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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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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三） 

 

二十七、市司法局 

1.1.1.1.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00100100100 件件件件。。。。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8 件，占年度任务的 18%。 

2.52.52.52.5 月底前与安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月底前与安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月底前与安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月底前与安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法治之声法治之声法治之声法治之声》》》》栏目栏目栏目栏目。。。。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播报《法治之声》24 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

承诺任务。 

3.63.63.63.6 月底前完成法治精品剧县区巡回演出任务月底前完成法治精品剧县区巡回演出任务月底前完成法治精品剧县区巡回演出任务月底前完成法治精品剧县区巡回演出任务。。。。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法治精品剧《冤家路宽》已在除镇坪县外的 9 县

区和部分镇进行了演出。 

4.4.4.4.培训人民调解员培训人民调解员培训人民调解员培训人民调解员 200200200200 名名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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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制定了培训方案，待全市村两委换届结束后开展

培训。 

5.5.5.5.年底前完成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年底前完成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年底前完成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年底前完成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监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监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监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监

管和服务管和服务管和服务管和服务，，，，全市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全市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全市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全市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 0.2%0.2%0.2%0.2%。。。。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汉滨、汉阴、宁陕、紫阳、石泉、平利、岚皋7县

区社区矫正中心建成投用；与市委组织部联合举办了全市社区矫

正工作业务培训班，对230余名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无社区矫正人

员再犯罪。 

二十八、市食药局 

1.1.1.1.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全市杜绝发生全市杜绝发生全市杜绝发生全市杜绝发生ⅢⅢⅢⅢ级以上重大食品安全级以上重大食品安全级以上重大食品安全级以上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事故事故事故。。。。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五一”期间联合汉滨区食药局对中心城区农贸市

场、超市、商店、餐饮店进行了食品安全检查，全市未发生Ⅲ级

以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2.2.2.2.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案件办结回复率达到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案件办结回复率达到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案件办结回复率达到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案件办结回复率达到 100%100%100%100%。。。。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立案 36 起，办结 36 起，办结

回复率达 100%。 

3.3.3.3.强化对食品强化对食品强化对食品强化对食品、、、、药品药品药品药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化妆品化妆品化妆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的市场监医疗器械的市场监医疗器械的市场监医疗器械的市场监

管管管管，，，，全年开展全年开展全年开展全年开展 5555 次以上专项整治次以上专项整治次以上专项整治次以上专项整治。。。。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校园食堂及周边食品安全、农村药品和医疗

器械专项整治，正开展“四品一械”专项整治。食品药品违法案

件共立案284件，结案237件，简易程序案件255件，移交公安机关

15起，捣毁制假窝点1处，对10家违法企业进行了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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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市民宗局 

1.1.1.1.新培育建设新培育建设新培育建设新培育建设 2222 个市级民族产业园区个市级民族产业园区个市级民族产业园区个市级民族产业园区。。。。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宁陕县江口回族镇核桃产业园区正开展优秀核桃

育苗和种管。确定汉滨区枫叶源牛羊养殖产业园为 2015 年市级民

族产业园区培育对象，已流转土地 1500 亩。 

2.2.2.2.协助做好静宁市场建设和东关片区南正街改造提升协助做好静宁市场建设和东关片区南正街改造提升协助做好静宁市场建设和东关片区南正街改造提升协助做好静宁市场建设和东关片区南正街改造提升。。。。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在南正街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进社区活动，投资

30 万元对清真南寺南北厢房进行了改造。 

3.73.73.73.7 月底前完成全市治理乱建庙宇专项工作月底前完成全市治理乱建庙宇专项工作月底前完成全市治理乱建庙宇专项工作月底前完成全市治理乱建庙宇专项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纳入治理的庙宇场所共207处，已治理乱建庙

宇194处，占治理任务的94%。 

三十、市消防支队 

1.1.1.1.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验收时限验收时限验收时限验收时限，，，，由由由由 20202020 个工作日缩短为个工作日缩短为个工作日缩短为个工作日缩短为

16161616 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由由由由

13131313 个工作日缩短为个工作日缩短为个工作日缩短为个工作日缩短为 10101010 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按承诺缩短了工作日。 

2.2.2.2.拓宽消防服务宣传渠道拓宽消防服务宣传渠道拓宽消防服务宣传渠道拓宽消防服务宣传渠道，，，，5555 月底前在月底前在月底前在月底前在““““安康消防安康消防安康消防安康消防””””网网网网、、、、腾腾腾腾

讯讯讯讯、、、、新浪微博及时宣传消防常识新浪微博及时宣传消防常识新浪微博及时宣传消防常识新浪微博及时宣传消防常识、、、、发布消防安全相关信息发布消防安全相关信息发布消防安全相关信息发布消防安全相关信息，，，，方便方便方便方便

