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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2016 年重点工作任务 

公开承诺事项进展情况通报（续一） 

 

七、市供销合作社（5项） 

1111....领办领办领办领办 10101010 个个个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已组建汉滨区洪山镇农产品、汉滨区合润富硒农

产品种植、平利县补天食生态农业等1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完成承诺任务。 

2222....在省内外组织在省内外组织在省内外组织在省内外组织 10101010 场次生态富硒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场次生态富硒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场次生态富硒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场次生态富硒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10101010 个安康生态富硒农产品直销店个安康生态富硒农产品直销店个安康生态富硒农产品直销店个安康生态富硒农产品直销店。。。。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组织举办了“中国硒谷·秦巴明珠·汉江水源—

陕西省安康市名优特色产品走进湖北暨重点合作项目推介会”、

紫阳富硒茶北京推介会、平利女娲茶天津推介会、岚皋富硒茶暨

生态旅游石家庄推介会等 10 场次生态富硒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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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岚皋县魔芋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直营店、西安樱花二路金陕

红茶店、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一茗茶叶店、北京马连道茶城紫阳富

硒茶旗舰店等 11 家安康生态富硒农产品馆和直营店。完成承诺任

务。 

3333....加快汉江宾馆开发加快汉江宾馆开发加快汉江宾馆开发加快汉江宾馆开发，，，，启动满意供销大厦联合开发启动满意供销大厦联合开发启动满意供销大厦联合开发启动满意供销大厦联合开发。。。。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细化了汉江宾馆开发方案，正与 8 户搬迁户协商

搬迁事宜;满意供销大厦联合开发取得规划建议书，正进行土地手

续办理和剩余 3户征地拆迁。 

4444....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示范市建设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示范市建设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示范市建设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示范市建设，，，，培育壮大供销扶贫龙头企培育壮大供销扶贫龙头企培育壮大供销扶贫龙头企培育壮大供销扶贫龙头企

业业业业 10101010 户户户户；；；；完成汉滨区田坝镇天山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滨区田坝镇天山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滨区田坝镇天山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滨区田坝镇天山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完成贫困对象摸底和建档立卡，制定了《产业精

准扶贫示范市工作方案》，向县区供销社下达了年度帮扶任务，正

与省供销总社、省供销企业集团商议签订《现代农业产业精准扶

贫合作协议》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委托投资协议》。 

5555....推进供销电子商务示范市建设推进供销电子商务示范市建设推进供销电子商务示范市建设推进供销电子商务示范市建设，，，，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6666 个示范县建设任务个示范县建设任务个示范县建设任务个示范县建设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汉阴县供销社与省供销集团电商公司签订了合作

协议，汉阴供销食行天下电商公司即将正式投入运营；石泉县印

发了《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电子商务示范县创建工作方案》、

《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意见》，正与省供销集团电商公司协商

签订合作协议；宁陕县建成供销电商运营中心和产品体验店，在

筒车湾、皇冠、海棠园建立了 3个新农村电商服务站；旬阳县成

立了“供销在线”佳佳福电商有限公司和供销电子商务体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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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县供销社与京东和西安鹏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京东平台授权开设的县级特色馆正式开通，成立了岚

皋县电子商务体验馆、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中心、供销电子商

务运营中心；平利县建立了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电商运营中

心。 

八、市农业局（7 项） 

1111....生猪出栏生猪出栏生猪出栏生猪出栏 320320320320 万头万头万头万头，，，，新扩新扩新扩新扩((((改改改改))))建千头猪场建千头猪场建千头猪场建千头猪场 20202020 个个个个，，，，规范提升规范提升规范提升规范提升

阳晨生猪产业联盟企业阳晨生猪产业联盟企业阳晨生猪产业联盟企业阳晨生猪产业联盟企业 50505050 户户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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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总面积总面积总面积

达到达到达到达到 30303030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培育魔芋重点示范园培育魔芋重点示范园培育魔芋重点示范园培育魔芋重点示范园 20202020 个个个个；；；；建成建成建成建成 10101010 个茶叶标准园个茶叶标准园个茶叶标准园个茶叶标准园

