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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2016 年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 

进展情况通报（续一） 

 

十八、市工信局 

1.1.1.1.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0303030 户户户户，，，，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长长长 12%12%12%12%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拟培育南水汽配、皓翔铝业、福田藕汁等企业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11.3 亿元，同比增长

16%。    

2.2.2.2.完成新增投资千万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完成新增投资千万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完成新增投资千万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完成新增投资千万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 50505050 户户户户，，，，新建标准化新建标准化新建标准化新建标准化

厂房厂房厂房厂房 15151515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培育汉滨五里培育汉滨五里培育汉滨五里培育汉滨五里、、、、旬阳生态旬阳生态旬阳生态旬阳生态、、、、汉阴月河汉阴月河汉阴月河汉阴月河、、、、平利工平利工平利工平利工

业集中区业集中区业集中区业集中区 4444 个产值过百个产值过百个产值过百个产值过百亿园区亿园区亿园区亿园区。。。。新增千万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 27

户，占承诺任务的 54%。新建标准化厂房 7.9 万平方米，占承诺任

务的 52.7%。汉滨五里、旬阳生态、汉阴月河、平利工业集中区分

别实现产值 53.2、59.7、37.9、32.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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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GDPGDPGDP 比重达比重达比重达比重达 54.5%54.5%54.5%54.5%。。。。预计全市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4.5%以上。    

4.4.4.4.抓好抓好抓好抓好 30303030 户市级部门帮扶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工作户市级部门帮扶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工作户市级部门帮扶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工作户市级部门帮扶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工作，，，，实施企实施企实施企实施企

业创新工程业创新工程业创新工程业创新工程，，，，培育省级培育省级培育省级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专精特新专精特新专精特新””””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10101010 户户户户,,,,认定市级创新研认定市级创新研认定市级创新研认定市级创新研

发机构发机构发机构发机构 5555 户户户户，，，，推动企业提质发展推动企业提质发展推动企业提质发展推动企业提质发展。。。。市级部门帮扶重点工业企业实

现产值 48.54 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14.88%，同比增长

23.21%。完成企业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 户、省级质量控制实

验室 1户、省级中小企业创新研发中心 12 户。正组织兴瑞达复合

材料、金科机械等 7 户企业申报市级中小企业创新研发中心。    

5.5.5.5.取缔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石煤矿井取缔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石煤矿井取缔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石煤矿井取缔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石煤矿井。。。。对镇坪县、

平利县石煤矿安全生产和复产复工情况进行了检查。关闭紫阳县

石煤矿一处。 

6.6.6.6.全年推动组织安康企业全年推动组织安康企业全年推动组织安康企业全年推动组织安康企业、、、、产品走出去活动产品走出去活动产品走出去活动产品走出去活动 4444 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促成

平利县政府与咸阳非金属矿研究院签订了重晶石循环利用战略合

作协议，组织参加了丝博会、“一带一路”台商西部行等活动。    

7.7.7.7.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阴县城关镇新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阴县城关镇新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阴县城关镇新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阴县城关镇新

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制定了脱贫攻坚方案，召开了脱贫帮困

协调推进会，明确责任分工和帮扶措施，与 30 户贫困户开展结对

帮扶，组织机关干部捐款 8300 元、衣物 400 件，提供 200 吨水泥

用于中心文化广场建设。 

十九、市国资委 

1.1.1.1.出台企业领导人员配备与管理出台企业领导人员配备与管理出台企业领导人员配备与管理出台企业领导人员配备与管理、、、、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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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绩效考核绩效考核绩效考核、、、、重大事项报告重大事项报告重大事项报告重大事项报告、、、、公司章程审核公司章程审核公司章程审核公司章程审核、、、、监事会管理等基本制监事会管理等基本制监事会管理等基本制监事会管理等基本制

度度度度。。。。制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制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制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制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拟定了《市

属国有企业实施分类管理意见》、《市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配备及

管理暂行办法》、《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市

属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市国资委出资企业国有股权

代表管理办法》、《市属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市

国资委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管理暂行办法和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公司