群众了解消防常识群众了解消防常识群众了解消防常识群众了解消防常识，，，，6666 月底前向社会开放消防队站月底前向社会开放消防队站月底前向社会开放消防队站月底前向社会开放消防队站。。。。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全市消防部队共开通官方微博 13 个 、发布消防

安全信息 6200 余条，开通官方认证微信 12 个、发布消防安全信

息 2100 余条；在白天鹅广场、金州广场组织宣传活动 2 次；5 月

份全市向社会、企事业单位开放消防队站 6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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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向辖区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向辖区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向辖区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向辖区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提供技术服务。。。。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组织技术服务队对全市 1005 家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进行了指导，制定消防安全档案的单位已达 426 家。 

三十一、恒口示范区 

1.1.1.1.重点镇建设方面重点镇建设方面重点镇建设方面重点镇建设方面。。。。实现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全面收官实现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全面收官实现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全面收官实现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全面收官，，，，全全全全

年完成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投资年完成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投资年完成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投资年完成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投资 3.63.63.63.6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投资 1.677 亿元，占年度任务 46.5%。 

2.2.2.2.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污水处理厂完工并进入调试阶段污水处理厂完工并进入调试阶段污水处理厂完工并进入调试阶段污水处理厂完工并进入调试阶段；；；；月月月月

滨南大道滨南大道滨南大道滨南大道、、、、月滨北大道和永安大桥建成通车月滨北大道和永安大桥建成通车月滨北大道和永安大桥建成通车月滨北大道和永安大桥建成通车；；；；月月月月滨南大道产业园滨南大道产业园滨南大道产业园滨南大道产业园

区段一期工程完工区段一期工程完工区段一期工程完工区段一期工程完工；；；；““““恒口之心恒口之心恒口之心恒口之心””””开发全面启动开发全面启动开发全面启动开发全面启动，，，，配套路网建成配套路网建成配套路网建成配套路网建成；；；；

飞地园区一路竣工飞地园区一路竣工飞地园区一路竣工飞地园区一路竣工。。。。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污水处理厂完成进场道路建设，厂区主体完成总

工程量 85%；累计完成投资 68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90%。月滨南

大道完工；永安大桥建成待验收；月滨北大道因征地问题停工；

月滨南大道产业园区一期工程正进行厂区道路建设，道路全长

2.47KM，正进行 1KM 道路路基回填，完成投资 1200 万元；“恒口

之心”数字化创业中心共 12 层，已建至第 5层，完成路网设计，

正进行预算招投标，完成投资 1300 万元。“飞地一路”完工。 

3.3.3.3.移民移民移民移民安置社区建设方面安置社区建设方面安置社区建设方面安置社区建设方面。。。。全年完成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全年完成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全年完成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全年完成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

安置用房建设任务安置用房建设任务安置用房建设任务安置用房建设任务 1350135013501350 户户户户，，，，其中凤凰社区其中凤凰社区其中凤凰社区其中凤凰社区 500500500500 户户户户，，，，恒大新天地恒大新天地恒大新天地恒大新天地

300300300300 户户户户，，，，滨水宜居区滨水宜居区滨水宜居区滨水宜居区 200200200200 户户户户，，，，恒口恒口恒口恒口、、、、大同两镇安置点大同两镇安置点大同两镇安置点大同两镇安置点 350350350350 户户户户。。。。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开工建设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安置用房1350户；

其中凤凰社区 500 户基本建成，正进行社区道路、供水和配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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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恒大新天地开工建设 300 户，其中 200 户主体完工；滨

水宜居区 200 户完成地基开挖，已启动主体建设；恒口、大同两

镇安置点 350 户在建，其中 100 户主体完工，250 户正进行主体建

设。 

三十二、瀛湖生态旅游区 

1.1.1.1.务实推进与陕务实推进与陕务实推进与陕务实推进与陕文投的合作文投的合作文投的合作文投的合作，，，，6666 月底前完成瀛湖景区国有经月底前完成瀛湖景区国有经月底前完成瀛湖景区国有经月底前完成瀛湖景区国有经

营性资产整合营性资产整合营性资产整合营性资产整合、、、、评估和股份制改革工作评估和股份制改革工作评估和股份制改革工作评估和股份制改革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景区经营性资产评估报告初稿，正进行比对

审核。 

2.2.2.2.组织实施好景区一期开发组织实施好景区一期开发组织实施好景区一期开发组织实施好景区一期开发，，，，10101010 月底前实施翠屏岛月底前实施翠屏岛月底前实施翠屏岛月底前实施翠屏岛、、、、金螺岛金螺岛金螺岛金螺岛

