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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18 日 

 

 

市政府 2016 年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 

进展情况通报（五）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市政府 2016 年重点工作公

开承诺事项办理工作的通知》（安政办发〔2016〕9号）“按月督查、

分口通报、半年小结、年终考核”要求，市政府督查室对市政府

2016 年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进展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现将截

至 7 月底社事口、农口及汉滨区政府公开承诺事项进展情况通报

如下： 

一、市教育局 

1.1.1.1.春季开学前阳光学校新建教学综春季开学前阳光学校新建教学综春季开学前阳光学校新建教学综春季开学前阳光学校新建教学综合楼建成投用合楼建成投用合楼建成投用合楼建成投用，，，，秋季开学秋季开学秋季开学秋季开学

前全面完成阳光学校改造前全面完成阳光学校改造前全面完成阳光学校改造前全面完成阳光学校改造,,,,年底前完成安康中学教学楼年底前完成安康中学教学楼年底前完成安康中学教学楼年底前完成安康中学教学楼、、、、学生食堂学生食堂学生食堂学生食堂

改造改造改造改造。。。。市阳光学校新建教学综合楼已建成投用，操场建设正拆除

旧房。安康中学完成校园远期规划和近期改造方案编制，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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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手续。 

2.2.2.2.完成市二中运动场完成市二中运动场完成市二中运动场完成市二中运动场、、、、市初中市初中市初中市初中 3333 号教学楼号教学楼号教学楼号教学楼、、、、市二小综合楼市二小综合楼市二小综合楼市二小综合楼、、、、

市第二幼儿园教学楼建设任务以及市一小新教学综合楼主体建设市第二幼儿园教学楼建设任务以及市一小新教学综合楼主体建设市第二幼儿园教学楼建设任务以及市一小新教学综合楼主体建设市第二幼儿园教学楼建设任务以及市一小新教学综合楼主体建设;;;;

启动安中启动安中启动安中启动安中、、、、市一小江北分校前期工作市一小江北分校前期工作市一小江北分校前期工作市一小江北分校前期工作，，，，指导做好高新初中建设指导做好高新初中建设指导做好高新初中建设指导做好高新初中建设。。。。

市二中运动场完成基础开挖；市初中 3 号教学楼、市二小综合楼

完工；市第二幼儿园新建教学楼完成内部装修工程量的 80%；市一

小新建教学综合楼已拆除原粮库房屋，正进行初步设计方案评审；

高新初中正进行基础施工；安康中学、市一小高新区分校建设实

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审定。 

3.3.3.3.实施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实施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实施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实施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县城以上城区学校建设县城以上城区学校建设县城以上城区学校建设县城以上城区学校建设、、、、普通高普通高普通高普通高

中改造中改造中改造中改造、、、、学前教育等学前教育等学前教育等学前教育等 260260260260 个项目个项目个项目个项目，，，，投资投资投资投资 5.75.75.75.7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完成校舍建筑完成校舍建筑完成校舍建筑完成校舍建筑

面积面积面积面积 38383838 万平米万平米万平米万平米、、、、运动场运动场运动场运动场 31313131 万平米万平米万平米万平米。。。。已开工项目 244 个，占年度

任务的 94%；开工建设校舍 33.8 万平方米，占年度任务的 89%；

开工建设运动场 31 万平方米，占年度任务的 99%；完成投资 4.1

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72%。 

4.20164.20164.20164.2016年秋季前停止宁陕年秋季前停止宁陕年秋季前停止宁陕年秋季前停止宁陕、、、、镇坪中职学历招生镇坪中职学历招生镇坪中职学历招生镇坪中职学历招生，，，，停办无生源停办无生源停办无生源停办无生源、、、、

办学能力低办学能力低办学能力低办学能力低下的民办学校下的民办学校下的民办学校下的民办学校，，，，实现全市中职统一招生实现全市中职统一招生实现全市中职统一招生实现全市中职统一招生，，，，创建国家级创建国家级创建国家级创建国家级

示范中职学校示范中职学校示范中职学校示范中职学校1111所所所所。。。。宁陕、镇坪两县中职学校今年春季已停止招生，

白河金奇中等职业学校正按程序退出中职学历教育，全市中职统

一招生工作正做准备，石泉职教中心创建国家级示范校已报教育

部复核。 

5.5.5.5.选派选派选派选派 200200200200 名骨干校长名骨干校长名骨干校长名骨干校长、、、、1000100010001000 名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全国名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全国名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全国名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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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高校一流高校一流高校一流高校、、、、培训机构培训培训机构培训培训机构培训培训机构培训。。。。选派了 177 名骨干校（园）长到上海