区区区区、、、、6666 个无性系繁育基地个无性系繁育基地个无性系繁育基地个无性系繁育基地，，，，低改茶园低改茶园低改茶园低改茶园 2222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开展开展开展开展 3333 次以上全国次以上全国次以上全国次以上全国

性生态富硒农产品推介活动性生态富硒农产品推介活动性生态富硒农产品推介活动性生态富硒农产品推介活动。。。。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截至 7 月底，预计生猪出栏 186.98 万头，占年度

任务的 58.43%；启动新（改、扩）建千头猪场 15 个；全市抽调

50 名畜牧兽医业务骨干包抓帮扶阳晨生猪产业联盟 50 户，抽调

20 名畜牧兽医人员包抓培育林下生态猪示范点 20 个。播种魔芋

5.2 万亩，总面积达 30.6 万亩。10 个茶叶标准园、6 个无性系繁

育基地、2 万亩低改茶园建设实施方案报省农业厅审批。已开展全

国性生态富硒农产品推介活动 9次。 

2222....新增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新增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新增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新增省级现代农业园区3333个个个个、、、、提升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提升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提升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提升省级现代农业园区10101010个个个个；；；；

新增市级现代循环农业园区新增市级现代循环农业园区新增市级现代循环农业园区新增市级现代循环农业园区 10101010 个个个个，，，，对对对对 20202020 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实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实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实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实

施提质增效施提质增效施提质增效施提质增效。。。。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全市新发展汉阴县安林核桃、平利县尚家坝魔芋、



 
—  4  — 

镇坪县秦香园蔬菜等 39 个现代农业园区。180 个市级以上园区新

流转土地 4.88 万亩，新增投资 12.18 亿元，产值 33.05 亿元；其

中巩固提升的 20 个精品园区新流转土地 3610 亩，新增投资 2.21

亿元，产值 7.11 亿元；10 个省级园区提质增效园区新流转土地

3045 亩，新增投资 1.41 亿元，产值 5.55 亿元。    

3333....深化与中国农科院院地合作深化与中国农科院院地合作深化与中国农科院院地合作深化与中国农科院院地合作，，，，制定申报富硒茶制定申报富硒茶制定申报富硒茶制定申报富硒茶、、、、富硒魔芋富硒魔芋富硒魔芋富硒魔芋

和富硒猪肉国家标准和富硒猪肉国家标准和富硒猪肉国家标准和富硒猪肉国家标准；；；；富硒研发中心建成投入运行富硒研发中心建成投入运行富硒研发中心建成投入运行富硒研发中心建成投入运行。。。。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安康富硒茶国家标准已立项，富硒猪肉国家标准

已上报农业部，正完善富硒魔芋国家标准相关资料。中国（安康）

富硒产品研发中心完成装修，中国富硒产业研究院正式在研发中

心挂牌成立，正进行仪器设备采购。 

4444....推进推进推进推进““““十镇百村十镇百村十镇百村十镇百村””””美丽乡村创建美丽乡村创建美丽乡村创建美丽乡村创建。。。。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经 2016 年市政府第五次常务会

议确定调整由市住建局牵头实施。市住建局印发了全市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召开了全市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会议。 

5555....推进推进推进推进““““一县十镇百园一县十镇百园一县十镇百园一县十镇百园””””现代生态现代生态现代生态现代生态（（（（富硒富硒富硒富硒））））循环农业建设循环农业建设循环农业建设循环农业建设，，，，

在在在在 1111 个县个县个县个县、、、、10101010 个镇个镇个镇个镇、、、、20 20 20 20 个农业园区推行测土配方施肥个农业园区推行测土配方施肥个农业园区推行测土配方施肥个农业园区推行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绿色防绿色防绿色防

控控控控、、、、有机农产品生产有机农产品生产有机农产品生产有机农产品生产。。。。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全市累计已推秸秆还田、硬茬直播 30 万亩，配方

施肥 210 万亩次，病虫害绿色防控 260 万亩次，100 支农业科技队

伍进驻 100 个现代农业园区活动正有序开展，对 7 个市考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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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场污染减排工作进行了督查，对干湿粪分离、雨污分流、

