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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2016 年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 

进展情况通报（续一） 

 

七、市住建局 

1.1.1.1.全面启动东坝二期全面启动东坝二期全面启动东坝二期全面启动东坝二期、、、、西坝西坝西坝西坝、、、、长春长春长春长春、、、、黄沟黄沟黄沟黄沟、、、、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5555 个片区棚个片区棚个片区棚个片区棚

户区改造户区改造户区改造户区改造,,,,推进张岭及中渡路片区棚改推进张岭及中渡路片区棚改推进张岭及中渡路片区棚改推进张岭及中渡路片区棚改；；；；全年完成棚户区改造全年完成棚户区改造全年完成棚户区改造全年完成棚户区改造

15000150001500015000 户户户户，，，，建设公建设公建设公建设公（（（（廉廉廉廉））））租房租房租房租房 1500 1500 1500 1500 套套套套，，，，完成租赁户补贴完成租赁户补贴完成租赁户补贴完成租赁户补贴 2800280028002800 套套套套。。。。

东坝二期棚户区改造完成方案编制，落实开行贷款 9 亿元；西坝

片区棚户区改造签订拆迁协议 71 户，占拆迁任务的 4.8%；长春片

区棚户区改造启动长春路、长岭南路二期、董家沟路二期地勘及

初步设计，召开了第二次 PPP 项目推介会，改造实施方案修改意

见已报政府；黄沟片区棚户区改造落实开行贷款 4 亿元，印发了

改造方案；西南片区棚户区改造西郊公园一标段已开工；张岭片

区棚户区改造方案已报市政府审定；中渡路片区棚户区改造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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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已报市规委会。已完成棚户区改造 5730 户，开工建设公

（廉）租房 412 套，租赁补贴户数六月份以后开始统计。 

2.2.2.2.解决商品房解决商品房解决商品房解决商品房““““去库存去库存去库存去库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正搭建棚户区改造居民购房

信息系统。    

3.3.3.3.抓紧开展长春路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抓紧开展长春路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抓紧开展长春路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抓紧开展长春路项目建设前期工作，，，，长春路连接线长春路连接线长春路连接线长春路连接线（（（（红星红星红星红星

路二期路二期路二期路二期））））一季度开工建设一季度开工建设一季度开工建设一季度开工建设，，，，长春路及长春路地下管廊工程三季度长春路及长春路地下管廊工程三季度长春路及长春路地下管廊工程三季度长春路及长春路地下管廊工程三季度

全面开工建设全面开工建设全面开工建设全面开工建设。。。。长春路及地下管廊完成项目前期工作，正进行设

计、地勘。红星路二期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启动 2 家砖厂征迁，

未在承诺时限开工建设。 

4.4.4.4.开工建设长岭南路二期开工建设长岭南路二期开工建设长岭南路二期开工建设长岭南路二期、、、、瀛湖路改造瀛湖路改造瀛湖路改造瀛湖路改造、、、、黄沟东路一期黄沟东路一期黄沟东路一期黄沟东路一期，，，，龙龙龙龙

舟节前黄沟西路建成通车舟节前黄沟西路建成通车舟节前黄沟西路建成通车舟节前黄沟西路建成通车。。。。长岭南路二期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评

审，正进行设计及地勘招投标。瀛湖路改造正征求征迁补偿方案

意见。黄沟东路一期因征迁问题停工，仍无进展。黄沟西路完成

施工招投标，完成箱涵工程量的 40%，其他工程无进展。 

5.5.5.5.龙舟节前东坝泵站及污水管网完工龙舟节前东坝泵站及污水管网完工龙舟节前东坝泵站及污水管网完工龙舟节前东坝泵站及污水管网完工，，，，年底前东坝内环路建年底前东坝内环路建年底前东坝内环路建年底前东坝内环路建

成通车成通车成通车成通车。。。。东坝泵站完成招投标，正采购设备。东坝内环路及污水

管网开工，正进行土方开挖。 

6.6.6.6.龙舟节前完成龙舟节前完成龙舟节前完成龙舟节前完成 316316316316 国道城市过境段综合整治工程国道城市过境段综合整治工程国道城市过境段综合整治工程国道城市过境段综合整治工程（（（（一标段一标段一标段一标段））））

及沿街机械市场取缔及沿街机械市场取缔及沿街机械市场取缔及沿街机械市场取缔。。。。完成安旬路口人行地下通道装饰装修工程

量的 60%、水电三局桩板墙工程量的 70%、水稳层工程量的 77.5%、

路缘石工程量的 15%、人行道基础平整工程量的 20%、雨污水过街

管道工程量的 80%、强电管线工程量的 90%、天然气管道工程量的

30%。正寻找机电市场搬迁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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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7.97.9 月底前城东大桥建成通车月底前城东大桥建成通车月底前城东大桥建成通车月底前城东大桥建成通车。。。。三季度开工建设高井路二期三季度开工建设高井路二期三季度开工建设高井路二期三季度开工建设高井路二期