铭师培训中心参加高级研修培训，选派 764 名骨干教师到北京、

上海、海门、香港、加拿大等地参加培训学习。 

6.6.6.6.进一步推进学校运动场地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推进学校运动场地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推进学校运动场地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推进学校运动场地向社会开放。。。。全市共有 192 所学

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 

7.7.7.7.保障保障保障保障 7.37.37.37.3 万名留守儿童万名留守儿童万名留守儿童万名留守儿童、、、、4900490049004900 名进城务工子女名进城务工子女名进城务工子女名进城务工子女、、、、1100110011001100 名残名残名残名残

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落实资助金额落实资助金额落实资助金额落实资助金额 9000900090009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资助学生资助学生资助学生资助学生 6.66.66.66.6 万万万万

人人人人。。。。对扶贫部门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子女对扶贫部门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子女对扶贫部门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子女对扶贫部门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子女，，，，就读中职就读中职就读中职就读中职、、、、高职的新高职的新高职的新高职的新

生生生生，，，，在现有国家资助政策之外在现有国家资助政策之外在现有国家资助政策之外在现有国家资助政策之外，，，，每人一次性再给予每人一次性再给予每人一次性再给予每人一次性再给予 3000300030003000 元扶贫助元扶贫助元扶贫助元扶贫助

学补助学补助学补助学补助，，，，就读高中的实行免学费就读高中的实行免学费就读高中的实行免学费就读高中的实行免学费。。。。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

年度任务和石泉县喜河镇新喜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年度任务和石泉县喜河镇新喜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年度任务和石泉县喜河镇新喜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年度任务和石泉县喜河镇新喜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全市 7.3 万

名留守儿童、4900 名进城务工子女、1100 名残疾儿童春季全部返

校入学。共资助学生 7.8 万人，发放资助资金 6079 万元，完成 2015

至2016学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就读中高职新生一次性发放扶

贫助学补助 3000 元和高中免学费。硬化新喜村村级道路及产业道

路 3 公里，村级幼儿园已封顶，协助争取扶贫贷款 120 余万元；

完成贫困户上半年收入认定，发放产业发展奖补资金 3.8 万。    

二、市卫计局 

1.1.1.1.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市人民医院综合门诊楼市人民医院综合门诊楼市人民医院综合门诊楼市人民医院综合门诊楼、、、、市中心医市中心医市中心医市中心医

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年底前建成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年底前建成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年底前建成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年底前建成，，，，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

5555 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市精神专科医院市精神专科医院市精神专科医院市精神专科医院 9999 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做好安做好安做好安做好安

康疗养院土地和资产拍卖前期土地范围界定康疗养院土地和资产拍卖前期土地范围界定康疗养院土地和资产拍卖前期土地范围界定康疗养院土地和资产拍卖前期土地范围界定、、、、资产划拨协议签订资产划拨协议签订资产划拨协议签订资产划拨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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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市公产局抓好资产处置工作配合市公产局抓好资产处置工作配合市公产局抓好资产处置工作配合市公产局抓好资产处置工作。。。。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完成基础

垫层施工，正进行桩基检测；累计完成投资 4213 万元，占总投资

的 26%。市人民医院门诊综合楼共 17 层，完成 14 层主体施工。市

中心医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体封顶；累计完成投资 3224

万元，占总投资的 60%。市妇幼保健院整体迁建项目综合楼、行政

楼内部装修完成工程量的 95%，正进行室外绿化、硬化施工。市精

神专科医院室内装修完工，正进行室外附属工程施工，完成总工

程量的 95%。安康疗养院资产置换协议已签订，完成土地测量及界

定测绘，正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 

2222．．．．制定医养结合五年规划和年度实施意见制定医养结合五年规划和年度实施意见制定医养结合五年规划和年度实施意见制定医养结合五年规划和年度实施意见，，，，启动医养结合启动医养结合启动医养结合启动医养结合首首首首

批项目批项目批项目批项目，，，，在市中心医院在市中心医院在市中心医院在市中心医院、、、、中医院开设老年专科门诊和老年病绿色中医院开设老年专科门诊和老年病绿色中医院开设老年专科门诊和老年病绿色中医院开设老年专科门诊和老年病绿色