促进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进行了跟踪指导。 

6666....培育发展生态休闲农庄培育发展生态休闲农庄培育发展生态休闲农庄培育发展生态休闲农庄 10101010 个个个个、、、、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 50505050 个个个个，，，，培育新型培育新型培育新型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职业农民职业农民职业农民 1000100010001000 人人人人。。。。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10 个生态休闲农庄培育工作新建面积 1982 亩，完

成投资 5064 万元；培育认定家庭农场 35 个，占培育任务的 70%；

开展畜牧、种植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19 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784 人，占年度任务的 78.4%。 

7777....完成汉阴县双河口镇龙垭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阴县双河口镇龙垭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阴县双河口镇龙垭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阴县双河口镇龙垭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为 57 户贫困户购买了电饭煲，出资 1万元在龙垭

村建立了志愿联盟“爱心超市”，贫困户定期可领取生产生活物资，

为农户免费提供的 2.4 万斤马铃薯新品种已获丰收。 

九、市林业局（5 项） 

1111....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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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重点区域重点区域重点区域

绿化绿化绿化绿化 5555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实施天保公益林建设实施天保公益林建设实施天保公益林建设实施天保公益林建设 10101010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新一轮退耕还林新一轮退耕还林新一轮退耕还林新一轮退耕还林 8.858.858.858.85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完成国家森林城市林业行业自查评估报告上报；

完成造林绿化 33.98 万亩、重点区域绿化 3.8 万亩，分别占年度

任务的 65.3%、76%；2016 年度天保公益林建设正组织整地挖坑；

完成退耕还林 8.85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100%。 

2222....创建山林经济示范县创建山林经济示范县创建山林经济示范县创建山林经济示范县 2222 个个个个、、、、示范镇示范镇示范镇示范镇 10101010 个个个个、、、、示范村示范村示范村示范村 20202020 个个个个；；；；

启动建设山林经济园区启动建设山林经济园区启动建设山林经济园区启动建设山林经济园区 50505050 个个个个，，，，创建市级山林经济园区创建市级山林经济园区创建市级山林经济园区创建市级山林经济园区 30303030 个个个个；；；；发发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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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林下种植展林下种植展林下种植展林下种植 110110110110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林下养殖林下养殖林下养殖林下养殖 1200120012001200 万头万头万头万头（（（（只只只只）；）；）；）；开展开展开展开展 3333 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

全国性生态富硒林产品推介活动全国性生态富硒林产品推介活动全国性生态富硒林产品推介活动全国性生态富硒林产品推介活动。。。。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制定的山林经济示范县、镇、村标准及考核实施

办法完成初审，与汉滨区签订了山林经济示范县创建协议。启动

建设山林经济园区54个，占年度任务的108%；发展林下种植66.77

万亩、林下养殖 786.58 万只（头），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60.7%、

65.5%；已举办和组织全国富硒林产品推介活动 7次。 

3333....新建茶园新建茶园新建茶园新建茶园 6666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低改低改低改低改 6666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产茶产茶产茶产茶 2.52.52.52.5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抓好抓好抓好抓好 60606060 个个个个

茶叶重点示范园区建设茶叶重点示范园区建设茶叶重点示范园区建设茶叶重点示范园区建设；；；；启动茶叶品启动茶叶品启动茶叶品启动茶叶品牌整合牌整合牌整合牌整合，，，，注册安康富硒茶公注册安康富硒茶公注册安康富硒茶公注册安康富硒茶公

用品牌用品牌用品牌用品牌。。。。新建核桃新建核桃新建核桃新建核桃 15151515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新建茶园 2.57 万亩、低改 4.03 万亩，产茶 1.95

万吨，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42.83%、67.17%、78%;对 60 个茶叶重点

示范园区帮扶任务进行了调查摸底，起草了《安康市富硒茶产业

发展工作考核办法》; 完成“安康富硒茶”地理证明商标注册相关

资料收集，开展了富硒茶产业行动计划半年督查。新建核桃 9.98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67%。 

