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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市政府第四至七次常务会议 

确定事项落实情况通报 

 

    市政府分别于 2016 年 5 月 4 日、6 月 3 日、6 月 22 日、7 月

4 日召开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常务会议，市政府督

查室对会议确定事项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督查。现将有关情况通

报如下： 

一、第四次常务会议确定事项（共 16 件） 

（（（（一一一一））））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9999 件件件件，，，，占占占占 56.3%56.3%56.3%56.3%））））    

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项目办项目办项目办项目办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半年巡查；市政府办市政府办市政府办市政府办通

报年度目标任务、公开承诺事项上半年完成情况；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印发

《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中心规划》、《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意

见》；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召开全市交通脱贫攻坚工作会议、拟定《交通脱贫

攻坚和公路建设环境保障意见》；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财政局为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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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筹措 2500 万元资本金；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印发《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方案》、《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方案》、《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方案》；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卫计局卫计局卫计局卫计局印发《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

意见》。 

（（（（二二二二））））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7777 件件件件，，，，占占占占 43.7%43.7%43.7%43.7%））））    

1.1.1.1.市发改市发改市发改市发改、、、、统计等部门负责在新闻媒体通报经济运行情况统计等部门负责在新闻媒体通报经济运行情况统计等部门负责在新闻媒体通报经济运行情况统计等部门负责在新闻媒体通报经济运行情况。。。。

市发改委在中国发展网、《安康日报》通报了第一、二季度经济运

行情况；市招商局在安康招商网、《安康日报》通报了上半年全市

招商引资情况；市商务局在安康商务预报网、安康人民广播电台、

安康新闻网、市商务局网站刊发了 1 至 7 月全市生活必需品运行

分析和消费品市场综合分析，在市商务局网站上发布了上半年全

市商务经济运行情况；市统计局在《安康日报》、市政府网站、市

统计局网站发布了第一、二季度全市经济运行综合情况及主要行

业运行情况，通报了第一、二季度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社会发展

指标。 

2.2.2.2.市发改市发改市发改市发改、、、、统计等部门负责针对经济运行困难和问题统计等部门负责针对经济运行困难和问题统计等部门负责针对经济运行困难和问题统计等部门负责针对经济运行困难和问题，，，，制定制定制定制定

措施确保经济运行平稳措施确保经济运行平稳措施确保经济运行平稳措施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对拟定的《稳增长开好局加快追赶超越

三十条措施》进行了修改完善。    

3.3.3.3.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卫计局负责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卫计局负责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卫计局负责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卫计局负责研究制定具体措施，，，，推动健康服务推动健康服务推动健康服务推动健康服务

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印发了《安康市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向中省

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衔接，累计争取卫生、社会福利、公共体育、

养老、殡葬、残疾人等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25 个，总投资 3.14

亿元，到位资金 1.99 亿元；加快办理项目立项、可研等各项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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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目前已审批 4 个，备案 2个。 

4.4.4.4.市民宗局市民宗局市民宗局市民宗局、、、、各县区政府等负责对非法乱建庙宇问题进行集各县区政府等负责对非法乱建庙宇问题进行集各县区政府等负责对非法乱建庙宇问题进行集各县区政府等负责对非法乱建庙宇问题进行集

中排查整治中排查整治中排查整治中排查整治。。。。市民宗局联合市委统战部下发了《关于依法遏制乱

建庙宇反弹现象的通知》，对汉滨、旬阳、平利、汉阴等重点县区

进行了检查，将汉滨区 5 处暂不具备审批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纳

入政府管理，落实了管理责任；对汉阴县 3处乱建场所予以制止、

1 处列入纯文保单位、1 处正完善手续拟纳入民间信仰场所规范管

理；对石泉县 1 处不符合规划的民间信仰场所予以查封；对宁陕

县 2 处拟批准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落实了属地管理责任。 

5.5.5.5.市交通局负责组建安康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交通局负责组建安康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交通局负责组建安康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交通局负责组建安康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6.6.6.6.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交通局负责围绕中心城市立体交通换乘系统建交通局负责围绕中心城市立体交通换乘系统建交通局负责围绕中心城市立体交通换乘系统建交通局负责围绕中心城市立体交通换乘系统建