与南环东路十字立交与南环东路十字立交与南环东路十字立交与南环东路十字立交。。。。城东大桥主桥下部结构完工，上部结构完

成悬浇工程量的 75%；江南引桥主体贯通，正进行匝道及附属工程

施工；江北引桥完成桥台桩基，正进行中跨现浇段临时支架施工；

累计完成投资 54359 万元，完成工程量的 73%。高井路二期与南

环东路十字立交因东南片区改造未启动，无实质性进展。    

8.8.8.8.龙舟节前完成金州路一期改造龙舟节前完成金州路一期改造龙舟节前完成金州路一期改造龙舟节前完成金州路一期改造，，，，年底前完成兴安路改造工年底前完成兴安路改造工年底前完成兴安路改造工年底前完成兴安路改造工

程程程程。。。。金州路一期改造雷神殿十字交通组织信号灯已安装，交通岛

绿化、铺装完工，东、西、南三个方向已放行通车；管网铺设、

路基回填、水稳层工程完工，完成雷神殿至中心医院段沥青铺设；

中心医院开闭所临时配电设施土建完工；正修改完善中心医院门

前广场规划方案。兴安路改造完成初步设计及规划审批。 

9.79.79.79.7 月底前民兵训练基地建成投用月底前民兵训练基地建成投用月底前民兵训练基地建成投用月底前民兵训练基地建成投用。。。。已修建进场道路 700 米。    

10.10.10.10.龙舟节前开工建设滨江大道三期东段工程龙舟节前开工建设滨江大道三期东段工程龙舟节前开工建设滨江大道三期东段工程龙舟节前开工建设滨江大道三期东段工程。。。。完成施工图纸

设计，正进行招投标。 

11.11.11.11.启动南环快速干道综合整治工程启动南环快速干道综合整治工程启动南环快速干道综合整治工程启动南环快速干道综合整治工程，，，，年底前完成电力管沟年底前完成电力管沟年底前完成电力管沟年底前完成电力管沟、、、、

天然气天然气天然气天然气、、、、辅道辅道辅道辅道、、、、市场建设及绿化景观提升市场建设及绿化景观提升市场建设及绿化景观提升市场建设及绿化景观提升。。。。已编制设计方案。    

12.12.12.12.启动汉调二黄文化园二期工程建设启动汉调二黄文化园二期工程建设启动汉调二黄文化园二期工程建设启动汉调二黄文化园二期工程建设，，，，年底前完成江滩公园年底前完成江滩公园年底前完成江滩公园年底前完成江滩公园

三期工程量的三期工程量的三期工程量的三期工程量的 60%60%60%60%，，，，建成西郊公园建成西郊公园建成西郊公园建成西郊公园。。。。汉调二黄文化园二期纳入黄沟

片区棚户区改造，正对规划方案进行完善。江滩公园三期正与水

利部门衔接设计方案。西郊公园完成临建搭设、塔吊安装、古建

图纸设计，正办理质检手续及施工许可证。 

13131313．．．．9999 月底前完成一期月底前完成一期月底前完成一期月底前完成一期 25252525 个公共自行车站台及附属设施建设个公共自行车站台及附属设施建设个公共自行车站台及附属设施建设个公共自行车站台及附属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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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公共自行车投放公共自行车投放公共自行车投放公共自行车 500500500500 辆辆辆辆。。。。完成方案设计、布点规划、设备选型、

项目可行性专家论证，正采购设备。    

14.14.14.14.完成市行政中心周边绿化提升改造及节点增绿完成市行政中心周边绿化提升改造及节点增绿完成市行政中心周边绿化提升改造及节点增绿完成市行政中心周边绿化提升改造及节点增绿，，，，在人员密在人员密在人员密在人员密

集路口建设集路口建设集路口建设集路口建设 2222 处交通组织处交通组织处交通组织处交通组织，，，，建设公交港湾建设公交港湾建设公交港湾建设公交港湾 5555 处处处处，，，，新增停车泊位新增停车泊位新增停车泊位新增停车泊位 500500500500

个个个个，，，，新建公厕新建公厕新建公厕新建公厕 5555 座座座座。。。。改造提升教场社区改造提升教场社区改造提升教场社区改造提升教场社区 5555 条背街小巷条背街小巷条背街小巷条背街小巷。。。。卫校十字