章程管理暂行办法》，正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已报省国资委审定。 

2.2.2.2.协助组建体育协助组建体育协助组建体育协助组建体育、、、、交通交通交通交通、、、、文化等文化等文化等文化等 3333 户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户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户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户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协

助开展了安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扶贫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组建，审核了公司章程。 

3.3.3.3.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5555 户重点企业派驻监事会户重点企业派驻监事会户重点企业派驻监事会户重点企业派驻监事会，，，，实行全程监督实行全程监督实行全程监督实行全程监督，，，，确保国有确保国有确保国有确保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资产保值增值资产保值增值资产保值增值。。。。正酝酿市属重点企业名单。    

二十、市招商局 

1.1.1.1.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420420420420 亿元以上亿元以上亿元以上亿元以上。。。。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84.08 亿元，占承诺任务的 43.83%。 

2.2.2.2.策划包装投资策划包装投资策划包装投资策划包装投资5000500050005000万元以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万元以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万元以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万元以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20202020个以上个以上个以上个以上。。。。

高档桐油合成材料、生物医药产业园等 10 个委托策划重点项目建

议书已通过评审，下达了年产 20 万吨富硒肥料开发、智能家电产

业园等 10 个项目建议书策划任务。    

3.3.3.3.按照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按照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按照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按照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粗放招商向精准招商粗放招商向精准招商粗放招商向精准招商粗放招商向精准招商、、、、政策优政策优政策优政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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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向服务优质转变要求惠向服务优质转变要求惠向服务优质转变要求惠向服务优质转变要求，，，，制定出台创新招商引资措施和考核办法制定出台创新招商引资措施和考核办法制定出台创新招商引资措施和考核办法制定出台创新招商引资措施和考核办法。。。。

拟定的《2016 年度招商引资目标责任考核实施办法（草案）》已报

市考核办审定。    

4444....创新招商方式创新招商方式创新招商方式创新招商方式，，，，瞄准全国瞄准全国瞄准全国瞄准全国 500500500500 强强强强、、、、行业龙头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组织市领组织市领组织市领组织市领

导为主的小分队导为主的小分队导为主的小分队导为主的小分队““““叩门叩门叩门叩门””””精准招商精准招商精准招商精准招商 6666 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组织大型特色招商推组织大型特色招商推组织大型特色招商推组织大型特色招商推

介活动介活动介活动介活动 4444 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在在在在 3333 个以上重点城市开展驻地招商个以上重点城市开展驻地招商个以上重点城市开展驻地招商个以上重点城市开展驻地招商。。。。组织小分队

赴深圳、武汉、西安等地精准招商 3次，在北京、武汉、西安等地

组织大型特色招商推介活动 6次，已在武汉开展驻地招商。 

5.5.5.5.积极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帮助更多的贫困人口就近就业帮助更多的贫困人口就近就业帮助更多的贫困人口就近就业帮助更多的贫困人口就近就业。。。。

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早阳镇左湾村年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早阳镇左湾村年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早阳镇左湾村年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汉滨区早阳镇左湾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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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的 110 千伏扶贫电站已建成，正办理并网

手续。帮扶栽种烤烟 800 亩，确定了 30 户烤烟大户，建立烤烟大

户+贫困户的结对帮扶机制。 

二十一、市交通局 

1.G3161.G3161.G3161.G316 白河至安康白河至安康白河至安康白河至安康、、、、G541G541G541G541 石泉至汉王石泉至汉王石泉至汉王石泉至汉王、、、、G210G210G210G210 宁陕至两河公宁陕至两河公宁陕至两河公宁陕至两河公

路完成路基工程路完成路基工程路完成路基工程路完成路基工程，，，，G211G211G211G211（（（（S102S102S102S102））））旬阳至小河公路完成路基工程旬阳至小河公路完成路基工程旬阳至小河公路完成路基工程旬阳至小河公路完成路基工程 50%50%50%50%，，，，

