迁及资产移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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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作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市公安局业务技术大楼完成总工程量的 90%，正进

行室内门窗、电梯、消防空调、弱电安装；指挥中心调度大厅和

刑警支队办案中心完成装修招投标；市公安局机关资产暂未移交。

武警支队指挥中心业务技术大楼主体完成总工程量的 80%，正进行

室内吊顶、面板安装和卫生间、走廊瓷砖铺设。 

5.5.5.5.认真落实认真落实认真落实认真落实《《《《关于规范信访秩序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关于规范信访秩序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关于规范信访秩序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关于规范信访秩序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

罪行为的通告罪行为的通告罪行为的通告罪行为的通告》，》，》，》，依法妥善处置非访群访依法妥善处置非访群访依法妥善处置非访群访依法妥善处置非访群访。。。。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处理非访11件14人次，警告2人次，未发生集体非

访群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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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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