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改造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改造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改造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改造，，，，年内完成火石岩码头及配套公共服务设年内完成火石岩码头及配套公共服务设年内完成火石岩码头及配套公共服务设年内完成火石岩码头及配套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施建设施建设施建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翠屏岛、金螺岛和翠屏岛、金螺岛酒店整体

改造初步设计方案，初步确定火石岩码头旅游服务区总体布局，

正优化重要建筑、景观节点设计方案，火石岩码头建设正进行勘

测设计和征迁，翠屏岛水上平台及岸上配套设施已开工建设。 

3.3.3.3.实施牛蹄岭战斗遗址公园项目建设实施牛蹄岭战斗遗址公园项目建设实施牛蹄岭战斗遗址公园项目建设实施牛蹄岭战斗遗址公园项目建设，，，，年内完成一期建设任年内完成一期建设任年内完成一期建设任年内完成一期建设任

务务务务。。。。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召开了征地协调会，同步展开了进地入户实测丈

量。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方案、总体规划方案、

用地申请暂未批复。 

4.104.104.104.10 月月月月 1111 日前完成船舶运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日前完成船舶运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日前完成船舶运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日前完成船舶运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了安康瀛湖景区现有游船运营资料收集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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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改制工作方案》初稿拟制，出台了瀛湖交通运输管理公司相关

制度。 

三十三、安康供电局 

1.51.51.51.5 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 110KV110KV110KV110KV 东郊变电站东郊变电站东郊变电站东郊变电站；；；；10101010 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

110KV110KV110KV110KV 冷水变电站冷水变电站冷水变电站冷水变电站。。。。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110KV 东郊变电站建站工程和输电线路工程已在承

诺时限内竣工；因站外市政配套工程电力管沟未修建导致 10 千伏

电力无法送出。110KV 冷水变电站正进行主厂房基础开挖；线路全

长 16.81KM，需组立铁塔 38 基，已开挖铁塔基础 32 基，浇筑铁塔

混泥土基础 27 基；完成投资 35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0.9%。 

2.82.82.82.8 月底前开工建设月底前开工建设月底前开工建设月底前开工建设 110KV110KV110KV110KV 高新变电站高新变电站高新变电站高新变电站，，，，建设周期建设周期建设周期建设周期 12121212 个月个月个月个月。。。。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完成施工设计、监理和施工招标，因设计站址高

程与规划的引接道路高程相差 6米，尚未开工建设。完成投资 2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6%。 

3.3.3.3.深化住宅小区配电设施建设管理改革深化住宅小区配电设施建设管理改革深化住宅小区配电设施建设管理改革深化住宅小区配电设施建设管理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出在试点的基础上出在试点的基础上出在试点的基础上出

台管台管台管台管理办法理办法理办法理办法。。。。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安康市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维护和改造办

法》已下发执行。    

三十四、地电安康分公司 

1.1.1.1.年底前建成投运年底前建成投运年底前建成投运年底前建成投运 110KV110KV110KV110KV 宁陕江口变电站宁陕江口变电站宁陕江口变电站宁陕江口变电站。。。。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变电站土建工程因征地问题处于停工状态；线路

工程全长 52.3KM，需组立铁塔 137 基，已开挖铁塔基础 134 基，

其中浇筑铁塔混泥土基础 129 基，组立铁塔 119 基，展放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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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4KM；完成投资 758 万元，占年度任务的 29.02%。 

2.2.2.2.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开工建设 35KV35KV35KV35KV 岚皋民主输变电工程岚皋民主输变电工程岚皋民主输变电工程岚皋民主输变电工程。。。。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初步设计已报集团公司待批复；累计投资 43 万元，

占年度任务的 4.78%。 

3.3.3.3.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加快农村电网改造，，，，新建新建新建新建 10KV10KV10KV10KV 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15015015015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改造改造改造改造 10KV10KV10KV10KV

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14014014014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安装配电变压器安装配电变压器安装配电变压器安装配电变压器 263263263263 台台台台,,,,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0.4KV0.4KV0.4KV0.4KV 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193193193193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户表改造户表改造户表改造户表改造 1.931.931.931.93 万户万户万户万户。。。。完成电网基础设施投资完成电网基础设施投资完成电网基础设施投资完成电网基础设施投资 1.361.361.361.36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10KV以下电网新建、改造工程第一批电杆、导线、