瀛湖旅游景区库迁路改造工程瀛湖旅游景区库迁路改造工程瀛湖旅游景区库迁路改造工程瀛湖旅游景区库迁路改造工程、、、、汉阴县双河口至宁陕龙王旅游道汉阴县双河口至宁陕龙王旅游道汉阴县双河口至宁陕龙王旅游道汉阴县双河口至宁陕龙王旅游道

路开工建设路开工建设路开工建设路开工建设，，，，S207S207S207S207 吉河瀛湖段道路改造完成前期工作吉河瀛湖段道路改造完成前期工作吉河瀛湖段道路改造完成前期工作吉河瀛湖段道路改造完成前期工作。。。。G541G541G541G541 紫阳紫阳紫阳紫阳

洞河至岚皋花里公路岚皋段洞河至岚皋花里公路岚皋段洞河至岚皋花里公路岚皋段洞河至岚皋花里公路岚皋段、、、、安康港建成安康港建成安康港建成安康港建成。。。。G316 白河至麒麟沟公

路完成路基土石方工程量的 36%，完成总投资的 29.8%；G316 麒麟

沟至旬阳公路完成路基土石方工程量的64%，完成总投资的27.8%；

G316 旬阳至安康公路施工设备已进场，路基土石方已开工。G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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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至紫阳汉王段改造完成路基土石方工程量的 81%、桥梁桩基工

程量的 93%，完成总投资的 45.3%。G210 宁陕至两河公路完成桥梁

工程量的 10%、土石方工程量的 18%，完成总投资的 20.5%。G211

（S102）旬阳至小河公路完成项目部建设和线路复测，正进行工

地实验室、拌合站、预制厂建设。瀛湖旅游景区库迁路改造完成

工可报告，正进行环评、土地预审、社会风险评估。汉阴县双河

口至宁陕龙王旅游道路计划已下达，正进行施工图纸设计。S207

吉河瀛湖段道路改造正开展前期工作。G541 紫阳洞河至岚皋花里

段改造完成路基土石方工程量的 56.6%，完成总投资的 47.5%。安

康中心港货运码头完工，客运码头完成地面硬化，完成总投资的

90%。    

2.2.2.2.开通中心城区至县河公交车开通中心城区至县河公交车开通中心城区至县河公交车开通中心城区至县河公交车，，，，优化调整中心城区公交线路优化调整中心城区公交线路优化调整中心城区公交线路优化调整中心城区公交线路

2222 条条条条。。。。对火车站对火车站对火车站对火车站、、、、高客站等重要交通节点公交车实行加密高客站等重要交通节点公交车实行加密高客站等重要交通节点公交车实行加密高客站等重要交通节点公交车实行加密、、、、延时延时延时延时，，，，

确保换乘便捷化确保换乘便捷化确保换乘便捷化确保换乘便捷化；；；；建立城市智能公交调度平台建立城市智能公交调度平台建立城市智能公交调度平台建立城市智能公交调度平台，，，，实现公交运行安实现公交运行安实现公交运行安实现公交运行安

全智能化全智能化全智能化全智能化。。。。对开通城区至县河公交、开通城区医疗公交专线情况

进行了调研，正做开通前期工作。火车站、高客站等重要交通节

点公交车加密、延时问题正进行调研。城市智能公交调度平台与

江南公交总站同步建设，目前正做前期工作。 

3.3.3.3.江南公交总站建成投用江南公交总站建成投用江南公交总站建成投用江南公交总站建成投用。。。。江南公交总站取得项目选址意见

书，立项报告已报市发改委，正进行地块测绘、规划设计、修建

性详规修改。    

4.4.4.4.开工建设平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平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平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平镇高速公路，，，，配合省交通厅配合省交通厅配合省交通厅配合省交通厅、、、、岚皋县完成安岚岚皋县完成安岚岚皋县完成安岚岚皋县完成安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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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前期工作高速公路前期工作高速公路前期工作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平镇高速公路工可研报告已报国家发改委审