绿化工程完工，市骨科医院绿化工程正栽植绿化苗木。拟定了交

通组织建设初步选址意见。公交港湾建设完成站点方案设计，正

编制工程预算。香溪洞公厕建成投用，中心医院公厕正进行干挂

石材施工，江滩公园一厕正进行内部装修，江滩公园二厕正进行

主体施工，董家沟路公厕正进行招投标。停车场建设正进行方案

设计。双堤东 I 巷改造正办理政府采购手续，富民一巷、富民二

巷、东巷子支巷等 6 条背街小巷改造正办理建设方案审批手续。 

15.15.15.15.加快气化工程建设加快气化工程建设加快气化工程建设加快气化工程建设，，，，建成中压管网建成中压管网建成中压管网建成中压管网 2020202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新建加气站新建加气站新建加气站新建加气站

1111 座座座座，，，，入户入户入户入户 8888 万户万户万户万户，，，，发展用气大户发展用气大户发展用气大户发展用气大户 100100100100 家家家家。。。。新建中压管网 3.71 公

里，完成年度任务的 18.6%；关庙、五里加气站正进行选址；新入

户 3495 户，累计入户 74771 户，完成年度任务的 35%；新发展用

气大户 5 家，完成年度任务的 5%。    

16.16.16.16.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关庙镇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关庙镇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关庙镇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关庙镇

唐淌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唐淌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唐淌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唐淌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成立帮扶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方案，

帮助完成了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及 2016－2017 年脱贫发展规划，实

行党员干部一对一帮扶。    

八、市扶贫开发局 

1.1.1.1.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200200200200 个贫困村个贫困村个贫困村个贫困村、、、、12.212.212.212.2 万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万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万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万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脱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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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人口为年底统计指标，暂未统计。    

2.2.2.2.规划建设避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规划建设避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规划建设避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规划建设避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 230230230230 个个个个，，，，搬迁安置群搬迁安置群搬迁安置群搬迁安置群

众众众众 2.72.72.72.7 万户万户万户万户 10.210.210.210.2 万人万人万人万人，，，，争取中省投资争取中省投资争取中省投资争取中省投资 20202020 亿元以上亿元以上亿元以上亿元以上。。。。已开工建设

23055 套，其中主体在建 18938 套，主体完工 3657 套，达到入住

条件 460 套；争取中省投资 10 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50%。    

3.3.3.3.完成洪灾威胁户完成洪灾威胁户完成洪灾威胁户完成洪灾威胁户、、、、地质灾害威胁户搬迁安置地质灾害威胁户搬迁安置地质灾害威胁户搬迁安置地质灾害威胁户搬迁安置；；；；推进社区规推进社区规推进社区规推进社区规

范化管理范化管理范化管理范化管理，，，，抓好抓好抓好抓好““““一区一策一区一策一区一策一区一策、、、、一户一法一户一法一户一法一户一法””””增收致富试点扩面提升增收致富试点扩面提升增收致富试点扩面提升增收致富试点扩面提升，，，，

抓好旧宅腾退和抓好旧宅腾退和抓好旧宅腾退和抓好旧宅腾退和““““两证两证两证两证””””办理办理办理办理。。。。完成洪灾威胁户、地质灾害威胁

户精准摸底，任务已分解到县区，搬迁安置全面启动，已拆除 7600

户，腾退土地 3500 亩。    

4.4.4.4.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 3333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扶持产业化经营扶持产业化经营扶持产业化经营扶持产业化经营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17171717 个个个个。。。。完成土地治理 7500 亩，完成产业化项目建设实施方

案编制。    

5.5.5.5.创建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创建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创建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创建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区区区；；；；深化五县区金融扶贫试深化五县区金融扶贫试深化五县区金融扶贫试深化五县区金融扶贫试

点点点点，，，，全市投放金融扶贫贷款全市投放金融扶贫贷款全市投放金融扶贫贷款全市投放金融扶贫贷款 5555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

已获国家批复，实施方案已报市政府审定，正筹建扶贫开发投资

公司、开展转贷业务试点。全市累计投放金融扶贫贷款 0.99 亿元，

占年度任务的 19.8%。    

6.6.6.6.实现农村贫困家庭中实现农村贫困家庭中实现农村贫困家庭中实现农村贫困家庭中、、、、高职学生和本科大学生资助全覆盖高职学生和本科大学生资助全覆盖高职学生和本科大学生资助全覆盖高职学生和本科大学生资助全覆盖，，，，

实施农村贫困家庭存量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培训实施农村贫困家庭存量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培训实施农村贫困家庭存量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培训实施农村贫困家庭存量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培训 5000500050005000 人人人人。。。。农村贫

困家庭中、高职学生资助正进行摸底统计，大学本科学生资助和

农村贫困家庭存量劳动力培训正在进行资金项目备案。    

7.7.7.7.对当年计划脱贫的贫困村对当年计划脱贫的贫困村对当年计划脱贫的贫困村对当年计划脱贫的贫困村、、、、贫困户落实部门贫困户落实部门贫困户落实部门贫困户落实部门（（（（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和党和党和党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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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干部结对帮员干部结对帮员干部结对帮员干部结对帮扶全覆盖扶全覆盖扶全覆盖扶全覆盖，，，，确保计划脱贫的贫困村确保计划脱贫的贫困村确保计划脱贫的贫困村确保计划脱贫的贫困村、、、、贫困户获得至贫困户获得至贫困户获得至贫困户获得至