变压器等4类材料招标完成，已开工项目29个，新建和改造10KV线

路16.19公里，安装配电变压器6台，新建和改造0.4KV线路16.93

公里；完成投资1542.65万元，占年度任务的11.35%。 

三十五、安康水电厂 

1.1.1.1.积极参与瀛湖漂浮物打捞工作积极参与瀛湖漂浮物打捞工作积极参与瀛湖漂浮物打捞工作积极参与瀛湖漂浮物打捞工作，，，，保护汉江水保护汉江水保护汉江水保护汉江水质质质质。。。。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就汉江干流、任何支流漂浮物打捞问题与市环保

局、瀛湖管委会进行了衔接沟通和现场核实。 

2.2.2.2.坚持防汛第一坚持防汛第一坚持防汛第一坚持防汛第一，，，，严格执行上级防汛指令严格执行上级防汛指令严格执行上级防汛指令严格执行上级防汛指令，，，，及时错峰消峰及时错峰消峰及时错峰消峰及时错峰消峰，，，，

确保汉江平安度汛确保汉江平安度汛确保汉江平安度汛确保汉江平安度汛。。。。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14 套泄洪闸门、大坝安全检测系统运行正常，开

展汛前检查 2次，完成问题整改 54 项；对水情自动测报系统遥测

外站进行了巡检，对 8 个水位雨量站、25 个雨量站进行了全面排

查检修。 

3.3.3.3.科学调度科学调度科学调度科学调度、、、、合理利用水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保障汉江生态基流保障汉江生态基流保障汉江生态基流保障汉江生态基流。。。。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每天最少保持1台大机组运行，最低下泄约150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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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的生态基流流量。 

三十六、安康银监分局 

1.1.1.1.督导督导督导督导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优优优优

化信贷结构化信贷结构化信贷结构化信贷结构，，，，全年贷款增速达到全年贷款增速达到全年贷款增速达到全年贷款增速达到 20%20%20%20%。。。。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截止 4 月底，全市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 517.17 亿

元，较年初增加 42.81 亿元，同比增长 23.94%。 

2.2.2.2.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切实履行监管职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辖内银行确保辖内银行确保辖内银行确保辖内银行

业不发生系统性业不发生系统性业不发生系统性业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辖内银行未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3.3.3.3.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年内完成年内完成年内完成年内完成 1111 家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工作家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工作家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工作家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工作，，，，

设立设立设立设立 1111 家村镇银行家村镇银行家村镇银行家村镇银行。。。。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石泉、汉阴、紫阳、白河、旬阳、平利6县设立了

农村商业银行，岚皋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工作获银监会批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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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人民银行安康中心支行 

1.1.1.1.确保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确保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确保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确保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2015201520152015 年末涉农贷款增速年末涉农贷款增速年末涉农贷款增速年末涉农贷款增速、、、、小微企小微企小微企小微企

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截止 4 月底，全市各项贷款余额达 517.17 亿元，

同比增长 23.94%；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305.2 亿元，较年初增加

29.81 亿元，同比增长 24.7%，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0.76 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10.48 亿元，较年初增加 9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低于全部贷款增速 0.9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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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全力做好农全力做好农全力做好农全力做好农村改革试点工作村改革试点工作村改革试点工作村改革试点工作，，，，用足用活货币政策工具用足用活货币政策工具用足用活货币政策工具用足用活货币政策工具，，，，支支支支

农再贷款余额达到农再贷款余额达到农再贷款余额达到农再贷款余额达到 20202020 亿以上亿以上亿以上亿以上。。。。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支农再贷款余额 20.29 亿元，全年已累计投放

18.19 亿元。 

3.3.3.3.深入推动深入推动深入推动深入推动““““三县一带三县一带三县一带三县一带””””金融创新示范试点工程金融创新示范试点工程金融创新示范试点工程金融创新示范试点工程。。。。打造旬阳打造旬阳打造旬阳打造旬阳

““““民生金融创新示范县民生金融创新示范县民生金融创新示范县民生金融创新示范县””””；；；；石泉石泉石泉石泉““““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宁陕宁陕宁陕宁陕““““农农农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月河川道月河川道月河川道月河川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培育

示范带示范带示范带示范带””””，，，，进一步发挥金融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金融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金融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金融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旬阳县推出了财政惠农补贴一卡（折）通小额担

保贷款业务，共办理“惠农贷”300 笔 2459 万元。石泉县、宁陕

县、月河川道金融创新示范试点工程本月无新进展。 

4.4.4.4.持续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2015201520152015 年力争新开设年力争新开设年力争新开设年力争新开设 10101010 家金家金家金家金

融超市融超市融超市融超市，，，，新增设助农取款点新增设助农取款点新增设助农取款点新增设助农取款点 20202020 个个个个。。。。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在平利、宁陕、白河、汉阴、石泉县新设立金

融超市6家、助农取款点8个，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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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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