通道通道通道通道；；；；市中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市中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市中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市中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 10101010 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完成眼科完成眼科完成眼科完成眼科

医院建设并投用医院建设并投用医院建设并投用医院建设并投用；；；；与市民政局共同在全市三分之一的养老院建设与市民政局共同在全市三分之一的养老院建设与市民政局共同在全市三分之一的养老院建设与市民政局共同在全市三分之一的养老院建设

养老护理中心养老护理中心养老护理中心养老护理中心。。。。成立了市政府医养结合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安

康市医养结合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

相结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已在市中心医院、中医院、人民医院

设立了老年病人绿色通道，实行了“老人优先”等服务措施；市

中医院开设了 2个老年专科门诊、成立了拥有 55 张床位的老年病

科。市中医院全科医师培养基地主体封顶，正进行内隔墙施工，

完成总工程量的 60%。眼科医院正与原市检察院房屋产权所有企业

洽谈购买协议。全市 70 余家老年公寓、敬老院、日间照料中心和

农村互助幸福院与就近的医疗机构建立了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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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人均期望寿命达到人均期望寿命达到人均期望寿命达到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75757575 岁岁岁岁，，，，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婴儿死亡率分别婴儿死亡率分别婴儿死亡率分别

控制在控制在控制在控制在 20/1020/1020/1020/10 万和万和万和万和 10/100010/100010/100010/1000 以内以内以内以内，，，，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出生人出生人出生人出生人

口性别比保持在正常范围口性别比保持在正常范围口性别比保持在正常范围口性别比保持在正常范围，，，，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2121212 大类大类大类大类 42424242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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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全年无重大传染病确保全年无重大传染病确保全年无重大传染病

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发生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发生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发生疫情和责任医疗事故发生。。。。人均期望寿命、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年度统计数据，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

别控制在 20/10 万和 10/1000 以内，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慢

性病管理、健康教育等 12 类 45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按

期推进，全市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5%以上，高血压、糖尿

病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达 94.10%、94.35%、

86.12%，全市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住院分娩率分别达 98.92%、99%，

儿童系统管理率达 75%；1 至 7月全市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和责任医

疗事故发生。 

4444．．．．省省省省、、、、市市市市、、、、县县县县、、、、镇四级镇四级镇四级镇四级““““医联体医联体医联体医联体””””建设覆盖率达到建设覆盖率达到建设覆盖率达到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100%100%100%。。。。

进一步推进进一步推进进一步推进进一步推进““““安康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安康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安康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安康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全市已有 162 家

医疗卫生机构加入各级各类医联体，占市县镇三级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总数的 76.24%。市中心医院与 17 家县级综合医院、妇幼院组

建了“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与汉滨区一院、三院建立了紧密型

医联体，与湖北医药学院共建第六临床学院获得批准，与西安交

通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在联办学术会议和研究生班等方面取得合

作。 

5555....选派一批优秀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参加国内外培训选派一批优秀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参加国内外培训选派一批优秀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参加国内外培训选派一批优秀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参加国内外培训，，，，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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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市级卫生技术骨干到省级以上名市级卫生技术骨干到省级以上名市级卫生技术骨干到省级以上名市级卫生技术骨干到省级以上、、、、国内外一流医疗单位深造培养国内外一流医疗单位深造培养国内外一流医疗单位深造培养国内外一流医疗单位深造培养

任务任务任务任务，，，，1000100010001000 人次镇级卫生技术人员到县级以上短期进修学习人次镇级卫生技术人员到县级以上短期进修学习人次镇级卫生技术人员到县级以上短期进修学习人次镇级卫生技术人员到县级以上短期进修学习，，，，

10000100001000010000 人次县及县以下医疗卫人次县及县以下医疗卫人次县及县以下医疗卫人次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单位医师培训生单位医师培训生单位医师培训生单位医师培训，，，，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2016201620162016 年县及年县及年县及年县及

县以下医学类本科生招聘任务县以下医学类本科生招聘任务县以下医学类本科生招聘任务县以下医学类本科生招聘任务。。。。选派 5 名优秀中青年医务工作者

参加国内外培训，完成 72 名市级卫生技术骨干到省级以上、国内

外一流医疗单位深造培养任务，完成 545 人次镇级卫生技术人员

到县级以上短期进修学习，完成 15989 人次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

单位医师培训。县及县以下医学类本科招聘工作正为签订协议的

353 人办理招录手续。 

6.6.6.6.完成市完成市完成市完成市、、、、县县县县、、、、镇镇镇镇、、、、村四级智慧医疗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村四级智慧医疗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村四级智慧医疗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村四级智慧医疗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市

