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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2017 年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 

进展情况通报（六） 

 

根据安政发〔2017〕14 号、安政办发〔2017〕1号文件精神，

市政府督查室对市政府 2017 年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截至 9 月

底进展情况进行了督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17 年，市政府共组织 83 个单位公开承诺了 501 项 1605 件

重点工作,截至 9 月底，共有 225 件兑现承诺，占 14%；1341 件

进展顺利，占 83.6%；39 件进展缓慢，占 2.4%。 

二、已完成事项（共 225 件） 

汉滨区政府汉滨区政府汉滨区政府汉滨区政府承诺 5 月底前组建“四办五镇”“两违”整治队

伍，6 月底前完成 2016 年度移民（脱贫）搬迁安置房建设收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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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6 月底前完成机场迁建红线控制范围内征地拆迁，开工建设

平旬路汉滨段、西坝防洪工程、汉江综合整治张滩堤防工程。汉汉汉汉

阴县政府阴县政府阴县政府阴县政府承诺棚户区改造基本建成 321 套、公租房累计分配入住

3061 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 200 户，完成 G541 征地拆迁，洞河

水库大坝封顶，启动建设凤堰古梯田景区杨家湾旅客接待服务中

心。石泉县政府石泉县政府石泉县政府石泉县政府承诺公租房累计分配入住 6095 套，启动石泉通

用航空机场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阳安铁路二线石泉段征地拆迁，

完成城关镇省级文化旅游街区建设投资 6000 万元，完成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 5.53 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 2 万平方米、新增千万

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 7户。宁陕县政府宁陕县政府宁陕县政府宁陕县政府承诺公租房累计分配入住

1438 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 50 户，开工建设西汉高速江口至庙

坪连接线，完成皇冠县域副中心镇和悠然山二期各 8000 万元投

资、完成上坝河森林公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000 万元、打造“十

镇十村百户”旅游扶贫示范典型 10 户、完成旅游项目投资 10 亿

元，开工建设“飞地园区”中心大道。岚皋县岚皋县岚皋县岚皋县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承诺公租房基

本建成 110 户、累计分配入住 3395 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 100

户，依法关闭西窑粘土砖厂，完成 G541 岚皋境内干线扫尾工程，

硒宝 30 万吨山泉水、御口韵茶叶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千万元以

上入园工业企业 2 户。紫阳县政府紫阳县政府紫阳县政府紫阳县政府承诺公租房基本建成 200 户、

累计分配入住 5743 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 200 户，完成蒿坪县

域副中心镇建设投资 1.2 亿元，改良茶园 1.5 万亩、新发展魔芋

种植面积 6.5 万亩。平利县政府平利县政府平利县政府平利县政府承诺投放“两权”抵押贷款 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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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新开工棚户区改造 500 套、分配入住公租房累计 3487

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 300 户，培育标准化农家休闲客栈 10 家，

新增千万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 7户，县城气化率达到70%以上。镇镇镇镇

坪县政府坪县政府坪县政府坪县政府承诺开工建设 PPP 项目 2 个，完成飞地园区投资 3000

万元。白河县政府白河县政府白河县政府白河县政府承诺拆除 5 台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整治 4

家砖厂黑烟囱，建设标准化厂房 1 万平方米，完成中厂县域副中

心镇建设投资 4500 万元，完成飞地工业园区基础建设投资 5000

万元，新增千万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 2家，完成白河水电站库区

移民安置30户 130人。旬阳县政府旬阳县政府旬阳县政府旬阳县政府承诺公租房累计分配入住4697

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 1139 户，7 月底前完成段家河至吕河口公

路改造，6 月底前完成山水太极图项目规划修编，6 月底前完成

撤县设市资料上报，完成烟厂大道、青泥大桥、白柳大道等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 7100 万元，开工建设烟厂技改项目联合工房、建