批，初步设计方案完成初稿，通过了外业验收，初定 9 月份开工

建设。安岚高速公路工可研报告通过省交通厅审查，完成互通式

立交选址实地踏勘，初定 10 月份开工建设。 

5.5.5.5.月河快速干道完成前期工作月河快速干道完成前期工作月河快速干道完成前期工作月河快速干道完成前期工作。。。。月河快速干道工可研通过设

计审查，正编制土地预审及环评资料。    

6.6.6.6.牵头开展黑车牵头开展黑车牵头开展黑车牵头开展黑车、、、、非法营运车辆整治非法营运车辆整治非法营运车辆整治非法营运车辆整治，，，，建立健全出租车管理建立健全出租车管理建立健全出租车管理建立健全出租车管理

长效机制长效机制长效机制长效机制，，，，确保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明显好转确保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明显好转确保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明显好转确保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共检查公交、出租

车 1500 辆次，查处出租车违规经营行为 60 余起，查扣涉嫌非法

营运“黑出租”25 辆，处理投诉 40 件。 

7.7.7.7.完成移民搬迁对外连接道路和农村公路完善工程完成移民搬迁对外连接道路和农村公路完善工程完成移民搬迁对外连接道路和农村公路完善工程完成移民搬迁对外连接道路和农村公路完善工程 500500500500 公公公公

里里里里、、、、生命防护工程生命防护工程生命防护工程生命防护工程 100010001000100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完成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年度

任务和平利县兴隆镇蒙溪街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任务和平利县兴隆镇蒙溪街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任务和平利县兴隆镇蒙溪街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任务和平利县兴隆镇蒙溪街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移民搬迁

对外连接道路 69 公里、通村公路完善工程 450 公里、生命安全防

护工程 125 公里。为平利县兴隆镇蒙溪街村 18 户五保户争取交钥

匙工程；完成蒙溪街村公路 4.2 公里路面改造和便民桥施工图设

计，正做招投标准备。 

二十二、安康高新区 

1.1.1.1.天贸物流城二期天贸物流城二期天贸物流城二期天贸物流城二期、、、、今东现代物流园年底前完成基础施工今东现代物流园年底前完成基础施工今东现代物流园年底前完成基础施工今东现代物流园年底前完成基础施工；；；；

九州物流中心年底前主体建成九州物流中心年底前主体建成九州物流中心年底前主体建成九州物流中心年底前主体建成；；；；荣氏饮品荣氏饮品荣氏饮品荣氏饮品、、、、众辰钟表机芯众辰钟表机芯众辰钟表机芯众辰钟表机芯、、、、工业工业工业工业

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秦巴众创空间项目秦巴众创空间项目秦巴众创空间项目秦巴众创空间项目 6666 月底前建成运营月底前建成运营月底前建成运营月底前建成运营；；；；钒氮合金二期项钒氮合金二期项钒氮合金二期项钒氮合金二期项

目目目目 12121212 月底前主体建成月底前主体建成月底前主体建成月底前主体建成；；；；天一汽车主题公园一期项目年底前建成投天一汽车主题公园一期项目年底前建成投天一汽车主题公园一期项目年底前建成投天一汽车主题公园一期项目年底前建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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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用用。。。。荣氏饮品、众辰钟表机芯建成投产，秦巴众创空间建成投用。

天贸物流城二期完成场平和征迁，正进行桩基施工。今东现代物

流园正进行桩基施工。九州物流中心厂区 1#、2#仓库主体钢架完

成工程量的 70%，5#、6#、7#楼 A区完成负一层施工，8#楼完成桩

基施工。工业机器人 1号、2号厂房建成，正进行设备安装和厂区

道路、绿化施工。钒氮合金二期完成厂房建设工程量的 10%。天一

汽车主题公园一期完成 A、B、C 区钢结构安装，正进行 C 区二次

结构和通风空调、消防工程施工，完成工程量的 60%。    

2.3162.3162.3162.316 国道高新段改造国道高新段改造国道高新段改造国道高新段改造 7777 月底前完成月底前完成月底前完成月底前完成；；；；产业大道产业大道产业大道产业大道（（（（高新十二高新十二高新十二高新十二

路路路路））））一标段一标段一标段一标段 8888 月底前建成通车月底前建成通车月底前建成通车月底前建成通车；；；；高新大道二标段高新大道二标段高新大道二标段高新大道二标段、、、、创新路东段创新路东段创新路东段创新路东段 9999