设设设设、、、、城市管道运输和轻轨发展城市管道运输和轻轨发展城市管道运输和轻轨发展城市管道运输和轻轨发展、、、、背街小巷开通小公交等问题开展背街小巷开通小公交等问题开展背街小巷开通小公交等问题开展背街小巷开通小公交等问题开展

调调调调研研研研，，，，提出意见提出意见提出意见提出意见。。。。市发改委正围绕中心城市立体交通换乘系统建

设、城市管理运输和轻轨发展等问题收集汇总相关信息。市交通

局已初步确定沿东西河堤内环线公交线路走向，拟购置车型意见

已报市政府审定。 

7.7.7.7.市公安市公安市公安市公安、、、、安监等部门负责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安监等部门负责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安监等部门负责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安监等部门负责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管理，，，，提高公提高公提高公提高公

交服务质量和水平交服务质量和水平交服务质量和水平交服务质量和水平。。。。市交警支队召开了安康中心城区占用公交港

湾违法停车专项治理工作专题部署会议，从 7 月 1 日开始开展了

为期一个月的中心城区公交港湾环境秩序整治，开展了暑期交通

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对公交客运车辆违法违规现象进行了跟

踪曝光和整治检查。市安监局聘请专业机构对瀛湖公交专线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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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公交专线运行风险进行了安全评估，对交通运管部门履职情况

进行了专项检查和通报。 

二、第五次常务会议确定事项（共 22 件） 

（（（（一一一一））））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10101010 件件件件，，，，占占占占 45.5%45.5%45.5%45.5%））））    

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拟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方案》、

召开全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会议；市安委办市安委办市安委办市安委办、地灾办地灾办地灾办地灾办、防汛办防汛办防汛办防汛办、、、、

食安办食安办食安办食安办召开全市地质灾害防治、防汛、食品药品安全电视电话会

议；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印发《生态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市实施方案》；市编委市编委市编委市编委

办办办办印发《市级部门行政许可中介服务项目清单》和《代中省部门

初审项目中介服务项目清单》;市监察局市监察局市监察局市监察局组织考察学习“放管服”

改革；市市市市审计局审计局审计局审计局召开全市推进村级财务审计全覆盖工作现场会、

拟定村级财务审计监督工作办法；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对市县镇审计机构、

编制、人员有关问题进行调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工信局工信局工信局工信局、、、、水利局水利局水利局水利局召开

全市涉水产业发展工作会议。    

（（（（二二二二））））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12121212 件件件件，，，，占占占占 54.5%54.5%54.5%54.5%））））    

1.1.1.1.市发改委负责印发市发改委负责印发市发改委负责印发市发改委负责印发《《《《加快安康开放发展意见加快安康开放发展意见加快安康开放发展意见加快安康开放发展意见》、《》、《》、《》、《稳增长开稳增长开稳增长开稳增长开

好局加快追赶超越若干意见好局加快追赶超越若干意见好局加快追赶超越若干意见好局加快追赶超越若干意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意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意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意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意见》。》。》。》。《关

于加快安康开放发展的意见》正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关于稳增长

开好局加快追赶超越的若干意见》正修改完善，《关于加快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已修改完善，待报市政府审定后印发。 

2.2.2.2.市发改委负责编制市发改委负责编制市发改委负责编制市发改委负责编制《《《《涉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涉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涉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涉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6201620162016----2020202020202020）》）》）》）》

和和和和《《《《富硒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富硒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富硒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富硒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安康市涉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20）》正修改完善，《安康市富硒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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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中国农业科技大学编制。 

3.3.3.3.市工信局负责制定市工信局负责制定市工信局负责制定市工信局负责制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1620162016----2020202020202020）》。）》。）》。）》。已委托中国医科大学编制，中国医科大学专家组

已赴我市就编制事宜进行了调研。 

4.4.4.4.市民政局负责召开全市生态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市建设工作市民政局负责召开全市生态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市建设工作市民政局负责召开全市生态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市建设工作市民政局负责召开全市生态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市建设工作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已完成筹备工作。 