少一项政策扶持少一项政策扶持少一项政策扶持少一项政策扶持；；；；强化强化强化强化 112112112112 个市直个市直个市直个市直、、、、中省驻安单位驻村帮扶中省驻安单位驻村帮扶中省驻安单位驻村帮扶中省驻安单位驻村帮扶 106106106106

个贫困村个贫困村个贫困村个贫困村。。。。完成社会扶贫投入完成社会扶贫投入完成社会扶贫投入完成社会扶贫投入 1111 亿元以上亿元以上亿元以上亿元以上。。。。已实现 200 个贫困村

部门帮扶、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市直帮扶部门帮扶贫困村计

划已确定，驻村干部已驻村开展工作；完成社会扶贫投入 0.3 亿

元，占年度任务的 30%。 

8.8.8.8.完成市到县区完成市到县区完成市到县区完成市到县区、、、、镇办三级精准脱贫镇办三级精准脱贫镇办三级精准脱贫镇办三级精准脱贫（（（（避灾扶贫搬迁避灾扶贫搬迁避灾扶贫搬迁避灾扶贫搬迁））））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系统建设系统建设系统建设系统建设。。。。系统服务器及存储硬件设备已交付使用，正进行软件

系统远程调试测试。 

9.9.9.9.建成移民搬迁博物馆建成移民搬迁博物馆建成移民搬迁博物馆建成移民搬迁博物馆。。。。建设方案已报市政府审批。 

九、市国土局 

1.1.1.1.全面完成全面完成全面完成全面完成 1111 万万万万亩补充耕地任务亩补充耕地任务亩补充耕地任务亩补充耕地任务，，，，实现占补平衡实现占补平衡实现占补平衡实现占补平衡。。。。制定下发

了《关于认真做好 2016 年补充耕地工作的通知》，各县区正进行

项目踏勘。 

2.2.2.2.抓好抓好抓好抓好““““三区两园三区两园三区两园三区两园””””和和和和““““飞地经济飞地经济飞地经济飞地经济””””园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园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园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园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制定制定制定制定土地供给和管理办法土地供给和管理办法土地供给和管理办法土地供给和管理办法，，，，实行实行实行实行土地供应土地供应土地供应土地供应与与与与投资强度投资强度投资强度投资强度、、、、解决就业解决就业解决就业解决就业

和税收等挂钩和税收等挂钩和税收等挂钩和税收等挂钩。。。。加强闲置土地处置加强闲置土地处置加强闲置土地处置加强闲置土地处置，，，，配合推进立体标准化厂房建配合推进立体标准化厂房建配合推进立体标准化厂房建配合推进立体标准化厂房建

设设设设。。。。年度单位年度单位年度单位年度单位 GDPGDPGDPGDP 建设用地下降率建设用地下降率建设用地下降率建设用地下降率 4.6%4.6%4.6%4.6%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正进行闲置土地调

查摸底，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有关规定，依法依规进行标准化厂

房建设用地审批。正起草《安康市建设用地供给和管理办法》。    

3.3.3.3.加快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建设用地报批加快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建设用地报批加快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建设用地报批加快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建设用地报批，，，，全面完成全面完成全面完成全面完成 2016201620162016

年避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护坡挡墙项目建设任务年避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护坡挡墙项目建设任务年避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护坡挡墙项目建设任务年避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护坡挡墙项目建设任务，，，，抓好旧宅腾抓好旧宅腾抓好旧宅腾抓好旧宅腾

退和退和退和退和““““两证两证两证两证””””办理办理办理办理。。。。已申请上报避灾扶贫移民搬迁用地 2 个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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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亩。《关于 2016 年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护坡挡墙建设项目核查

情况的报告》已报省国土厅。正指导各县区进行旧宅基地腾退和

“两证”办理工作。    

4.4.4.4.加大贫困村土地治理力度加大贫困村土地治理力度加大贫困村土地治理力度加大贫困村土地治理力度，，，，全市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全市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全市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全市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6666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2016 年我市 6.26 万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已评审入

库，资金尚未下达。 

5.5.5.5.完成中省安排的完成中省安排的完成中省安排的完成中省安排的 4444 个特大型地质灾害治理和应急治理项个特大型地质灾害治理和应急治理项个特大型地质灾害治理和应急治理项个特大型地质灾害治理和应急治理项