4444....牵头组织完成安康富硒茶发布会以及牵头组织完成安康富硒茶发布会以及牵头组织完成安康富硒茶发布会以及牵头组织完成安康富硒茶发布会以及““““南水汉江南水汉江南水汉江南水汉江、、、、富硒茶富硒茶富硒茶富硒茶

乡乡乡乡””””特色富硒产品推介活动特色富硒产品推介活动特色富硒产品推介活动特色富硒产品推介活动。。。。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了“共护南水北调水

源汉江、同建安康生态富硒茶乡”活动启动仪式暨安康富硒茶科

研成果北京新闻发布会，岚皋县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功举办“共

护南水北调水源汉江、同建安康生态富硒茶乡”岚皋富硒茶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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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5555....完成紫阳县高桥镇双龙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紫阳县高桥镇双龙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紫阳县高桥镇双龙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紫阳县高桥镇双龙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完成贫困户入户摸底和建档立卡，制定了扶贫工

作方案。指导注册了紫阳县致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启动了 80 户

贫困户房屋改造，指导 106 户村民发展养鸡、养猪等林下产业。 

十、市水利局（8 项） 

1111....10101010 月前完成月前完成月前完成月前完成《《《《安康市水系规划安康市水系规划安康市水系规划安康市水系规划》，》，》，》，列入列入列入列入《《《《陕西省水系规划陕西省水系规划陕西省水系规划陕西省水系规划》》》》

盘子盘子盘子盘子；；；；8888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前完成前完成前完成前完成《《《《丹江口库区上游水土保持治理工程规划丹江口库区上游水土保持治理工程规划丹江口库区上游水土保持治理工程规划丹江口库区上游水土保持治理工程规划（（（（三三三三

期期期期）》，）》，）》，）》，年底前启动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年底前启动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年底前启动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年底前启动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安康市水系规划已完成图标汇编，正编制文字报

告；《丹江口库区上游水土保持治理工程规划（三期）》已报水利

部审定。 

2222....推进月河补水前期工作推进月河补水前期工作推进月河补水前期工作推进月河补水前期工作，，，，完成月河补水重点工程恒河水库完成月河补水重点工程恒河水库完成月河补水重点工程恒河水库完成月河补水重点工程恒河水库

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建议书编制，，，，列入中省计划盘子列入中省计划盘子列入中省计划盘子列入中省计划盘子。。。。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水利部已将恒河水库项目列入全国“十三五”大

中型水库建设规划，设计单位继续对恒河水库淹没区范围内耕地、

林地、房屋现状进行调查统计，完成项目建议书初稿。 

3333....开工建设黄洋河护岸工程开工建设黄洋河护岸工程开工建设黄洋河护岸工程开工建设黄洋河护岸工程。。。。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完成施工图设计和施工放线等前期工作，正进行

征地拆迁。 

4444....负责争取西坝负责争取西坝负责争取西坝负责争取西坝ⅡⅡⅡⅡ期防洪和南山防洪工程建设资金期防洪和南山防洪工程建设资金期防洪和南山防洪工程建设资金期防洪和南山防洪工程建设资金。。。。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西坝Ⅱ期防洪工程可研报告通过专家审查，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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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水利部已安排省水利厅近期对南山防洪工

程项目进行审查。 

5555....解决解决解决解决 20202020 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已解决农村饮水安全 12.45 万人，占年度任务的

62.25%。 

6666....新建提升市级水利产业园区新建提升市级水利产业园区新建提升市级水利产业园区新建提升市级水利产业园区 10101010 个个个个。。。。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5个园区基本建成，4个园区基础设施完成工程量

的 50%，1个园区基础设施完成工程量的 30%。 

7777....推行汉江水质保护河长制推行汉江水质保护河长制推行汉江水质保护河长制推行汉江水质保护河长制。。。。    

落实落实落实落实情况情况情况情况：：：：对全市河流流域面积、区域、跨村镇县断面及河

流名录进行了校核，目前已有 4 个县上报了流域内河流“河长”