级平台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实施，汉滨、石泉、紫阳、

白河 4 县区平台正式运行，镇坪、岚皋、汉阴县建成待验收，宁

陕、平利、旬阳县正在测试。完成居民健康卡基础数据摸底及测

算，正拟定金融机构公开遴选方案。 

7777．．．．农村育龄妇女免费健康检查率达到农村育龄妇女免费健康检查率达到农村育龄妇女免费健康检查率达到农村育龄妇女免费健康检查率达到 45%45%45%4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国家免费孕国家免费孕国家免费孕国家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率达到前优生健康检查率达到前优生健康检查率达到前优生健康检查率达到 85%85%85%8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第五轮母亲健康工程目标人群

265893 人，已查 155054 人，检查率达 58.3%；国家免费孕前优生

项目目标人群 38260 人，已查 20378 人，检查率达 53.3%。    

8.8.8.8.与人社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与人社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与人社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与人社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实施方案度实施方案度实施方案度实施方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市级统筹实施方案》已印发实施。    

9.9.9.9.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579579579579 个贫困村个贫困村个贫困村个贫困村 3256325632563256 户贫困户贫困户贫困户贫困““““计生两户计生两户计生两户计生两户””””的帮扶的帮扶的帮扶的帮扶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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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旬阳县麻坪镇老庄沟村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旬阳县麻坪镇老庄沟村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旬阳县麻坪镇老庄沟村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旬阳县麻坪镇老庄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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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计生两户”2441 户，落实帮扶资金 839.8

万元，协助解决小额贷款 838.1 万元。制定印发了《健康扶贫脱

贫实施方案》，明确了健康扶贫脱贫具体措施，开展了健康扶贫工

作督查。为老庄沟村争取村级道路硬化工程 13 公里、小型饮水工

程 25.6 公里、便民桥 1座，单位自筹产业扶持、危房和卫生室改

造等帮扶资金 41.1 万元，机关党员干部募捐助学款 7.12 万元。 

三、市文广局 

1.1.1.1.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汉水文化大讲堂汉水文化大讲堂汉水文化大讲堂汉水文化大讲堂””””、、、、““““安康大舞台安康大舞台安康大舞台安康大舞台””””、、、、““““汉剧大舞台汉剧大舞台汉剧大舞台汉剧大舞台””””、、、、

““““书香安康书香安康书香安康书香安康””””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搞好龙舟节系列文化活动搞好龙舟节系列文化活动搞好龙舟节系列文化活动搞好龙舟节系列文化活动。。。。

举办文化进军营演出活动 2 场次、文化惠民演出 14 场次，开设

各类培训辅导班 93 场次，播放公益电影 35 场次，举办各类文博、

艺术展览和参与性活动服务人数 15890 余人次，城区各公共文化

服务单位的场地设施全天候免费开放；举办阅读推广 13 次，外借

图书 11039 册（本），到馆读者达 17194 人次。龙舟节系列文化

活动圆满完成。 

2.2.2.2.香溪书院主体土建工程香溪书院主体土建工程香溪书院主体土建工程香溪书院主体土建工程、、、、安康学院院地共建图书馆年底前安康学院院地共建图书馆年底前安康学院院地共建图书馆年底前安康学院院地共建图书馆年底前

竣工竣工竣工竣工，，，，龙舟文龙舟文龙舟文龙舟文化园化园化园化园、、、、西城阁西城阁西城阁西城阁 5555 月底前投用月底前投用月底前投用月底前投用，，，，配合住建部门实施中配合住建部门实施中配合住建部门实施中配合住建部门实施中

心城区心城区心城区心城区““““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文化设施提升工程文化设施提升工程文化设施提升工程文化设施提升工程，，，，协助规划局做好汉江大协助规划局做好汉江大协助规划局做好汉江大协助规划局做好汉江大

剧院内部功能设施的布局设置工作剧院内部功能设施的布局设置工作剧院内部功能设施的布局设置工作剧院内部功能设施的布局设置工作。。。。香溪书院已与兴华公司签订

土地征占补偿协议，正在进行初设方案评审、用地手续办理及现

市图书馆资产评估置换。安康学院院地共建图书馆正进行内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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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装修。龙舟文化园已开园运营。西城阁正进行业态规划方案送