5.5.5.5.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考核办考核办考核办考核办、、、、财政局财政局财政局财政局、、、、人社局人社局人社局人社局、、、、政务服务中心负责政务服务中心负责政务服务中心负责政务服务中心负责

围绕围绕围绕围绕市政务服务中心干部队伍建设市政务服务中心干部队伍建设市政务服务中心干部队伍建设市政务服务中心干部队伍建设、、、、目标责任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目标责任考核、、、、配套设施完配套设施完配套设施完配套设施完

善等进行调研善等进行调研善等进行调研善等进行调研，，，，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提出意见报市政府。。。。市政务服务中心牵头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提升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管理水平工作方案》，

对加强中心干部队伍建设、提高目标责任考核分值及完善大厅配

套设施提出了意见，目前正征求各县区、相关部门意见，待修改

完善后报市政府审定。 

6.6.6.6.市市市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优化审批流程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优化审批流程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优化审批流程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优化审批流程、、、、扩大并联审批覆盖范扩大并联审批覆盖范扩大并联审批覆盖范扩大并联审批覆盖范

围围围围；；；；推进全市政务服务云平台建设推进全市政务服务云平台建设推进全市政务服务云平台建设推进全市政务服务云平台建设；；；；10101010 月底前建成市公共资源交月底前建成市公共资源交月底前建成市公共资源交月底前建成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易中心易中心易中心。。。。召开了全市政务服务质量提升会议，印发了《贯彻中省

市“放管服”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实施方案》，对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加大并联审批力度提出了意见。正修改完善《安康市政务服务云

平台建设方案》。与建行安康分行、工行安康分行、长安银行安

康分行签订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合作共建协议，正进行长安银行 1

至 2 楼房产腾退、交易中心场所装修设计、硬件配套设计以及项

目招投标前期准备。 

7.7.7.7.市总工会负责为工人文化宫项目筹集建设资金市总工会负责为工人文化宫项目筹集建设资金市总工会负责为工人文化宫项目筹集建设资金市总工会负责为工人文化宫项目筹集建设资金 2000200020002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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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省级项目资金争取省级项目资金争取省级项目资金争取省级项目资金 2000200020002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建设资金 2000 万元已筹集，同时

向省总工会报送了项目进展情况报告和资金申请。 

8.8.8.8.市财政局负责从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中市财政局负责从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中市财政局负责从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中市财政局负责从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中，，，，分两年安排分两年安排分两年安排分两年安排 4000400040004000 万万万万

元用于工人文化宫建设元用于工人文化宫建设元用于工人文化宫建设元用于工人文化宫建设。。。。已从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中安排2000万元。  

9.9.9.9.市财政局负责按照年人均市财政局负责按照年人均市财政局负责按照年人均市财政局负责按照年人均1000100010001000元标准设立市级劳模慰问及元标准设立市级劳模慰问及元标准设立市级劳模慰问及元标准设立市级劳模慰问及

困难补助资金困难补助资金困难补助资金困难补助资金。。。。已落实市级劳模慰问及困难补助资金 30 万元。 

10.10.10.10.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市规划局市规划局市规划局市规划局、、、、住建局住建局住建局住建局、、、、国土局国土局国土局国土局、、、、总工会总工会总工会总工会

负责负责负责负责 6666 月底前完成市工人文化宫项目选址和规划月底前完成市工人文化宫项目选址和规划月底前完成市工人文化宫项目选址和规划月底前完成市工人文化宫项目选址和规划，，，，提交市规委会提交市规委会提交市规委会提交市规委会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选址已确定，召开了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评选会，正修改

完善规划设计方案,未在规定时限完成规划。 

11.11.11.11.市防汛办市防汛办市防汛办市防汛办、、、、地灾办负责对防汛抢险救灾地灾办负责对防汛抢险救灾地灾办负责对防汛抢险救灾地灾办负责对防汛抢险救灾、、、、防范地质灾害预防范地质灾害预防范地质灾害预防范地质灾害预

案落实案落实案落实案落实、、、、物质储备物质储备物质储备物质储备、、、、车辆与经费保障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车辆与经费保障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车辆与经费保障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车辆与经费保障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7 月