目录。 

8888....完成镇坪县曾家镇洪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镇坪县曾家镇洪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镇坪县曾家镇洪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镇坪县曾家镇洪阳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对帮扶对象进行了入户摸底，建立了帮扶工作台

账，修复水毁河堤 200 米，正修复 80 米水毁路段，协助发展乌鸡

养殖 1万只、核桃种植 400 亩、魔芋产业 100 亩。 

十一、市民政局（8 项） 

1111....全面建立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建立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建立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建立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完成最低生完成最低生完成最低生完成最低生

活保障线和扶贫线活保障线和扶贫线活保障线和扶贫线活保障线和扶贫线““““两线合一两线合一两线合一两线合一””””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市民政局、市卫计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联合

拟定的《安康市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全面开展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已报市政府审定待发。印发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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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兜底推进精准扶贫实施意见》和《关于做好 2016 年民政兜

底脱贫有关工作的通知》，宁陕县已被确定为全省社会保障兜底脱

贫“试点县”。 

2222....新建新建新建新建15151515个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个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个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个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100100100100个农村互助个农村互助个农村互助个农村互助

幸福院幸福院幸福院幸福院。。。。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全市 15 个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已开工 11

个，其中竣工 2 个、在建 9 个；100 个农村互助幸福院已开工 95

个，其中已运营 41 个、竣工 7 个、开工 47 个。 

3333....建成安康市生态休闲养老服务中心二期建成安康市生态休闲养老服务中心二期建成安康市生态休闲养老服务中心二期建成安康市生态休闲养老服务中心二期；；；；启动吉河银龙湾启动吉河银龙湾启动吉河银龙湾启动吉河银龙湾、、、、

建民建民建民建民月河口月河口月河口月河口、、、、付家河生态养老城付家河生态养老城付家河生态养老城付家河生态养老城、、、、张滩立石村和江北新义村张滩立石村和江北新义村张滩立石村和江北新义村张滩立石村和江北新义村 5555 个个个个

生态养老园区规划生态养老园区规划生态养老园区规划生态养老园区规划。。。。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市生态休闲养老服务中心二期完成项目最高限价

评审，正组织启动项目招投标；付家河生态养老城规划设计完成，

制定了 PPP 合作招商框架方案，正组织开展招商，吉河银龙湾、

张滩立石村养老院区启动规划设计。 

4444....建成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主体工程建成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主体工程建成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主体工程建成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主体工程。。。。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市级救灾物质储备库现址旧房已拆除，正进行施

工图设计和项目初步设计。 

5555....建成汉滨建成汉滨建成汉滨建成汉滨、、、、白河白河白河白河、、、、石泉石泉石泉石泉、、、、镇坪镇坪镇坪镇坪、、、、宁陕宁陕宁陕宁陕 5555 县区城市公益性公县区城市公益性公县区城市公益性公县区城市公益性公

墓墓墓墓。。。。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石泉县已建墓穴 500 座，殡仪馆装修完成，火葬

场一层主体建成；镇坪县完成 560 米墓区道路施工，正建设停车



 
—  10  — 

场；白河县正进行项目招投标，汉滨区、宁陕县正进行征地。 

6666....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0101010 县区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县区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县区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县区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汉滨、白河、旬阳、宁陕 4 县区已投用，镇坪县

正组织验收，汉阴县、石泉县、紫阳县、岚皋县正进行招标，平

利县建设方案已报省民政厅审核。 

7777....将孤寡老人和丧失劳动力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将孤寡老人和丧失劳动力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将孤寡老人和丧失劳动力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将孤寡老人和丧失劳动力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联合市财政局、市残联制定了《安康市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社会保障兜

底推进精准扶贫实施意见》已报市脱贫办审定。 

8888....完成宁陕县龙王镇中华完成宁陕县龙王镇中华完成宁陕县龙王镇中华完成宁陕县龙王镇中华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成立了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对贫困户进