审。对中心城区“一江两岸”现有公共文化设施水平提升项目和

文化设施功能布局优化项目进行了业务指导，对汉江大剧院舞台

设施布局、灯光音响及辅助设施的优化配置、标准化设计进行了

行业技术指导。 

3.3.3.3.提升安康博物馆展陈水平提升安康博物馆展陈水平提升安康博物馆展陈水平提升安康博物馆展陈水平，，，，““““藏一角藏一角藏一角藏一角””””博物馆博物馆博物馆博物馆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前建成开放前建成开放前建成开放前建成开放，，，，指导汉滨区做好指导汉滨区做好指导汉滨区做好指导汉滨区做好““““汉滨区防汛纪念馆汉滨区防汛纪念馆汉滨区防汛纪念馆汉滨区防汛纪念馆””””提升改造工提升改造工提升改造工提升改造工

程程程程，，，，做好沿江各县会馆的综合保护利用做好沿江各县会馆的综合保护利用做好沿江各县会馆的综合保护利用做好沿江各县会馆的综合保护利用，，，，指导移民搬迁博物馆建指导移民搬迁博物馆建指导移民搬迁博物馆建指导移民搬迁博物馆建

设设设设。。。。对安康博物馆二楼、三楼展陈工程进行了优化，展陈工程通

过验收。“藏一角”博物馆正式开放。对防汛纪念馆内部陈列布展

主题、内容、形式进行了业务指导。石泉博物馆展陈工程竣工，

紫阳江西会馆、川主会馆抢险加固和安防工程通过初验，旬阳黄

州会馆、杨泗庙陈列布展均完成工程量的 40%，白河张氏民宅安防

工程方案通过评审，旬阳蜀河古镇、石泉熨斗古镇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设施列入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对移民博物馆规划、设计、

陈列布展提出了初步意见和建议。 

4.4.4.4.巩固提升已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效益巩固提升已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效益巩固提升已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效益巩固提升已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效益，，，，新增规模以上文化新增规模以上文化新增规模以上文化新增规模以上文化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5555 家家家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到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到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到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到 50505050 家家家家，，，，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

18181818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完成现有文化规上企业网

上直报和新培育规上文化企业摸底调查，文化产业增加值统计部

门年底进行测算。 

5.5.5.5.打造打造打造打造 10101010 部有筋骨部有筋骨部有筋骨部有筋骨、、、、有道德有道德有道德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有温度的文艺精品有温度的文艺精品有温度的文艺精品。《。《。《。《汉水安汉水安汉水安汉水安

康康康康》》》》纪录片在央视播出纪录片在央视播出纪录片在央视播出纪录片在央视播出，，，，新创编一台汉调二黄大戏新创编一台汉调二黄大戏新创编一台汉调二黄大戏新创编一台汉调二黄大戏。。。。已从征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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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0余件文艺精品创作计划中评选出20余件进行重点创作。《汉

水安康》纪录片已向央视申报，正进行审片。新创作汉调二黄大

戏《筑梦》正按研讨会意见进行修改提升。 

6.6.6.6.实施优秀中青年作家实施优秀中青年作家实施优秀中青年作家实施优秀中青年作家““““十强计划十强计划十强计划十强计划””””、、、、优秀文化人才优秀文化人才优秀文化人才优秀文化人才““““百优计百优计百优计百优计

划划划划””””。。。。已建成全市文化人才数据库，《文化人才“十强百优”扶持

培养计划实施方案》报市政府审定。 

7.7.7.7.确保农村确保农村确保农村确保农村 30303030 户以上社区实现电视广播户户通户以上社区实现电视广播户户通户以上社区实现电视广播户户通户以上社区实现电视广播户户通，，，，实现搬迁安实现搬迁安实现搬迁安实现搬迁安

置社区农家书屋全覆盖置社区农家书屋全覆盖置社区农家书屋全覆盖置社区农家书屋全覆盖。。。。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

和旬阳县金寨镇寨河社区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和旬阳县金寨镇寨河社区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和旬阳县金寨镇寨河社区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和旬阳县金寨镇寨河社区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正开展农村 30 户以