成动力中心。市政府办市政府办市政府办市政府办承诺制定出台《重点工作公开承诺制度》，

5 月底前实现市政府办内部无纸化办公。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承诺制

定发布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管理体系，建成“互联网+政务

服务”平台，实现市级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

易。市外侨办市外侨办市外侨办市外侨办承诺与欧洲或者亚洲一个国家的城市签订友好城市

意向书或备忘录，牵头开展华人华侨亲情安康行和“安康风光摄

影展”等活动，会同有关单位开展国际交流活动１至２次。市公市公市公市公

安局安局安局安局承诺对全市重点建设工程、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提供“一对一”

技术服务咨询和现场帮扶，免费向企事业单位、广大群众开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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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教育培训。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承诺筹备第十二次陕南绿色循环发展

会议，出台《支持恒口镇级小城市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指导意

见》，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编制富硒产业、

涉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全年争取中省各类扶持资金 20 亿元以

上，提出《年度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要点》，研究制定《全市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全年争取友好城市、苏陕交流、

津陕对口协作扶持资金 1.8 亿元以上。市飞地办市飞地办市飞地办市飞地办承诺争取中省扶

持资金比上年增加 20%。市审计局市审计局市审计局市审计局承诺完成审计调查项目 1 个、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项目 1 个。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承诺建立市级

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提出《香溪洞风景区管理

体制、职能配置方案》《恒口镇管理体制以及职能配置、机构编

制设置方案》，调整旬阳高新区管理体制。市监察局市监察局市监察局市监察局承诺出台《安

康市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暂行办法》《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

单》。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承诺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在上年的基础上增加 20%。

市公产局市公产局市公产局市公产局承诺完成江南片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调查摸底，制定部

分中心城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北迁办公用房安置方案。市工信局市工信局市工信局市工信局

承诺建设贫困村手机通讯基站 50 个以上，组建全市包装饮用水

产业联盟，完成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投资 8 亿元，新建标准化厂

房 18 万平方米、新增投资千万元入园企业 40 户。市国资委市国资委市国资委市国资委承

诺 5 月底前开工建设市发投集团财富中心。市规划局市规划局市规划局市规划局承诺 9月底

前完成月河川道 300 平方公里 1:2000 航空测图，全年帮扶建筑

企业资质升级和资质增项 8户以上，开工建设北环线工程二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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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创建省级文明工地 10 个、保障房市级文明工地创建率达

100%。市安监局市安监局市安监局市安监局承诺全年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督察 2次。市工市工市工市工

商商商商局局局局承诺新增登记各类企业 2000 户、市场主体 12000 户，完成

国家总局企业年报公示试点工作任务，在《安康日报》设立经济

违章违法“曝光台”。市商务局市商务局市商务局市商务局承诺举办新春年货购物节、富硒

博览会、美食文化节等展会活动，天一城市广场 6 月底前开街运

营。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承诺完成市一小新综合楼建设、支持安康职业技术

学院附属小学和市一小高新分校 6 月底前开工建设、督导高新初

级中学和高新第三幼儿园建成投用，认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28

所。市人社局市人社局市人社局市人社局承诺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2.5 万人、组织千名人才外

出学习培训、完成 1 万贫困人口免费技能培训，发放创业促就业

担保贷款 4亿元、贫困村创业担保贷款 1 亿元。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承诺棚

户区改造新建 15265 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 4039 户、基本建成

6038 套、货币化安置率达 50%以上，完成兴安西路、滨江三期景

观绿化、环城南路地下通道、江南城区防洪堤、枣园路积水点改

造、金州南路人行道、大桥路人行道等提升改造，启动巴山路综

合改造，中心城市气化率达 90%以上。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承诺开工建设宁

陕庙坪至西汉高速连接线。市扶贫局市扶贫局市扶贫局市扶贫局承诺争取财政专项扶贫投入

5 亿元、发放扶贫小额到户贴息贷款 6 亿元、完成农业综合开发

土地治理项目财政投入 4500 万元，督促市县财政部门落实扶贫

配套资金 1.3 亿元、整合财政涉农项目资金 17.3 亿元，组织开

展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4次以上。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市文广局承诺市县文化馆上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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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80%、人均年新增图书 0.02 册。市卫计局市卫计局市卫计局市卫计局承诺全面实施城市

