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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22 日 

 

 

2016 年安康机场迁建工程 

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通报 

 

按照安办字〔2016〕19 号文件要求，2016 年 7 月 29 日，市

政府督查室对 2016 年安康机场迁建工程重点工作进行了跟踪督

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 汉滨区政府 

1.20161.20161.20161.2016 年年年年 5555 月底前完成新建安置点选址月底前完成新建安置点选址月底前完成新建安置点选址月底前完成新建安置点选址、、、、规划规划规划规划、、、、设计工作设计工作设计工作设计工作，，，，

启动安置房屋建设启动安置房屋建设启动安置房屋建设启动安置房屋建设。。。。新建安置点完成选址、规划、设计，已选定

建设单位并签订安置点建设框架协议。 

2.20162.20162.20162.2016 年年年年 6666 月底前试验段工程取土施工用地月底前试验段工程取土施工用地月底前试验段工程取土施工用地月底前试验段工程取土施工用地交付使用交付使用交付使用交付使用。。。。试验

段工程建设用地已全部交付使用。 

3.20163.20163.20163.2016年年年年8888月底前完成机场快速干道建设用地范围内土地及月底前完成机场快速干道建设用地范围内土地及月底前完成机场快速干道建设用地范围内土地及月底前完成机场快速干道建设用地范围内土地及

所有建筑物征迁工作所有建筑物征迁工作所有建筑物征迁工作所有建筑物征迁工作，，，，交付建设用地交付建设用地交付建设用地交付建设用地。。。。机场快速干道施工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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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完善，正进行征迁调查摸底。 

4.20164.20164.20164.2016年年年年12121212月底前完成机场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土地及所有月底前完成机场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土地及所有月底前完成机场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土地及所有月底前完成机场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土地及所有

建筑物征迁工作建筑物征迁工作建筑物征迁工作建筑物征迁工作，，，，交付建设用地交付建设用地交付建设用地交付建设用地。。。。累计征收土地2100余亩，占总

任务的70.95%；征收房屋30户，占总任务的3.45%；安置80户（其

中：过渡安置72户、货币化安置8户），占总任务的9.3%。 

5.5.5.5.机场建设工程环境保障工作机场建设工程环境保障工作机场建设工程环境保障工作机场建设工程环境保障工作。。。。完善了联席会议机制，成立

了环境保障组，对各类矛盾问题进行协调化解，开展了“两违”

巡查整治，拆除违规搭建房屋2户，正进行五富路局部险情抢修。 

6.6.6.6.机场周边区域农村道路改造升级工作机场周边区域农村道路改造升级工作机场周边区域农村道路改造升级工作机场周边区域农村道路改造升级工作。。。。制定的群众出行道

路改线设计方案报市机场办，待评审后实施。    

二、汉阴县政府 

1.20161.20161.20161.2016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前完成场外导航台征地工作日前完成场外导航台征地工作日前完成场外导航台征地工作日前完成场外导航台征地工作。。。。因未确定导

航台具体地点及征地规模，暂未启动征地。 

2.20162.20162.20162.2016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30303030日前协调有关部门申报场外导航台道路日前协调有关部门申报场外导航台道路日前协调有关部门申报场外导航台道路日前协调有关部门申报场外导航台道路、、、、供供供供

电电电电、、、、供水等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供水等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供水等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供水等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争取建设资金争取建设资金争取建设资金争取建设资金，，，，保障建设环境保障建设环境保障建设环境保障建设环境。。。。

已召集县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部门和相关镇召开协调会议，

落实了工作任务，待导航台选址确定后开展场外导航台道路、供

电、供水等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前期工作。 

三、高新区管委会 

1.1.1.1.编制旧机场土地开发规划编制旧机场土地开发规划编制旧机场土地开发规划编制旧机场土地开发规划、、、、安康空港经济区规划安康空港经济区规划安康空港经济区规划安康空港经济区规划，，，，并通过并通过并通过并通过

评审评审评审评审。。。。正策划编制旧机场土地开发规划和安康空港经济区规划。 

2.2.2.2.股权划转及资金融通工作股权划转及资金融通工作股权划转及资金融通工作股权划转及资金融通工作。。。。向省农发行提交了股权回购主

体情况分析和机场迁建工程情况说明及高新区本级经济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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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3.3.3.3.会同市机场办完成机场迁建会同市机场办完成机场迁建会同市机场办完成机场迁建会同市机场办完成机场迁建 PPPPPPPPPPPP 合同签订和执行工作合同签订和执行工作合同签订和执行工作合同签订和执行工作。。。。市