25 日至 29 日，市防指对主汛期防汛工作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了

预案修编、抢险队伍、物资储备、预警设备维护、车辆与经费保

障等情况。 

12.12.12.12.市食安办负责开展市食安办负责开展市食安办负责开展市食安办负责开展““““三小三小三小三小””””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专项整治。。。。市食安办下发了《安

康市“三小”综合整治方案》,成立了“三小”整治领导小组，建

立了“三小”监管信息群，通过政府网站、微信、短信、LED 电子

显示屏等媒体公布举报投诉电话,扩大投诉渠道。各县区分别同各

镇所签订了《“三小”综合整治目标责任书》，与“三小”生产经

营户签订《“三小”综合整治告知书》。截至目前，全市完成  “三

小”许可 1358 户、小摊贩备案 82 户。    

三、第六次常务会议确定事项（共 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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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5555 件件件件，，，，占占占占 55.6%55.6%55.6%55.6%））））    

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召开全市暨棚改工作会和命名表彰2015年度市级园

林式集镇、单位、居住区、示范村；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提交市委研究《“十

三五”中心城区教育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印发《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办法》；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印发《市与县（区）增值税收入划

分过渡方案》。  

（（（（二二二二））））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正在推进工作（（（（4444 件件件件，，，，占占占占 44.4%44.4%44.4%44.4%））））    

1.1.1.1.市工信局负责提出促进云计算市工信局负责提出促进云计算市工信局负责提出促进云计算市工信局负责提出促进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产业发展实大数据等信息产业发展实大数据等信息产业发展实大数据等信息产业发展实

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拟定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方拟定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方拟定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方拟定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方

案案案案；；；；提出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提出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提出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提出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已拟定初稿，正征

求相关部门意见。 

2.2.2.2.市规划局市规划局市规划局市规划局、、、、住建局住建局住建局住建局、、、、国土局等负责加快长春路国土局等负责加快长春路国土局等负责加快长春路国土局等负责加快长春路、、、、北环线北环线北环线北环线、、、、

南山路项目前期工作南山路项目前期工作南山路项目前期工作南山路项目前期工作。。。。长春路项目已纳入长春片区棚户区改造开

发建设 PPP 项目，正进行 PPP 合同及合资协议谈判和初步设计编

制，正组织 400 亩建设用地报件。北环线项目已纳入省发改委、

财政厅 PPP 项目库，通过财政部第三批 PPP 示范项目初选评审；

用地报批材料已上报省国土厅，正按要求补正相关材料。南山路

项目正就南环快速干道南侧花卉市场拆迁补偿标准进行协商；完

成农用地专用和建设用地报批工作。    

3.3.3.3.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规划建设安康中学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规划建设安康中学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规划建设安康中学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规划建设安康中学、、、、安康市安康市安康市安康市

第第第第一小学分校一小学分校一小学分校一小学分校。。。。已完成选址，正进行规划设计。 

4.4.4.4.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工信局工信局工信局工信局、、、、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就完善信息化管理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就完善信息化管理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就完善信息化管理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就完善信息化管理

体制体制体制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机构职能整合运行机制以及机构职能整合运行机制以及机构职能整合运行机制以及机构职能整合，，，，加快推进信息互联互通和资加快推进信息互联互通和资加快推进信息互联互通和资加快推进信息互联互通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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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享源共享源共享源共享、、、、信息服务标准化建设等进行调研信息服务标准化建设等进行调研信息服务标准化建设等进行调研信息服务标准化建设等进行调研，，，，提出意见提出意见提出意见提出意见。。。。暂未开展

调研。 

四、第七次常务会议确定事项（共 18 件） 

（（（（一一一一））））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已完成工作（（（（7777 件件件件，，，，占占占占 38.9%38.9%38.9%38.9%））））    

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制定《放管服实施方案》、召开全市“放管服”改革

工作会议；市环保局市环保局市环保局市环保局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市住建市住建市住建市住建

局局局局表彰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先进县区、单位和个人；市住建市住建市住建市住建

局局局局确定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省考奖励3000万元奖补标准和节

余资金使用办法；市金融办市金融办市金融办市金融办召开金融机构助力实体经济推进会和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推进会。市卫计局市卫计局市卫计局市卫计局印发《安康市医养