行了入户核查，制定了《帮扶工作规划》，制定了“12358”产业

奖补政策，帮扶贫困户春播籽种款 19800 元，对 12 户高中以上贫

困家庭学生开展了贫困救学资助活动。 

十二、市移民局（5 项） 

1111....引汉济渭工程宁陕县三河口水库筒车湾至大河坝公路全线引汉济渭工程宁陕县三河口水库筒车湾至大河坝公路全线引汉济渭工程宁陕县三河口水库筒车湾至大河坝公路全线引汉济渭工程宁陕县三河口水库筒车湾至大河坝公路全线

贯通贯通贯通贯通。。。。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筒大公路路基开挖、挡墙砌筑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97%、85%，5座大桥完成桩基建设。 

2222....搬迁白河水电站搬迁白河水电站搬迁白河水电站搬迁白河水电站、、、、旬阳水电站旬阳水电站旬阳水电站旬阳水电站、、、、宁陕三河口水库移民宁陕三河口水库移民宁陕三河口水库移民宁陕三河口水库移民 126126126126

户户户户;;;;完成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移民建房完成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移民建房完成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移民建房完成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移民建房 200200200200 户户户户。。。。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完成水库移民搬迁安置 72 户，占年度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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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其中白河水电站 13 户、旬阳水电站 34 户、宁陕三河口水

库 25 户。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移民建房完成 128 户，占年度任

务的 64%。 

3333....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2222 个移民重点镇个移民重点镇个移民重点镇个移民重点镇、、、、10101010 个移民重点村建设个移民重点村建设个移民重点村建设个移民重点村建设。。。。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编制了岚皋县民主镇、紫阳县汉王镇 2 个移民重

点镇和汉滨区清泉村、龙泉村，紫阳县贾坪村等 10 个移民重点村

规划，落实重点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 个、资金 400 万元，下达

的 42 个重点村建设项目已完成 27 个、投入资金 1063 万元。 

4444....落实扶贫资金落实扶贫资金落实扶贫资金落实扶贫资金 35035035035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建成市级移民产业建成市级移民产业建成市级移民产业建成市级移民产业园区园区园区园区 5555 个个个个。。。。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已落实扶贫资金 355 万元，占年度承诺任务的

118.3%。确定安康市天铭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汉滨区林江茶叶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紫阳县焕古庄园茶叶园区等 5 家市级移民产

业园区为建设对象，编制了园区 3 年建设规划；已新建产业园区

6300 亩，新建茶叶加工厂 4 个，建设园区生产道路 1.5 公里、台

阶路 0.5 公里。 

5555....完成旬阳县关口镇蒿塔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旬阳县关口镇蒿塔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旬阳县关口镇蒿塔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旬阳县关口镇蒿塔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制定了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开展了贫困户结对帮

扶活动，共下达 100 万元帮扶资金帮助村组发展烤烟 260 亩、黄

姜 800 亩、管护林果园 1200 亩。 

十三、市民宗局（3 项） 

1111....加快南正街清真南加快南正街清真南加快南正街清真南加快南正街清真南、、、、北寺改造提升北寺改造提升北寺改造提升北寺改造提升，，，，为临街为临街为临街为临街 41414141 户少数民族户少数民族户少数民族户少数民族

群众经营户统一制作具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门头牌匾和门牌群众经营户统一制作具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门头牌匾和门牌群众经营户统一制作具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门头牌匾和门牌群众经营户统一制作具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门头牌匾和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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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南正街清真南、北两寺分别完成 2 层仿古厢房建

设，完成投资 100 万元。制作少数民族经营户门头牌匾 21 户，占

总任务的 51%。 

2222....在汉滨区培育建设在汉滨区培育建设在汉滨区培育建设在汉滨区培育建设 1111 个少数民族牛羊养殖产业园个少数民族牛羊养殖产业园个少数民族牛羊养殖产业园个少数民族牛羊养殖产业园。。。。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指导汉滨区枫叶园牛羊养殖产业园完成了园区申

报材料准备，上报了《年产万只种羊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3333....帮扶少数民族聚居区帮扶少数民族聚居区帮扶少数民族聚居区帮扶少数民族聚居区 100100100100 户少数民族贫困户脱贫户少数民族贫困户脱贫户少数民族贫困户脱贫户少数民族贫困户脱贫，，，，完成宁完成宁完成宁完成宁