目目目目。。。。白河县高级中学崩塌治理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岚皋县民主集

镇滑坡治理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 20%，江北小学滑坡治理项目基本

完工，平利县老县镇滑坡治理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 10%。    

6.6.6.6.完成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整合完成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整合完成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整合完成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整合，，，，市县两级不动产统一登市县两级不动产统一登市县两级不动产统一登市县两级不动产统一登

记工作全面运转记工作全面运转记工作全面运转记工作全面运转。。。。市级不动产登记业务梳理、流程再造和制度设

计已完成，办公设备已采购到位，正筹措信息平台建设资金。    

7.7.7.7.国土资源信息大厦建成投入使用国土资源信息大厦建成投入使用国土资源信息大厦建成投入使用国土资源信息大厦建成投入使用，，，，全面提升全面提升全面提升全面提升““““数字化国土数字化国土数字化国土数字化国土””””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完成地下室土方回填和空调主机安装，正进行外墙装修。    

8.8.8.8.严格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严格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严格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严格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大力发展绿色矿业，，，，推进清洁生推进清洁生推进清洁生推进清洁生

产产产产、、、、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转型升级转型升级转型升级转型升级。。。。依法严格探矿依法严格探矿依法严格探矿依法严格探矿、、、、采矿权管理和矿业权采矿权管理和矿业权采矿权管理和矿业权采矿权管理和矿业权

出让出让出让出让，，，，坚决遏制违规开山坚决遏制违规开山坚决遏制违规开山坚决遏制违规开山采石和乱批滥建行为采石和乱批滥建行为采石和乱批滥建行为采石和乱批滥建行为。。。。起草了《安康市

矿产资源开发保发展治粗放保安全治隐患保生态治污染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正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9.9.9.9.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岚皋县蔺河镇和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岚皋县蔺河镇和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岚皋县蔺河镇和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岚皋县蔺河镇和

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驻村第一书记轮换，开展了进村入

户结对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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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市规划局 

1111....开展安康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开展安康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开展安康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开展安康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年底前形成专项调研报年底前形成专项调研报年底前形成专项调研报年底前形成专项调研报

告告告告。。。。制定专题调研工作方案，正申请专项调研服务政府采购。 

2222....10101010 月底前编制完成中心城市月底前编制完成中心城市月底前编制完成中心城市月底前编制完成中心城市““““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天际线控制规划天际线控制规划天际线控制规划天际线控制规划、、、、

瀛湖干道景观风貌规划瀛湖干道景观风貌规划瀛湖干道景观风貌规划瀛湖干道景观风貌规划。。。。制定《编制“一江两岸”天际线控制规

划工作方案》，正申请规划编制服务政府采购。完成《瀛湖干道景

观风貌规划》规划评审，并报市规委会审定。 

3333....编制中心城市编制中心城市编制中心城市编制中心城市““““多规合一多规合一多规合一多规合一””””规划规划规划规划，，，，通过省住建厅技术审查通过省住建厅技术审查通过省住建厅技术审查通过省住建厅技术审查。。。。

制定编制工作方案，正申请规划编制服务政府采购。 

4444....北环线一标段开工建设北环线一标段开工建设北环线一标段开工建设北环线一标段开工建设。。。。正进行建设用地报批和 PPP 初步

方案修改完善，融资方案已报市政府审批。 

5555....汉江大剧院地上一层完工汉江大剧院地上一层完工汉江大剧院地上一层完工汉江大剧院地上一层完工。。。。已完成“三通一平”，正进行地

下及主体工程建设。 

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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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副中心镇建设当年完成投资个副中心镇建设当年完成投资个副中心镇建设当年完成投资个副中心镇建设当年完成投资

15.615.615.615.6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4 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完成投资 0.56 亿元，占年度任

务的 15%；12 个副中心镇完成投资 3.08 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22%。 

7777....培育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培育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培育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培育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5555 户户户户，，，，创建省级文明工地创建省级文明工地创建省级文明工地创建省级文明工地 10101010 个个个个，，，，中中中中

心城市市级文明工地覆盖率达到心城市市级文明工地覆盖率达到心城市市级文明工地覆盖率达到心城市市级文明工地覆盖率达到 80%80%80%80%，，，，保障房市级文明工地覆盖保障房市级文明工地覆盖保障房市级文明工地覆盖保障房市级文明工地覆盖

率达到率达到率达到率达到 100%100%100%100%。。。。培育陕西祥瑞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资质以上建

筑企业，占年度任务的 20%。创建安康诚鹏机电城 5#楼、安康职

业技术学院新校区行政综合楼及报告厅、岚皋县职教中心等 5 个

建设工地为省级文明工地，占年度任务的 50%。中心城市市级文明

工地覆盖率达 80%以上，保障房市级文明工地覆盖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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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新批建人防新批建人防新批建人防新批建人防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2222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新增地下停车位新增地下停车位新增地下停车位新增地下停车位 500500500500 个个个个。。。。已