月底前建成通车月底前建成通车月底前建成通车月底前建成通车；；；；花园大道北路及地下通道工程花园大道北路及地下通道工程花园大道北路及地下通道工程花园大道北路及地下通道工程 9999 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

江北公交枢纽站项目江北公交枢纽站项目江北公交枢纽站项目江北公交枢纽站项目 10101010 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年底前投入运营年底前投入运营年底前投入运营年底前投入运营。。。。316 国道

高新段改造完成。产业大道（高新十二路）一标段北侧完成土方

开挖工程量的 95%，南侧完成给水、电力管道安装。高新大道二标

段完成水稳层铺设工程量的 75%，正进行雨水、污水、电力管沟施

工。创新路东段完成水稳层铺设，已硬化 1800 米，完成总工程量

的 78.2%。花园大道北路完成路基工程量的 14.2%，正进行雨水、

污水、电力管沟施工；地下通道的车行道和人行道分别完成总工

程量的 45%、20%。江北公交枢纽站停车场建成，完成装饰装修工

程量的 40%；站务大楼及站前广场正进行基础施工。    

3.3.3.3.飞地经济园区创业孵化园二期标准化厂房年底前主体建飞地经济园区创业孵化园二期标准化厂房年底前主体建飞地经济园区创业孵化园二期标准化厂房年底前主体建飞地经济园区创业孵化园二期标准化厂房年底前主体建

成成成成，，，，核心区广场及海绵城市试验段工程年底前建成核心区广场及海绵城市试验段工程年底前建成核心区广场及海绵城市试验段工程年底前建成核心区广场及海绵城市试验段工程年底前建成。。。。完成项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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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图设计，正进行方案评审、用地范围内迁坟；核心区广场完成

土方施工；海绵城市试验段工程完成规划设计方案评审。 

4.4.4.4.高新初级中学高新初级中学高新初级中学高新初级中学、、、、高新第三幼儿园年底前主体建成高新第三幼儿园年底前主体建成高新第三幼儿园年底前主体建成高新第三幼儿园年底前主体建成；；；；中元北中元北中元北中元北

城中央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央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央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央大型商业综合体、、、、学府新天地一期宜家家居学府新天地一期宜家家居学府新天地一期宜家家居学府新天地一期宜家家居 MallMallMallMall、、、、左岸森左岸森左岸森左岸森

林商业综合体年底前主体建成林商业综合体年底前主体建成林商业综合体年底前主体建成林商业综合体年底前主体建成，，，，并同步布局数字并同步布局数字并同步布局数字并同步布局数字影院等文化设施影院等文化设施影院等文化设施影院等文化设施；；；；

智慧高新数字城管平台智慧高新数字城管平台智慧高新数字城管平台智慧高新数字城管平台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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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国际标准医养特高新国际标准医养特高新国际标准医养特高新国际标准医养特

色医院年底前完成基础施工色医院年底前完成基础施工色医院年底前完成基础施工色医院年底前完成基础施工。。。。高新初级中学校舍工程正进行基坑

开挖。高新第三幼儿园校舍工程完成基坑开挖。中元北城中央大

型商业综合体和学府新天地一期宜家家居 Mall 主体建成，左岸森

林商业综合体正进行基础施工，正与西安横店电影城、陕文投进

行北城中央、学府新天地、左岸森林院线投资合作对接。智慧高

新数字城管平台建成投用。高新国际标准医养特色医院已与投资

方签订建设合同，已完成项目规划设计，正进行方案评审。    

5.5.5.5.精准规划布局各金融机构精准规划布局各金融机构精准规划布局各金融机构精准规划布局各金融机构，，，，启动金融聚集区建设启动金融聚集区建设启动金融聚集区建设启动金融聚集区建设，，，，尽快形尽快形尽快形尽快形

成小额贷成小额贷成小额贷成小额贷、、、、担保担保担保担保、、、、保险保险保险保险、、、、典当和互联网金融集群典当和互联网金融集群典当和互联网金融集群典当和互联网金融集群。。。。完成金融聚集