机场办与陕西建工集团就 PPP 合同进行了三轮磋商，已就合同中

涉及的老机场土地问题报市政府审定。 

四、市发改委 

1.1.1.1.积极向国家发改委和省发改委汇积极向国家发改委和省发改委汇积极向国家发改委和省发改委汇积极向国家发改委和省发改委汇报衔接报衔接报衔接报衔接，，，，确保中央补助资确保中央补助资确保中央补助资确保中央补助资

金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金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金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金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先后赴国家发改委、省发改委专题汇报

衔接，累计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2.11 亿元。 

2.2.2.2. 2016201620162016 年底前为机场建设争取中省各类补助资金年底前为机场建设争取中省各类补助资金年底前为机场建设争取中省各类补助资金年底前为机场建设争取中省各类补助资金 5000  5000  5000  5000 万万万万

元以上元以上元以上元以上。。。。已争取专项建设基金 8000 万元。    

3.3.3.3. 做好安康机场快速干道工程等项目的审批工作做好安康机场快速干道工程等项目的审批工作做好安康机场快速干道工程等项目的审批工作做好安康机场快速干道工程等项目的审批工作。对电力迁

改工程项目建议书、招标以及机场快速干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等进行了批复。 

4.4.4.4. 指导机场迁建工程指导机场迁建工程指导机场迁建工程指导机场迁建工程 PPP  PPP  PPP  PPP 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协同市机场

办与陕西建工集团就 PPP 合同进行了三轮磋商，就合同中涉及的

老机场土地问题报市政府审定。 

五、市财政局 

1.1.1.1.负责落实机场建设的市配套资金负责落实机场建设的市配套资金负责落实机场建设的市配套资金负责落实机场建设的市配套资金 2  2  2  2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2016 2016 2016 2016 年年年年————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5000  5000  5000  5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市级财政配套资金筹集意见已报市政府审

批。    

2.2.2.2.负责落实中省财政对机场迁建工程负责落实中省财政对机场迁建工程负责落实中省财政对机场迁建工程负责落实中省财政对机场迁建工程 PPP  PPP  PPP  PPP 项目奖补资金项目奖补资金项目奖补资金项目奖补资金 800 800 800 8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中省奖补资金申报资料已报中、省财政部门，待审核后拨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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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国土局 

1.20161.20161.20161.2016 年年年年 5555 月底前完成机场控制性工程先行用地报批月底前完成机场控制性工程先行用地报批月底前完成机场控制性工程先行用地报批月底前完成机场控制性工程先行用地报批。。。。国土

资源部已会审通过项目先行用地手续。 

2.2.2.2.做好旧机场土地使用权变更服务工作做好旧机场土地使用权变更服务工作做好旧机场土地使用权变更服务工作做好旧机场土地使用权变更服务工作，，，，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

完成有关审批手续完成有关审批手续完成有关审批手续完成有关审批手续。。。。旧机场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共需报批材

料 8 件，目前完成 6 件。因宗地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报件

资料尚未完成，未在确定时限完成审批手续。  

    3.2016    3.2016    3.2016    3.2016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底前组织完成机场及快速干道月底前组织完成机场及快速干道月底前组织完成机场及快速干道月底前组织完成机场及快速干道、、、、机场移民搬机场移民搬机场移民搬机场移民搬

迁安置区建设用地报批手续迁安置区建设用地报批手续迁安置区建设用地报批手续迁安置区建设用地报批手续。。。。机场建设项目用地共需报批材料 23

件，目前完成 10 件。快速干道用地共需报件材料 21 件，目前完

成 3 件。机场移民搬迁安置用地共需报件材料 14 件，目前完成 2

件。 

4.4.4.4.争取在全省范围内解决机场建设用地占补平衡指标争取在全省范围内解决机场建设用地占补平衡指标争取在全省范围内解决机场建设用地占补平衡指标争取在全省范围内解决机场建设用地占补平衡指标。。。。正向

省国土厅汇报衔接，争取政策倾斜支持。 

5.5.5.5.将机场移民安置纳入陕南避灾扶贫搬迁安置范围将机场移民安置纳入陕南避灾扶贫搬迁安置范围将机场移民安置纳入陕南避灾扶贫搬迁安置范围将机场移民安置纳入陕南避灾扶贫搬迁安置范围。。。。已规划

建设五里镇云梦小镇、大同镇格林小镇、恒口示范区恒大新天地

等 3 个陕南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6.6.6.6.编报机场搬迁安置区配套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编报机场搬迁安置区配套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编报机场搬迁安置区配套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编报机场搬迁安置区配套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争取专项补争取专项补争取专项补争取专项补

助资金助资金助资金助资金。。。。已将五里镇云梦小镇、大同镇格林小镇、恒口示范区恒

大新天地等 3 个陕南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涉及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项目纳入安康市“十三五”移民搬迁专项规划，正争取省