完成 1.02 万平方米人防工程施工图技术性审查和审批。 

9999....持续开展持续开展持续开展持续开展““““两违两违两违两违””””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严格控制江南城区新建和改严格控制江南城区新建和改严格控制江南城区新建和改严格控制江南城区新建和改

扩建项目扩建项目扩建项目扩建项目。。。。制定了《安康中心城市江南城区规划控制管理办法》

和《关于安康中心城市江南城区规划控制管理办法具体控制指标

的说明》。共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106 份，查处工地 29

处，依法拆除违法建筑 29 户、4000 平方米。 

10.10.10.10.完成安康中心城市地下综合管线普查任务完成安康中心城市地下综合管线普查任务完成安康中心城市地下综合管线普查任务完成安康中心城市地下综合管线普查任务。。。。制定了《中心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方案》，完成了专家评审会议，发布了地下

管线普查招投标公告。 

11.11.11.11.做做做做好全市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规划指导好全市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规划指导好全市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规划指导好全市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规划指导、、、、评审工作评审工作评审工作评审工作。。。。完完完完

成汉滨区关家镇许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成汉滨区关家镇许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成汉滨区关家镇许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成汉滨区关家镇许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受理避灾扶贫搬迁安

置方案 11 个，审查 6 个。完成了精准脱贫贫困户调查摸底，共争

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5万元。 

十一、市旅游局 

1111．．．．创建国家创建国家创建国家创建国家 4A4A4A4A 级旅游景区级旅游景区级旅游景区级旅游景区 1111 家家家家，，，，抓好南宫山抓好南宫山抓好南宫山抓好南宫山 5A5A5A5A 级景区创建级景区创建级景区创建级景区创建。。。。

对天书峡景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进行了实地检查，正制

定创建方案，延长石油公司已预算景区建设费用 862 万元；修改

完善了《南宫山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提升方案》，正制定景观

质量送审视频短片和《南宫山 5A 级景区创建景观质量报告书》，

金顶大殿已封顶。 

2222．．．．在瀛湖在瀛湖在瀛湖在瀛湖、、、、南宫山景区开展南宫山景区开展南宫山景区开展南宫山景区开展““““五个一五个一五个一五个一””””活动活动活动活动。。。。瀛湖生态管委

会专题片正进行后期制作，解说词完成初稿，宣传册开始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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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谋划一台戏和一首主题歌。岚皋县报送了重点景区“五个一”

工作方案、组织结构、重点任务推进表，明确了工作任务和各阶

段工作重点。 

3333．．．．建立安康建立安康建立安康建立安康““““两微一端两微一端两微一端两微一端””””旅游综合资讯信息服务平台旅游综合资讯信息服务平台旅游综合资讯信息服务平台旅游综合资讯信息服务平台，，，，组织组织组织组织

开展大型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开展大型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开展大型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开展大型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4444 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 , , , 与国内知名旅游网站开展与国内知名旅游网站开展与国内知名旅游网站开展与国内知名旅游网站开展

旅游电商深度合作旅游电商深度合作旅游电商深度合作旅游电商深度合作。。。。已建立安康“两微一端”旅游综合资讯信息

服务平台，在重庆市区开展了安康市旅游专场推介活动，协助顺

风旅行社设立了驴妈妈商务中心，与途途旅游网对接了智慧旅游

战略合作事宜。 

4444．．．．创建三星级旅游饭店创建三星级旅游饭店创建三星级旅游饭店创建三星级旅游饭店 3333 家以上家以上家以上家以上。。。。对石泉县柳苑大酒店创建

进行了复评；正组织对镇坪大酒店创建工作进行复评；紫阳县汉

安酒店完成创建前期准备工作，正组织进行初评。 

5555．．．．开展富硒旅游特色商品进景区活动开展富硒旅游特色商品进景区活动开展富硒旅游特色商品进景区活动开展富硒旅游特色商品进景区活动。。。。制定下发了《安康富

硒旅游特色商品进景区活动的通知》，完成安康富硒旅游产品包装

设计，正进行景区富硒旅游商品展销区设置。 

6666．．．．策划安康美食旅游线路策划安康美食旅游线路策划安康美食旅游线路策划安康美食旅游线路，，，，制作安康美食旅游地图制作安康美食旅游地图制作安康美食旅游地图制作安康美食旅游地图，，，，规划和规划和规划和规划和

指导各县区抓好旅游美食街区建设指导各县区抓好旅游美食街区建设指导各县区抓好旅游美食街区建设指导各县区抓好旅游美食街区建设。。。。组织各县区策划了龙舟节美

食旅游线路，对安康手绘美食地图《米西安康》提出了修改意见，

指导石泉县、岚皋县制定了旅游美食街建设提升方案。 

7777．．．．认真抓好认真抓好认真抓好认真抓好 87878787 个国家个国家个国家个国家、、、、10101010 个市级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建设个市级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建设个市级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建设个市级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建设，，，，