上社区广播电视户户通摸底调查。制定下发了《加强全市基层书

屋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正落实 100 户以上搬迁社区书屋建设工

作。协调争取寨河社区中心幼儿园建设资金 422 万元，筹集产业

发展资金 2 万元，联系专业技术人员指导贫困户烤烟加工，协助

硬化连户路两公里。 

四、市体育局 

1111．．．．全年争取举办全年争取举办全年争取举办全年争取举办 1111 次全国性比赛次全国性比赛次全国性比赛次全国性比赛，，，，4444 项区域性的大型体育赛项区域性的大型体育赛项区域性的大型体育赛项区域性的大型体育赛

事活动事活动事活动事活动，，，，举办举办举办举办 12121212 项全市性体育赛事项全市性体育赛事项全市性体育赛事项全市性体育赛事。。。。指导各县区组织开展全民健指导各县区组织开展全民健指导各县区组织开展全民健指导各县区组织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身活动身活动身活动。。。。累计举办市政府庆“五一”羽毛球挑战赛、老年人首届

泸康杯万人健步走活动等全市性赛事活动 6 次，全民健身大会定

向越野赛、全民健身大会“南宫山之旅”户外三项挑战赛等区域

性赛事活动 8次，大秦岭（宁陕）第五届山地马拉松挑战赛 、“百

福”杯中式台球公开赛等全国性赛事活动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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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安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6666 月底前完成组月底前完成组月底前完成组月底前完成组

建建建建。。。。已组建并正式运行。    

3333．．．．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8888 月底前完成市体育中心篮球馆提升改造工程月底前完成市体育中心篮球馆提升改造工程月底前完成市体育中心篮球馆提升改造工程月底前完成市体育中心篮球馆提升改造工程，，，，达达达达

到承办省级单项赛事活动标准到承办省级单项赛事活动标准到承办省级单项赛事活动标准到承办省级单项赛事活动标准；；；；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底前完成月底前完成月底前完成月底前完成 450450450450 个镇个镇个镇个镇、、、、

村村村村、、、、社区体育惠民工程社区体育惠民工程社区体育惠民工程社区体育惠民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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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体育体育体育体育

健身器材配备健身器材配备健身器材配备健身器材配备；；；；配合市教育局做好城区学校场馆开放工作配合市教育局做好城区学校场馆开放工作配合市教育局做好城区学校场馆开放工作配合市教育局做好城区学校场馆开放工作。。。。协助协助协助协助

省体育局建成宁陕平河梁运动员夏训基地暨山地运动示范营地省体育局建成宁陕平河梁运动员夏训基地暨山地运动示范营地省体育局建成宁陕平河梁运动员夏训基地暨山地运动示范营地省体育局建成宁陕平河梁运动员夏训基地暨山地运动示范营地。。。。

市体育中心篮球馆改造正对施工图纸进行审核调整，体育惠民工

程配送安装完成工程量的 50%，正制定“一江两岸”体育设施器材

配置方案，全市 192 所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宁陕平河梁夏训

基地运动员公寓和训练馆正进行主体装饰装修。 

4444．．．．新建新建新建新建 1111 个县级国民体质监测站个县级国民体质监测站个县级国民体质监测站个县级国民体质监测站。。。。项目已报省体育局审批。    

5555．．．．完成平利县广佛镇八角庙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平利县广佛镇八角庙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平利县广佛镇八角庙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平利县广佛镇八角庙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为该村争

取文化体育场地建设资金 5万元。    

五、市地方志办公室 

1.1.1.1.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安康市志安康市志安康市志安康市志》》》》20202020 个分志的撰写工作个分志的撰写工作个分志的撰写工作个分志的撰写工作,,,,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汉阴县志汉阴县志汉阴县志汉阴县志》、》、》、》、

《《《《岚皋县志岚皋县志岚皋县志岚皋县志》》》》的复审工作的复审工作的复审工作的复审工作。。。。《安康市志》完成编纂任务的 60%。《岚

皋县志 1990～2010》完成复审，《汉阴县志（1988～2007）》正修

改完善。 

2.2.2.2.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安康年鉴安康年鉴安康年鉴安康年鉴》》》》的编辑和公开出版发行工的编辑和公开出版发行工的编辑和公开出版发行工的编辑和公开出版发行工作作作作，，，，指导县区指导县区指导县区指导县区

编辑出版县区年鉴编辑出版县区年鉴编辑出版县区年鉴编辑出版县区年鉴，，，，覆盖率达到覆盖率达到覆盖率达到覆盖率达到 50%50%50%50%。。。。《安康年鉴》完成稿件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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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编辑完成工程量的 50%；指导汉滨、紫阳、旬阳县开展了 2016