结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二）正在推进工作（11 件，占 61.1%） 

1.1.1.1.市发改委负责拟定我市贯彻实施市发改委负责拟定我市贯彻实施市发改委负责拟定我市贯彻实施市发改委负责拟定我市贯彻实施《《《《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正在拟定。 

2.2.2.2.市发改委负责围绕市发改委负责围绕市发改委负责围绕市发改委负责围绕《《《《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对口汇对口汇对口汇对口汇

报衔接报衔接报衔接报衔接，，，，争取中省支持争取中省支持争取中省支持争取中省支持。。。。已策划包装革命老区建设项目 398 个，

总投资 3500 亿元。    

3.3.3.3.市编委办负责完善权责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市编委办负责完善权责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市编委办负责完善权责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市编委办负责完善权责清单动态管理机制，，，，编制公共服务编制公共服务编制公共服务编制公共服务

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制定了《安康市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

政审批有关工作的实施意见》, 建立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及权责

清单动态监督管理机制，编制了市级部门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4.4.4.4.市编委办负责针对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市编委办负责针对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市编委办负责针对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市编委办负责针对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行推行推行推行““““双随机双随机双随机双随机””””

监管机制监管机制监管机制监管机制。。。。对市级所有具备行政执法的部门进行了执法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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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摸底，建立了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在市场监管过程中推行了

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随机抽取检查对象的“双随机”抽查机

制。 

5.5.5.5.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制定优化政务中心建设管理服务工作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制定优化政务中心建设管理服务工作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制定优化政务中心建设管理服务工作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制定优化政务中心建设管理服务工作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制定的《安康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管理提升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正征求各县区、各部门意见。    

6.6.6.6.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财政局负责测算家庭医生服务有关补助标准和筹资办负责测算家庭医生服务有关补助标准和筹资办负责测算家庭医生服务有关补助标准和筹资办负责测算家庭医生服务有关补助标准和筹资办

法法法法。。。。正进行资料收集，待资料齐全后进行测算。 

7.7.7.7.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实施流域综合治理，，，，推动全市流域地表推动全市流域地表推动全市流域地表推动全市流域地表

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水质持续稳定达标。。。。制定了《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2016 年

水污染防治年度实施方案》，正编制《蒿坪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生

态保护规划》和县区水污染防治专项方案；正推进瀛湖生态保护、

17 个重点镇“两厂（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建设；共开

展水环境专项执法检查 10 次，检查各类企业 447 家，查处问题 62

件，限产停产 6家，立案处罚 24 家；在汉江干流设置了 7 个水质

自动监测站，每月对全市 24 个断面水质进行监测。 

8.8.8.8.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工信局等负责加快推进工信局等负责加快推进工信局等负责加快推进工信局等负责加快推进 11111111 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和造和造和造和 19191919 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市 11 个县级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正进行资金争取和方案评审；开展了全市工业园

区污水处理设施情况调查，正组织编写全市工业聚集区污水处理

设施调查及整治方案。 

9.9.9.9.市扶贫局负责拟定市扶贫局负责拟定市扶贫局负责拟定市扶贫局负责拟定《《《《安康市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工安康市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工安康市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工安康市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工

作实施方案作实施方案作实施方案作实施方案》。》。》。》。正对拟定的《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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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市金融办负责拟定市金融办负责拟定市金融办负责拟定市金融办负责拟定《《《《关于加快建设安康高新金融服务聚集关于加快建设安康高新金融服务聚集关于加快建设安康高新金融服务聚集关于加快建设安康高新金融服务聚集

区的意见区的意见区的意见区的意见》》》》和和和和《《《《绿色金融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方案绿色金融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方案绿色金融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方案绿色金融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方案》。》。》。》。正对拟定的《关

于加快建设安康高新金融服务聚集区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正

进行《安康绿色金融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起草工作前期调研。 

11.11.11.11.市编委办负责调研市市编委办负责调研市市编委办负责调研市市编委办负责调研市、、、、县县县县（（（（区区区区））））政府金融机构建设问题政府金融机构建设问题政府金融机构建设问题政府金融机构建设问题。。。。

编委会已研究金融工作机构设置问题，研究意见按程序报省编委

办审批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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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