移民搬迁办项目支持。 

七、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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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落实机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机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机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机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协调环境监理机构做好协调环境监理机构做好协调环境监理机构做好协调环境监理机构做好

环境监理和监测工作环境监理和监测工作环境监理和监测工作环境监理和监测工作。。。。目前机场未全面开工建设，尚不具备开展

环境监理和监测工作条件。 

2.2.2.2.负责做好安康机场移民搬迁安置区建设工程环评工作负责做好安康机场移民搬迁安置区建设工程环评工作负责做好安康机场移民搬迁安置区建设工程环评工作负责做好安康机场移民搬迁安置区建设工程环评工作。。。。已

督促汉滨区环保局抓紧完成环评审批工作。 

八、市交通局 

1.1.1.1.跟进落实省交通运输厅承诺给予安康机场快速干道工程补跟进落实省交通运输厅承诺给予安康机场快速干道工程补跟进落实省交通运输厅承诺给予安康机场快速干道工程补跟进落实省交通运输厅承诺给予安康机场快速干道工程补

助资金助资金助资金助资金 1.51.51.51.5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完成项目工可研报告初稿，省交通厅已将该项

目列入 2016 至 2017 年重点项目前期计划。  

    2.    2.    2.    2.协调陕西交建集团落实机场快速干道与包茂高速开设互通协调陕西交建集团落实机场快速干道与包茂高速开设互通协调陕西交建集团落实机场快速干道与包茂高速开设互通协调陕西交建集团落实机场快速干道与包茂高速开设互通

式立交式立交式立交式立交。。。。省交通厅初步同意开设机场快速干道与包茂高速互通式

立交，目前正按省交通厅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工可研设计。 

3.3.3.3.指导新机场周边区域农村路网规划调整工作指导新机场周边区域农村路网规划调整工作指导新机场周边区域农村路网规划调整工作指导新机场周边区域农村路网规划调整工作，，，，并列入中并列入中并列入中并列入中、、、、

省补助项目省补助项目省补助项目省补助项目。。。。已将新机场周边 5 条 9.5 公里农村公路纳入“十三

五”全市农村公路项目库，正争取列入全省通村联网工程项目实

施计划。 

九、市水利局 

1.1.1.1.牵头负责罗家河牵头负责罗家河牵头负责罗家河牵头负责罗家河、、、、叶家沟叶家沟叶家沟叶家沟、、、、俭沟涵洞工程的技术服务工作俭沟涵洞工程的技术服务工作俭沟涵洞工程的技术服务工作俭沟涵洞工程的技术服务工作。。。。

完成罗家河排洪涵洞施工图初步设计及变更设计，正进行叶家沟

及俭沟排洪涵洞施工图设计。 

    2.    2.    2.    2.负责安康新机场配套供水工程立项并落实建设资金负责安康新机场配套供水工程立项并落实建设资金负责安康新机场配套供水工程立项并落实建设资金负责安康新机场配套供水工程立项并落实建设资金。。。。计划

建设青木沟水库，目前项目已纳入国家“十三五”小型水库规划，

并报水利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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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负责新机场周边农村安全饮水负责新机场周边农村安全饮水负责新机场周边农村安全饮水负责新机场周边农村安全饮水、、、、防洪工程和水土保持项目防洪工程和水土保持项目防洪工程和水土保持项目防洪工程和水土保持项目

申报申报申报申报，，，，积极争取工程建设资金积极争取工程建设资金积极争取工程建设资金积极争取工程建设资金。。。。农村安全饮水方面，已解决朝阳

社区拆迁安置点用水，朝阳社区二期饮水项目已审批立项。防洪

工程方面，因水利部暂停了 2016 年山洪沟治理项目，目前暂无

相关项目资金渠道。水土保持方面，正申报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

土保持“十三五”规划及 2017-2020 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项

目，力争将安康机场所在区域列入项目实施范围。 

4.4.4.4.指导安康机场迁建工程防洪指导安康机场迁建工程防洪指导安康机场迁建工程防洪指导安康机场迁建工程防洪、、、、水保措施的落实工作水保措施的落实工作水保措施的落实工作水保措施的落实工作。。。。已按

照水利部《关于陕西安康机场迁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水

保函〔2013〕368 号）文件精神，协助完成了水保方案编制，进

行了施工技术指导。 

十、市林业局 

1.20161.20161.20161.2016 年年年年 5555 月底前完成新机场及快速干道工程占用林地的审月底前完成新机场及快速干道工程占用林地的审月底前完成新机场及快速干道工程占用林地的审月底前完成新机场及快速干道工程占用林地的审