完成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完成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完成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完成乡村旅游扶贫培训 500050005000500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完成了 9 个国家乡村旅游扶贫

试点村扶贫规划编制，其中岚皋县四季镇乡村旅游扶贫规划、旅

游总体规划、天平村概念性规划通过评审，正对其他 8 个国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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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试点村和 10 个市级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扶贫规划进行评

审；举办了学习贯彻《陕西省旅游条例》暨旅游行业“提质增效”

工作培训会；在宁陕、石泉、旬阳、平利、岚皋县开展了“互联

网+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共培训 1526 人次。 

8888．．．．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白河县构度任务和白河县构度任务和白河县构度任务和白河县构朳朳朳朳镇东坡村镇东坡村镇东坡村镇东坡村

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开展了扶贫结对帮扶，制定了“一户一策”

帮扶计划，建立了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村两委活动中心建设完成

招投标。 

十二、市城管局（市创建办）    

1.1.1.1.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推进健康城市建设推进健康城市建设推进健康城市建设推进健康城市建设。。。。制

定了《安康中心城市健康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督促相关部门

制定了 2016 年度食品、全民控烟、全民健身、合理膳食、城乡环

境整洁、保卫蓝天等 6 项活动计划，会同市卫计局组织召开了全

市病媒生物防制技术培训会，对市直卫生系统各单位第一季度双

创工作存在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2.2.2.2.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年底前通过国家林业局评估验收年底前通过国家林业局评估验收年底前通过国家林业局评估验收年底前通过国家林业局评估验收。。。。已

委托第三方开展创森评估，对市级创森重点单位档案资料进行了

检查摸底，对中心城区 2015 年创建园林式单位（居住区）进行了

验收。 

3.63.63.63.6 月底前建立安康中心城市管理运行体制机制月底前建立安康中心城市管理运行体制机制月底前建立安康中心城市管理运行体制机制月底前建立安康中心城市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安康市数

字化城管工作实施方案》已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报市政府审定。 

4.4.4.4.年底前建成市级数字化城管一级平台年底前建成市级数字化城管一级平台年底前建成市级数字化城管一级平台年底前建成市级数字化城管一级平台。。。。就数字化城管信息

平台建设场地、资金、工作机构等相关问题形成了《关于建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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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字化城管一级平台建设的请示》，并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报市

政府审定。 

5.5.5.5.年底前完成中心城区年底前完成中心城区年底前完成中心城区年底前完成中心城区““““三横两纵三横两纵三横两纵三横两纵””””精细化管理示范街区精细化管理示范街区精细化管理示范街区精细化管理示范街区试试试试

点建设任务点建设任务点建设任务点建设任务。。。。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安康中心城市“三横两纵”

精细化管理示范街创建工作的通知》，市、区财政局已完成机关内

部绿化提升，市中心医院骨科医院完成临街门面房拆除，市住建

局完成巴山中路停车场、5 个公交港湾、安康宾馆街头绿地建设，

汉滨区人大办、财政局完成临街楼房的立面粉刷和门头牌匾改造。

正进行骨科医院临街绿化施工。 

6.36.36.36.3 月底前下达中心城市环卫月底前下达中心城市环卫月底前下达中心城市环卫月底前下达中心城市环卫、、、、市政等创建项目计划市政等创建项目计划市政等创建项目计划市政等创建项目计划，，，，持续持续持续持续

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六小行业六小行业六小行业六小行业””””整治整治整治整治、、、、公共卫生提升公共卫生提升公共卫生提升公共卫生提升、、、、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市““““里里里里

子子子子””””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工程建设，，，，把项目建设和提升整治任务分别落实到责任单位把项目建设和提升整治任务分别落实到责任单位把项目建设和提升整治任务分别落实到责任单位把项目建设和提升整治任务分别落实到责任单位

和部门和部门和部门和部门。。。。《2016 年安康中心城市双创建设项目任务的通知》、《2016

年中心城市创建项目奖补资金计划》已报市政府审定,未在承诺时

限内下达计划；正拟定 2016 年汉滨区、高新区停车场计划项目包

装方案。 

7777．．．．开展摩托车开展摩托车开展摩托车开展摩托车、、、、电动车电动车电动车电动车、、、、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农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农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农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农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

印发了《安康中心城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方案》、《安康中心城市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城市公共空间经营性娱乐活动整治工

作安排意见》，启动了中心城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活动。 

8888．．．．督促指导旬阳督促指导旬阳督促指导旬阳督促指导旬阳、、、、紫阳紫阳紫阳紫阳、、、、岚皋和镇坪四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岚皋和镇坪四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岚皋和镇坪四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岚皋和镇坪四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石泉石泉石泉石泉、、、、汉阴汉阴汉阴汉阴、、、、平利三县完成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平利三县完成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平利三县完成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平利三县完成创建国家园林县城。。。。石泉、汉阴、平