区规划效果图设计，目前高新区已进驻金融机构 4 家、小贷公司 4

家、担保公司 2家。    

6.6.6.6.完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完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完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完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出租房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出租房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出租房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出租房 100100100100 余余余余

套套套套。。。。制定下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为创

业大学生提供出租房 40 套。    

7.7.7.7.建立工业项目用地评价标准建立工业项目用地评价标准建立工业项目用地评价标准建立工业项目用地评价标准，，，，出台差别化供地政策出台差别化供地政策出台差别化供地政策出台差别化供地政策。。。。完成

前期资料收集整理，正撰写相关文本。    

8.8.8.8.积极吸纳贫困劳动力在园区转移就业积极吸纳贫困劳动力在园区转移就业积极吸纳贫困劳动力在园区转移就业积极吸纳贫困劳动力在园区转移就业，，，，公益性岗位优先聘公益性岗位优先聘公益性岗位优先聘公益性岗位优先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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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贫困劳动力用贫困劳动力用贫困劳动力用贫困劳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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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下

发了《高新区失地农民职业培训和就业实施办法》，陪训农民 100

余人次；吸纳贫困劳动力在园区就业 500 人，公益性岗位聘用贫

困劳动力 200 人。召开了精准扶贫小额贷款工作会，授信 245 户；

制定了《脱贫攻坚本级财政配套资金管理办法》，印发了《对贫困

户中无房、危房户建房选址审批工作的通知》。 

二十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1.1.1.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GDPGDPGDP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工矿商贸就业人员 10101010 万人万人万人万人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控制在省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 四项指标均控制在省

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以内。 

2.2.2.2.杜绝一次死亡杜绝一次死亡杜绝一次死亡杜绝一次死亡 10101010 人以人以人以人以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未发生

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3333....全年开展安全检查暗访全年开展安全检查暗访全年开展安全检查暗访全年开展安全检查暗访 10101010 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共开展突击暗访专项行

动 5 次，下发通报 5 期，在安康日报、安康电视台公开曝光隐患

25 期。    

4444....在全市企业推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在全市企业推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在全市企业推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在全市企业推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召开了全省遏

制重特大事故推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年”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向省局汇报了“三化”信息平台建设情况和

今年以来遏制重特大事故推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年”的相关工

作情况。    

5555....完成岚皋县石门镇月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岚皋县石门镇月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岚皋县石门镇月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完成岚皋县石门镇月星村年度包抓帮扶任务。。。。先后开展扶

贫工作调研6次，已协调到位产业路和河堤工程项目资金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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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安康供电局 

1111．．．．加快加快加快加快±±±±800800800800 千伏酒湖特高压工程千伏酒湖特高压工程千伏酒湖特高压工程千伏酒湖特高压工程（（（（安康段安康段安康段安康段））））建设建设建设建设，，，，确保完确保完确保完确保完

成投资成投资成投资成投资 15.0215.0215.0215.02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330330330330 千伏旬阳千伏旬阳千伏旬阳千伏旬阳————商州输电线路工程商州输电线路工程商州输电线路工程商州输电线路工程（（（（安康段安康段安康段安康段））））

6666 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月底前建成。。。。酒泉-湖南±800 千伏特高压工程完成铁塔基础施

工，铁塔组立完成工程量的 70%，正组织放紧线施工，完成安康境

内计划投资的 58.75%。330 千伏旬阳—商州输电线路工程正进行

第四、五段放紧线施工，完成安康境内计划投资的 64.3%。 

2222．．．．6666 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 110110110110 千伏大同变千伏大同变千伏大同变千伏大同变，，，，8888 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月底前建成投运 110110110110

千伏高新变千伏高新变千伏高新变千伏高新变；；；；中心变完成选址等前中心变完成选址等前中心变完成选址等前中心变完成选址等前期工作期工作期工作期工作。。。。110 千伏大同变线路工