批手续批手续批手续批手续。。。。新机场和机场快速干道占用林地许可已获国家林业局批

复。 

2.2.2.2.负责规划编制新机场周边林业生态项目负责规划编制新机场周边林业生态项目负责规划编制新机场周边林业生态项目负责规划编制新机场周边林业生态项目，，，，并组织实施并组织实施并组织实施并组织实施。。。。暂

未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十一、市公安局 

1.1.1.1.负责组建机场警务室负责组建机场警务室负责组建机场警务室负责组建机场警务室。。。。机场警务室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挂

牌成立。 

2.2.2.2.负责征地拆迁安置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负责征地拆迁安置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负责征地拆迁安置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负责征地拆迁安置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

征地拆迁矛盾纠纷 24 起、用工矛盾纠纷 13 起。 

3.3.3.3.负责保障施工相关区域道路交通畅通负责保障施工相关区域道路交通畅通负责保障施工相关区域道路交通畅通负责保障施工相关区域道路交通畅通。。。。坚持每日进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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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联合区机场办等部门化解运输道路被堵事件 7 起。    

十二、市文广局 

协调完成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涉及的文物勘察协调完成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涉及的文物勘察协调完成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涉及的文物勘察协调完成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涉及的文物勘察。。。。制定了文物勘

探工作方案，与市机场办签订了文物勘探协议，已进场开展文物

调查等前期工作。    

十三、市供电局 

1.20161.20161.20161.2016 年年年年 6666 月底前完成安康机场建设涉及的输电线路迁改施月底前完成安康机场建设涉及的输电线路迁改施月底前完成安康机场建设涉及的输电线路迁改施月底前完成安康机场建设涉及的输电线路迁改施

工设计工设计工设计工设计。。。。完成第一阶段 110 千伏五恒、五恒牵线路迁改施工设计，

提前开展了第二阶段 2 条 35 千伏电力线路（花谭线、花茨线）迁

改施工设计。 

2.20162.20162.20162.2016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前完成机场试验段工程涉及相关输电线日前完成机场试验段工程涉及相关输电线日前完成机场试验段工程涉及相关输电线日前完成机场试验段工程涉及相关输电线

路的迁改工作路的迁改工作路的迁改工作路的迁改工作。。。。配合市机场办完成第一阶段 110 千伏五恒、五恒

牵线迁改施工招标前期工作，待招标结果公布后开始施工。 

3.3.3.3.编制编制编制编制 35353535 千伏以下输电线路迁改项目千伏以下输电线路迁改项目千伏以下输电线路迁改项目千伏以下输电线路迁改项目，，，，纳入国家对贫困地区纳入国家对贫困地区纳入国家对贫困地区纳入国家对贫困地区

农村电网改造补助项目农村电网改造补助项目农村电网改造补助项目农村电网改造补助项目。。。。一阶段 10 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迁改全部

纳入农网改造计划，大同镇全胜村新增配变及更换配变投运，联

合支线迁改及两台配变投运，勇敢支线迁改完成新建线路前期工

作。二阶段 10 千伏红旗、长河及建设支线迁改正进行施工设计。    

十四、电信安康分公司、移动安康分公司、联通安康分公司、

铁塔安康分公司 

负责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涉及的通信负责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涉及的通信负责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涉及的通信负责安康机场迁建工程涉及的通信、、、、网络等线路迁移网络等线路迁移网络等线路迁移网络等线路迁移。。。。移动

安康分公司已对迁改线路进行了摸查，制定了迁改方案，迁改施

工已启动；联通安康分公司对迁改线路进行了摸查，正制定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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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电信安康分公司完成了机场迁建急需用地范围内设施迁移；

铁塔安康分公司经排查确认，机场建设范围内无其公司需要迁移

的通信设施。 

十五、安康机场建设协调办公室 

1.1.1.1.负责机场迁建工程负责机场迁建工程负责机场迁建工程负责机场迁建工程 PPPPPPPPPPPP 合同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签订。。。。市机场办与陕西建工集

团就 PPP 合同进行了三轮磋商，就合同中涉及的老机场土地问题

报市政府审定。 

2.2.2.2.负责安康机场迁建工程征地拆迁和环境保障经费筹集负责安康机场迁建工程征地拆迁和环境保障经费筹集负责安康机场迁建工程征地拆迁和环境保障经费筹集负责安康机场迁建工程征地拆迁和环境保障经费筹集。。。。累

计筹集拨付征迁经费 2.4392 亿元。 

3.3.3.3.负责建设资金争取负责建设资金争取负责建设资金争取负责建设资金争取、、、、筹集筹集筹集筹集、、、、使用和监管使用和监管使用和监管使用和监管。。。。累计争取到位中

央预算内投资 2.11 亿元，专项建设资金 2.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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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