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药品零差率销售，全面推行市级公

立医院药品耗材采购“两票制”，完成市中心医院“三甲”复审

验收和市区中医院资源整合任务。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市民政局承诺完成旬阳撤县设

市及汉滨区政府搬迁资料上报，划定火葬区范围。市司法局市司法局市司法局市司法局承诺

搭建“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组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服务

团，举办首届高校法治文化节，建立物业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市市市市

水利局水利局水利局水利局承诺开工建设西坝防洪工程。市农业局市农业局市农业局市农业局承诺新培育发展生

态休闲农庄 10 个，新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50

个，规范提升产业联盟 50 户，培育生态循环养殖示范点 20 个。

市林业局市林业局市林业局市林业局承诺完成退耕还林 10 万亩，启动建设山林经济园区 40

个，新增林下魔芋种植 2 万亩，新增林下食用菌 500 万袋，配合

筹备第三届安康生态富硒农产品（富硒茶）博览会，参加第十一

届西安国际茶叶博览会，实施天保公益林建设 10 万亩，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通过验收。市旅游局市旅游局市旅游局市旅游局承诺完成 9 家国家 4Ａ级旅游景

区整改提升，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挂牌运营。市体育市体育市体育市体育局局局局承诺完成

市青少年体校场地改造工程，制定《瀛湖水上 10 公里马拉松游

泳赛场建设方案》，建成岚皋县体育场和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

举办全国性体育赛事 2次以上、区域性体育赛事 4 次以上，完成

104 个镇、村、社区及陕南移民安置点健身工程，举办市第十六

届运动会。市招商局市招商局市招商局市招商局承诺策划包装 1 亿元以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10 个，组织市小分队“叩门”精准招商 12 次以上，邀请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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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全国知名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来安投资考察 3 批次以上。

市移民局市移民局市移民局市移民局承诺落实水库移民脱贫攻坚帮扶资金 500 万元以上。市市市市

供销社供销社供销社供销社承诺建成市供销电子商务总公司，市农资电子商务城上线

运营，在省内外建立安康生态富硒农产品直营店 10 个，举办生

态富硒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 10 场次，创建基层标杆社 2 个。市市市市

城管局城管局城管局城管局承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通过验收。市公积金中心市公积金中心市公积金中心市公积金中心承诺 5月

底前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承诺

通用汽车部件 i5 智能生产线建成投产，九州物流中心、天一城

市广场一期、奇趣海洋世界正式运营，引进入驻金融机构 3家，

高新初级中学、高新第四小学 9 月 1 日正式开学，策划开工 PPP

项目 4个，招商引资资金到位率增长 32%以上、到位资金达 70 亿

元以上。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承诺实现市直管管理体制，完成机构

设置、职能配备和人员整合，完成阳安二线、富强机场、500 万

吨货运站项目土地统征任务，产业园区大道二期、飞地园区经五

路建成通车，恒河综合治理（两路一桥）一期工程、香山小镇现

代农业综合体开工。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承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1.8 亿元，瀛湖大坝旅游服务区建成投用。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承诺开

工建设 110 千伏岚皋变第二电源工程，完成西成客专 330 千伏电

源线路工程、农村机井通电、五恒及五恒牵线路迁改工程。地电地电地电地电

安康分公司安康分公司安康分公司安康分公司承诺完成 110 千伏江口变电站 35千伏线路接入工程。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承诺开工建设附属小学，完成全日制高职学历

教育招生任务以及养老护理专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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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任务。工行安康分行工行安康分行工行安康分行工行安康分行承诺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 400户、

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 95.5%。西安银行安康分行西安银行安康分行西安银行安康分行西安银行安康分行承诺在高