陕县广货街镇元潭村年陕县广货街镇元潭村年陕县广货街镇元潭村年陕县广货街镇元潭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度包抓帮扶任务度包抓帮扶任务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对全市少数民族贫困户基本信息进行了摸底统计。

争取钢架平板桥建设资金 40 万元，拟定了元土坯房改造项目初步

补助方案。 

十四、市气象局（4 项） 

1111....加强预报预警加强预报预警加强预报预警加强预报预警，，，，重点做好主汛期重点做好主汛期重点做好主汛期重点做好主汛期、、、、灾害性天气灾害性天气灾害性天气灾害性天气、、、、重大活动重大活动重大活动重大活动

等气象预报服务工作等气象预报服务工作等气象预报服务工作等气象预报服务工作，，，，确保确保确保确保 24242424 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到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到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到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到 85%85%85%8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7 月份 24 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 85.1%，未出现

重大气象预报失误。 

2222....做好央视新闻频道做好央视新闻频道做好央视新闻频道做好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朝闻天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栏目的资料栏目的资料栏目的资料栏目的资料

和信息上传工作和信息上传工作和信息上传工作和信息上传工作，，，，上传及时率达到上传及时率达到上传及时率达到上传及时率达到 99%99%99%99%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资料和信息上传及时率达 100%。 

3333....汉江汉江汉江汉江流域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指挥平台和安康特色农业气象流域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指挥平台和安康特色农业气象流域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指挥平台和安康特色农业气象流域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指挥平台和安康特色农业气象

服务系统投入使用服务系统投入使用服务系统投入使用服务系统投入使用，，，，““““安康气象安康气象安康气象安康气象””””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APPAPPAPPAPP 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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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汉江流域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指挥平台”完成一期

研发，“安康气象”手机 APP 投入试运行，“安康特色农业气象服

务系统”完成茶叶、烤烟气象服务系统功能建设，正完善中草药

等其他农业气象服务内容。 

4444....完成汉滨区中原镇马坪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滨区中原镇马坪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滨区中原镇马坪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汉滨区中原镇马坪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与汉滨区水利局、扶贫局、城建局对接了垃圾填

埋厂、饮水工程等项目，目前垃圾填埋厂项目正组织招投标，饮

水工程正组织开工，沙石路工程正组织招投标及开工前期准备。 

十五、安康水电厂（4项） 

1111....积极参与瀛湖库区漂浮物打捞积极参与瀛湖库区漂浮物打捞积极参与瀛湖库区漂浮物打捞积极参与瀛湖库区漂浮物打捞，，，，枯水期每月开展重点断面枯水期每月开展重点断面枯水期每月开展重点断面枯水期每月开展重点断面

水质监测水质监测水质监测水质监测。。。。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分别于 7 月 4 日、16 日、22 日对瀛湖库区坝前至

流水段、紫阳水域进行了 3次全线巡视。 

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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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削峰错峰及时削峰错峰及时削峰错峰及时削峰错峰，，，，确保电站安全度确保电站安全度确保电站安全度确保电站安全度

汛汛汛汛，，，，保障安康城区及下游城镇防汛安全保障安康城区及下游城镇防汛安全保障安康城区及下游城镇防汛安全保障安康城区及下游城镇防汛安全。。。。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对 14 套泄洪闸门、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进行了检查，

目前设备平稳正常。 

3333....保障汉江生态基流不小于保障汉江生态基流不小于保障汉江生态基流不小于保障汉江生态基流不小于 73m73m73m73m

3333

/s/s/s/s。。。。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7 月份汉江生态流量未低于 300 方/秒。 

4444....完成旬阳县赵湾镇王长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旬阳县赵湾镇王长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旬阳县赵湾镇王长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旬阳县赵湾镇王长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调整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一户一档”

台账，召开了村扶贫攻坚培训动员会，开展外出务工人员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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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培训教育 50 人次，为村委会购买办公电脑 2台，为村小购买足

球 60 个，组织村小学 30 名师生到市水电厂开展了“我的中国梦、

走进国家电网”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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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