卷年鉴编辑工作。    

3.3.3.3.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流水镇碾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流水镇碾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流水镇碾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流水镇碾

坪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坪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坪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坪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拟扶持养羊大户 1 户，聘请专家给予了

技术指导，正筹措帮扶资金。 

六、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1.1.1.1.重点解决一体化运转机制问题重点解决一体化运转机制问题重点解决一体化运转机制问题重点解决一体化运转机制问题，，，，打造特色优势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五校

北迁后的《机构设置方案》已报市政府审定，拟将医学检验专业

作为特色专业进行打造、申报。 

2.20162.20162.20162.2016 年年年年 9999 月前完成学院南校区整体搬迁月前完成学院南校区整体搬迁月前完成学院南校区整体搬迁月前完成学院南校区整体搬迁，，，，实现安康技师实现安康技师实现安康技师实现安康技师学学学学

院院院院、、、、安康技工学校安康技工学校安康技工学校安康技工学校、、、、电大安康分校迁入新校区办学电大安康分校迁入新校区办学电大安康分校迁入新校区办学电大安康分校迁入新校区办学。。。。学院南校区

除医学实验手术室、校区科室未搬迁外，其余全部搬迁完毕。安

康技师学院、安康电大、安康技工学校迁入新校区办学所需教学、

办公场所已划分。 

3.3.3.3.体育场体育场体育场体育场 6666 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月底前建成投用。。。。年底前完成新校区景观绿化工年底前完成新校区景观绿化工年底前完成新校区景观绿化工年底前完成新校区景观绿化工

程程程程（（（（二期二期二期二期）、）、）、）、综合办公楼建设综合办公楼建设综合办公楼建设综合办公楼建设，，，，体育馆建设任务过半体育馆建设任务过半体育馆建设任务过半体育馆建设任务过半。。。。体育场球类

场地完成一层 PU 铺设、围网安装、照明工程，田径场完成地基加

固处理，主席台、看台浇筑完成工程量的 50%；累计完成投资 1200

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40%。新校区景观绿化二期施工单位已进场。

行政综合楼正进行内外装饰装修及附属工程施工；累计完成投资

5000 万，完成总工程量的 90%。体育馆正进行临建搭设。    

4.4.4.4.牵头制定整合县区职教中心专业发展方案牵头制定整合县区职教中心专业发展方案牵头制定整合县区职教中心专业发展方案牵头制定整合县区职教中心专业发展方案，，，，促进差异化发促进差异化发促进差异化发促进差异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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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展展。。。。在旬阳在旬阳在旬阳在旬阳、、、、石泉职教中心加挂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分院牌子石泉职教中心加挂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分院牌子石泉职教中心加挂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分院牌子石泉职教中心加挂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分院牌子，，，，

实现一体化招生实现一体化招生实现一体化招生实现一体化招生，，，，中高职衔接招生人数在中高职衔接招生人数在中高职衔接招生人数在中高职衔接招生人数在2015201520152015年的基础上增加年的基础上增加年的基础上增加年的基础上增加300300300300

人人人人，，，，完成技能培训完成技能培训完成技能培训完成技能培训7000700070007000人次人次人次人次。。。。启动了《整合县区职教中心专业发

展方案》编制，正征求相关方面意见。市政府已同意学院与旬阳、

石泉职教中心联合举办教学分院，正做挂牌准备；中高职招生人

数待8月底确定；已完成技能培训8000人次。 

5.5.5.5.开办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办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办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办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专业的特色专业的特色专业的特色专业，，，，全面落全面落全面落全面落实贫困家实贫困家实贫困家实贫困家

庭子女接受中庭子女接受中庭子女接受中庭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免学费和生活资助政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免学费和生活资助政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免学费和生活资助政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免学费和生活资助政策。。。。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阴县铁佛寺镇双喜村年度达的年度任务和汉阴县铁佛寺镇双喜村年度达的年度任务和汉阴县铁佛寺镇双喜村年度达的年度任务和汉阴县铁佛寺镇双喜村年度

包抓帮扶任务包抓帮扶任务包抓帮扶任务包抓帮扶任务。。。。已将学前教育专业申报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在校贫困生资助政策已落实。为双喜村贫困户筹集养殖产

业发展资金2.3万元，协调争取基础设施项目资金100万元，正协

助争取林业产业扶贫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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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