新区设立 24 小时自助银行并投入使用。建行安康分行建行安康分行建行安康分行建行安康分行承诺完成

建行高新区支行迁建并对外营业，新增大中型贷款 6.6 亿元，累

计投放 7.7 亿元。人保财险公司人保财险公司人保财险公司人保财险公司承诺推进政府救助（一元民生）

保险业务。 

三、进展顺利事项（共 1341 件）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承诺的教育扶贫工作、市工信局市工信局市工信局市工信局承诺的 703 个行政

村光纤宽带进村、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承诺的红星路二期建设、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承

诺的江南公交总站建设、市规划局市规划局市规划局市规划局承诺的汉江大剧院建设、市统市统市统市统

计局计局计局计局承诺的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市人社局市人社局市人社局市人社局承诺的创业就业

工作、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市文广局承诺的中心城市“文化大本营”工程建设、市卫市卫市卫市卫

计局计局计局计局承诺的医养结合试点、市食药监局市食药监局市食药监局市食药监局承诺的食品药品监管打造

“健康安康”品牌、市质监局市质监局市质监局市质监局承诺的富硒产品标准化建设、市体市体市体市体

育局育局育局育局承诺的白河县全民健身中心建设、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承诺的

恒口数字化创业中心建设、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承诺的城区 10 千伏线路

改造等 11 项工程等 1341 件重点工作顺利推进。 

四、进展缓慢事项（共 39 件） 

（（（（一一一一））））汉滨区政府汉滨区政府汉滨区政府汉滨区政府 5555 件件件件：：：：一是承诺“完成高井路二期征迁安

置”，目前征收房屋 86 户，仅完成任务的 17.2%。二是承诺“做

好兴安片区棚户区改造征迁安置”，目前一期征收房屋 41 户，仅

完成任务的 8%；二期征收房屋 150 户，完成任务的 22.4%。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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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做好高井片区棚户区改造征迁安置”，目前已征收土地 50

亩、房屋 204 户，分别完成任务的 11.7%和 59.3%。四是承诺“汉

滨初中临街综合楼 8 月底前建成投用、教学综合楼完成基础工

程”，目前临街综合楼仍在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教学综合楼尚

在进行招投标。五是承诺“年底前西关小学建成投用、枣园九年

制学校主体建成”，目前西关小学尚在进行基础施工，枣园九年

制学校改扩建尚在进行“三通一平”及教学综合楼项目招投标。    

（（（（二二二二））））旬阳县政府旬阳县政府旬阳县政府旬阳县政府 1111 件件件件：：：：承诺“9 月底前开工建设段家河汉

江大桥”，目前尚在进行项目前期要件完善和施工图设计。 

（（（（三三三三））））汉阴县政府汉阴县政府汉阴县政府汉阴县政府 4444 件件件件：：：：一是承诺“7 月底前完成月河工业

园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规划”，目前尚在评

审总规。二是承诺“10 月底前建成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目

前仍在办理项目前期相关手续，尚未开工。三是承诺“8 月底前

开工建设月河综合治理试验段”，目前仅选定招标代理公司、进

行了社会风险评估调查，尚未开工。四是承诺“8 月底前建成县

城供气储配和涧池镇供气站”，目前县城供气储配站尚在建设附

属工程，涧池镇供气站尚在建设配套管网，仅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50%、15%。    

（（（（四四四四））））石泉县政府石泉县政府石泉县政府石泉县政府 1111 件件件件：：：：承诺“9月底前建成 G541 石泉至紫

阳汉王段”，目前完成路基土石方、桥梁主体工程，完成路面防

护及排水工程量的 88.3%。    

（（（（五五五五））））紫阳县政府紫阳县政府紫阳县政府紫阳县政府 2222 件件件件：：：：一是承诺“7月底前完成 G541 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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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征地拆迁任务”，目前完成征迁任务的 80%。二是承诺“年底前