利 3 县完成国家园林县城创建任务，旬阳、岚皋、紫阳、镇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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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创国卫申报资料通过省级评审。 

9999．．．．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石泉县饶峰镇庙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石泉县饶峰镇庙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石泉县饶峰镇庙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石泉县饶峰镇庙

坝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坝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坝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坝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制定了《2016 年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方案》，

将 5000 只优质黑鸡苗、3吨鸡饲料发放给村内贫困户。 

十三、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 

1111．．．．扎实开展扎实开展扎实开展扎实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年环境综合治理年环境综合治理年环境综合治理年””””行动行动行动行动。。。。制定了《安康瀛湖生

态旅游区环境综合治理年实施方案》，会同市规划、国土、旅游等

部门开展了环境综合治理，开展“两违”执法 4 次，出动人员 60

余人次，拆除违规建房 2 户，现场纠违 4 户。 

2222．．．．完成火石岩码头完成火石岩码头完成火石岩码头完成火石岩码头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扫尾工程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扫尾工程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扫尾工程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扫尾工程，，，，

建成牛蹄岭战斗遗址公园建成牛蹄岭战斗遗址公园建成牛蹄岭战斗遗址公园建成牛蹄岭战斗遗址公园，，，，启动瀛湖翠屏综合改造工程启动瀛湖翠屏综合改造工程启动瀛湖翠屏综合改造工程启动瀛湖翠屏综合改造工程，，，，翠屏岛翠屏岛翠屏岛翠屏岛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金螺岛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年底前建成投用金螺岛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年底前建成投用金螺岛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年底前建成投用金螺岛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年底前建成投用。。。。火石岩码头

完成游船码头水下工程和地下管网工程施工图设计，正进行游船

码头地面建筑物和游客服务中心施工图设计；牛蹄岭战斗遗址公

园完成环山公路用地平整，修建性详细规划、项目初步设计已报

市规划局、市发改委；已做好翠屏岛酒店、金螺岛酒店及相关配

套设施改造提升前期准备，待旅游淡季开工建设。 

3333．．．．策划策划策划策划““““五个一五个一五个一五个一””””活动活动活动活动。。。。专题片正进行后期制作、解说词完

成初稿、宣传册开始印刷，正谋划一台戏和一首主题歌。 

4444．．．．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瀛湖镇桥兴村唐家链瀛湖镇桥兴村唐家链瀛湖镇桥兴村唐家链瀛湖镇桥兴村唐家链

子旅游扶贫示范村一期工程建设子旅游扶贫示范村一期工程建设子旅游扶贫示范村一期工程建设子旅游扶贫示范村一期工程建设，，，，完成投资完成投资完成投资完成投资 2000200020002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制定了

2016 年脱贫规划，启动建设安全饮水工程 3 处、抽水站 1 处、水

窖 30 口，协调信用联社为 126 户贫困户进行了评议授信，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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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道改造项目正进行招投标；完成投资 500 万元，占总投资任务

的 25%。 

5555．．．．12121212 月底前完成翠屏岛月底前完成翠屏岛月底前完成翠屏岛月底前完成翠屏岛、、、、金螺岛金螺岛金螺岛金螺岛、、、、玉兴岛玉兴岛玉兴岛玉兴岛、、、、计生基地污水计生基地污水计生基地污水计生基地污水

处理站建设处理站建设处理站建设处理站建设，，，，新建新建新建新建 1111 艘漂浮物打捞船艘漂浮物打捞船艘漂浮物打捞船艘漂浮物打捞船、、、、6666 艘拖网船艘拖网船艘拖网船艘拖网船，，，，确保出境水确保出境水确保出境水确保出境水

质达国家质达国家质达国家质达国家ⅡⅡⅡⅡ类标准类标准类标准类标准。。。。开展治霾行动开展治霾行动开展治霾行动开展治霾行动。。。。翠屏岛、金螺岛、玉兴岛、

计生基地污水处理站改造和漂浮物打捞船、拖网船建设项目进入

招投标阶段；完成 38 条渔船检验，对景区网箱养殖进行了全面检

查，取缔违建网箱 2020 方；暂未开展治霾行动。 

6666．．．．配合市交通局配合市交通局配合市交通局配合市交通局，，，，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开工建设 S320S320S320S320 省道火石岩至清泉村段道省道火石岩至清泉村段道省道火石岩至清泉村段道省道火石岩至清泉村段道

路建设工程路建设工程路建设工程路建设工程。。。。配合完成了 S220 省道火石岩至清泉村段道路改造项

目工可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用地预审。 

7777．．．．全年不出现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全年不出现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全年不出现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全年不出现水上交通安全事故。。。。未出现水上交通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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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