程共 25 基铁塔，已浇筑 24 基、组立 22 基，放紧线 7.9 公里；正

进行主厂房外墙粉刷、站内道路硬化，完成总工程量的 78%。高新

变正进行主厂房装饰装修，线路工程正进行线路复测和基础分坑。

中心变选址已列入电网设施布局规划。 

3333．．．．年底前完成年底前完成年底前完成年底前完成 212212212212 项项项项 2015201520152015 年农网新增年农网新增年农网新增年农网新增、、、、改造升级工程建设改造升级工程建设改造升级工程建设改造升级工程建设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完成建设投资完成建设投资完成建设投资完成建设投资 2.12.12.12.1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已完成新增、改造农网建设项目

178 项，完成投资 1.513 亿元，分别完成承诺任务的 84%、72%。 

4444．．．．完成汉滨区晏坝镇竹园村年度完成汉滨区晏坝镇竹园村年度完成汉滨区晏坝镇竹园村年度完成汉滨区晏坝镇竹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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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贫困户实现贫困户实现贫困户实现贫困户

全部稳定脱贫全部稳定脱贫全部稳定脱贫全部稳定脱贫。。。。完成贫困户入户调查摸底，建立了“一户一册”

档案。 

二十五、地电安康分公司 

1111．．．．建成建成建成建成 35KV35KV35KV35KV 民主输变电工程民主输变电工程民主输变电工程民主输变电工程、、、、紫阳双安紫阳双安紫阳双安紫阳双安————汉阴漩涡汉阴漩涡汉阴漩涡汉阴漩涡 35kV35kV35kV35kV 输输输输

电线路工程电线路工程电线路工程电线路工程，，，，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开工建设 35kV35kV35kV35kV 宁陕金鸡河输变电工程宁陕金鸡河输变电工程宁陕金鸡河输变电工程宁陕金鸡河输变电工程。。。。35KV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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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工程完成站内房屋主体内外粉刷、室内吊顶装修、门窗安

装和站内外道路混凝土浇筑，线路工程组立铁塔 33 基，展放线

11.44 公里，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71.86%。紫阳双安—汉阴漩涡

35kV 输电线路工程铁塔开挖 50 基、浇筑 40 基、组立 16 基，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的 64.76%。35kV 宁陕金鸡河输变电工程正进行施工

图设计。 

2222．．．．新建新建新建新建 11110KV0KV0KV0KV 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86.5486.5486.5486.54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改造改造改造改造 10KV10KV10KV10KV 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420.09420.09420.09420.09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安装配电变压器安装配电变压器安装配电变压器安装配电变压器 35.325MVA/25535.325MVA/25535.325MVA/25535.325MVA/255 台台台台, , , , 新建新建新建新建 0.4KV0.4KV0.4KV0.4KV 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226.53226.53226.53226.53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改造改造改造改造 0.4KV0.4KV0.4KV0.4KV 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381.31381.31381.31381.31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户表改造户表改造户表改造户表改造 5.28025.28025.28025.2802 万户万户万户万户，，，，完成投资完成投资完成投资完成投资

1.26451.26451.26451.2645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新建 10kV 线路 18.89 公里、改造 10kV 线路 23.45 公

里，新建 0.4kV 线路 15.56 公里、改造 0.4kV 线路 19.29 公里，安

装配电变压器 3200KVA/34 台；2016 年户表改造工程正做前期准备。 

3333．．．．年底前建成地电大厦主体工程年底前建成地电大厦主体工程年底前建成地电大厦主体工程年底前建成地电大厦主体工程。。。。主体工程完成招投标，正

进行基坑开挖。 

4444．．．．完成镇坪县钟宝镇民主村年度完成镇坪县钟宝镇民主村年度完成镇坪县钟宝镇民主村年度完成镇坪县钟宝镇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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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贫困户实现贫困户实现贫困户实现贫困户

全部稳定脱贫全部稳定脱贫全部稳定脱贫全部稳定脱贫。。。。组织帮扶干部对贫困户截止 5 月底收入情况进行

了调查了解，组织贫困村与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大棚蔬菜种

植协议，出资 1万元协助 15 户贫困散户完成鸡舍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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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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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