完成汉王汉江大桥主体工程的 30%”，目前正组织工程招投标，尚

未开工。 

（（（（六六六六））））白河县政府白河县政府白河县政府白河县政府 3333 件件件件：：：：一是承诺“年底前完成河街棚户区

改造二期回迁安置房主体工程”，目前尚在开挖基础。二是承诺

“5 月底前完成涉及 316 国道改线工程 40 户拆迁任务”，目前进

行最后 1 户征收谈判，完成征收任务的 97.4%。三是承诺“6 月

底前建成投产汉江人木业项目”，目前仍在协调解决厂房。 

（（（（七七七七））））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市民政局 1111 件件件件：：：：承诺“年底前建成市生态休闲养老服

务中心二期主体工程”，目前尚在基础施工。 

（（（（八八八八））））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 1111 件件件件：：：：承诺“会同市编委办 6月底前完成市

区城市管理部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三定方案 ’”， 

目前拟定的市城市管理执法职能配置方案已报市政府研究审定。    

（（（（九九九九））））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市编委办 1111 件件件件：：：：承诺“6 月底前制定市城市管理执法

职能配置方案”，目前拟定的市城市管理执法职能配置方案已报

市政府研究审定。    

（（（（十十十十））））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局 2222 件件件件：：：：一是承诺“9 月底前开工建设安中高

新分校”，目前尚在设计施工图，暂未开工。二是承诺“8 月底前

出台《中心城区教师编制调整意见》”，目前拟定的《全市中小学

教师编制管理有关事项报告》已报市政府研究审定。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市住建局 4444 件件件件：：：：一是承诺“龙舟节前完成东坝排涝

泵站建设工程”，目前泵站设备投入运行，正进行室外管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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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方回填，完成工程量的 98%。二是承诺“6 月底前开工建设

滨江 1 号地广场及交通组织”，因项目用地范围内征地拆迁未完

成，目前尚未开工。三是承诺“6月底前建成滨江大道三期东段”，

目前完成总工程量的 90%。四是承诺“年底前完成金州北路综合

改造”，因道路建设需拆迁房屋尚未征收，目前尚未开工。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市交通局 1111 件件件件：：：：承诺“6月底前开工建设 G316 建民

至恒口一级公路”，目前尚在办理项目前期手续。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市文广局市文广局 2222 件件件件：：：：承诺“年底前完成香溪书院和古西

城文化园主体工程”，目前两项目均未开工建设。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市卫计局市卫计局市卫计局市卫计局 1111 件件件件：：：：承诺“5月底前出台‘健康安康 2030’

行动纲要”，目前《“健康安康 2030”行动纲要》已经市政府常务

会议、市委常委会议审定同意，待《陕西省“健康陕西 2030”规

划》出台后印发。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7777件件件件：：：：一是承诺“天贸物流城二

期网商园配套工程年底前主体封顶”，目前仅启动土地招拍

挂。二是承诺“高新区长途汽车站6月底前建成投用”，目前

仅完成装饰装修工程量的90%。三是承诺“高新医养特色医

院综合楼年底前主体完成60%”，目前仅完成项目规划方案设

计和地勘，尚在进行场平。四是承诺“南水汽配汽车轻量化

铝合金底盘结构件生产线 7 月底前建成”，目前尚在安装生

产线设备。五是承诺“威尼斯酒店7月底前正式运营”，目前

仍在装饰装修。六是承诺“北医大新药研发和生物制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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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前厂房建成，年底前投产”，目前尚在埋设厂房内外管网。

七是“安康中学高新校区9月底前开工建设，年底完成主要功能

用房基础施工”，目前仅完成地面清表。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恒口示范区恒口示范区恒口示范区恒口示范区 1111 件件件件：：：：承诺“恒河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

Ⅱ级标准”，经检测，恒河水质为Ⅲ级，未达到Ⅱ级标准。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安康供电局 1111 件件件件：：：：承诺“7月底前完成 10 千伏五里

西线勇敢支线迁改”，目前因征迁问题停工。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地电安康分公地电安康分公地电安康分公地电安康分公司司司司 1111 件件件件：：：：承诺“2017 年 7月底前完成

安康机场西导航台施工临时用电工程”，因机场西导航台临时用

电规划仍未确定，目前尚未办理临时用电报装接电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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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