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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雅安年鉴 （２０１９）》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记述中共雅安市委、雅安市人民政府带领全市

人民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新举措、新成果，充分展现２０１８年全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情况，

为各界人士了解雅安、研究雅安提供权威资料。

二、《雅安年鉴》是由雅安市人民政府主办，雅安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编纂。１９９８年创

刊，２０１４年更名 《雅安市年鉴》，２０１９年复名 《雅安年鉴》。《雅安年鉴 （２０１９）》为第２２卷，记

载内容断限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附录有部分内容上溯或下延。

三、本卷采用分类编辑，依次设类目、分目、条目。设年度综述、大事记、中国共产党雅安

市委员会、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雅安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雅安市委员会、纪检

监察、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法治、农业与农村、工业、商贸、城乡建设、交通邮电信息、财政

税务、金融、生态环境保护、旅游、综合经济管理、军事、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社会、

县区、人物、附录共２７个类目，共有１６１分目、１３１８个条目、４８个表、２２５幅图，约７６万字。

四、本卷全彩印刷，图随文排，条目标题加 “【】”表示。设中英文目录。卷后设索引。

五、本卷统计资料由雅安市统计局提供，内文条目中数据由各单位提供。因统计口径等原因，

部分条目中的数据与统计资料不尽相符，引用时以统计资料为准。

六、本卷稿件主要由全市各部门、单位和县 （区）提供，均经各供稿部门和单位审核。部分

内容来源于主流媒体和报刊。所有稿件和内容由编辑部整理编辑，经市政府终审，出版社审核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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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制管理 ４５
!!!!!!!!!!!!!!

　　机构编制概况 ４５
!!!!!!!!!!!!

　　事业机构概况 ４６
!!!!!!!!!!!!

　　机构改革 ４６
!!!!!!!!!!!!!!

　　机构变革 ４６
!!!!!!!!!!!!!!

党史研究 ４７
!!!!!!!!!!!!!!!!

　　党史研究工作 ４７
!!!!!!!!!!!!

　　党史场馆建设 ４７
!!!!!!!!!!!!

　　党史系统资政育人工作会 ４７
!!!!!!!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专题活动 ４７
!!!!!

老干部工作 ４８
!!!!!!!!!!!!!!!

　　政治思想建设 ４８
!!!!!!!!!!!!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 ４８
!!!!!!!!

　　“与党同心、与改革同行”系列主题活动 ４８
!!

　　志愿服务活动 ４９
!!!!!!!!!!!!

　　亲情帮扶服务 ４９
!!!!!!!!!!!!

　　老干部活动中心建设 ４９
!!!!!!!!!

　　老年大学建设 ４９
!!!!!!!!!!!!

党校工作 ４９
!!!!!!!!!!!!!!!!

　　举办县级领导干部轮训班 ４９
!!!!!!!

　　专题宣讲活动 ４９
!!!!!!!!!!!!

　　编发《市情研究》 ４９
!!!!!!!!!!!

　　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研讨会 ５０
!!!!!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

重要决定决议 ５２
!!!!!!!!!!!!!!

　　重要决定 ５２
!!!!!!!!!!!!!!

　　重要决议 ５２
!!!!!!!!!!!!!!

重要会议 ５２
!!!!!!!!!!!!!!!!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５２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５３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５３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５３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５３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５４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５４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５５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５５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５５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５６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主任会议 ５６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主任会议 ５６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主任会议 ５７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主任会议 ５７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主任会议 ５７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主任会议 ５７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主任会议 ５７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主任会议 ５８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主任会议 ５８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主任会议 ５８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主任会议 ５８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主任会议 ５９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主任会议 ５９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主任会议 ５９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主任会议 ６０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主任会议 ６０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 ６０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主任会议 ６０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主任会议 ６１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主任会议 ６１
!!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主任会议 ６１
!!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６１
!!!!!!!!!!!!

　　市人大办工作 ６１
!!!!!!!!!!!!

　　监督工作 ６２
!!!!!!!!!!!!!!

　　代表工作 ６３
!!!!!!!!!!!!!!

　　人大代表调研视察 ６４
!!!!!!!!!!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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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任免工作 ６４
!!!!!!!!!!!!

雅安市人民政府

重要决策 ６６
!!!!!!!!!!!!!!!!

　　雅安市“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 ６６
!!!

　　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６６
!!!!!

　　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

６６

!

!!!!!!!!!!!!!!!!!!!

　　雅安市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宪法宣誓 ６６
!!!!!!!!!!!!

　　雅安市地方志工作管理办法 ６６
!!!!!!

　　雅安市税收征管保障暂行办法 ６６
!!!!!

　　雅安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

６６

!

!!!!!!!!!!!!!!!!!!!

　　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６６
!

　　整体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实施意见 ６６
!

　　国务院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６６
!!!!

　　加快推进建立雅安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６６
!!

　　雅安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 ６６
!

　　雅安市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 ６６
!!

　　雅安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６７
!!

　　雅安市推进“放管服”改革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

６７

!

!!!!!!!!!!!!!!!!!!!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

不动产登记办法 ６７
!!!!!!!!!!

　　雅安市市级部门“局长进大厅”活动实施方案

６７
!!!!!!!!!!!!!!!!!!!

　　雅安市市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２０１８年本）

６７

!

!!!!!!!!!!!!!!!!!!!

　　严格国家投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结算办理加强

内部审核 ６７
!!!!!!!!!!!!!

　　雅安市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６７
!!!!!!!

　　开展清理服务业企业入规上限专项行动 ６７
!

　　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 ６７
!!!!!!!!

　　雅安市涉及产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方

案 ６７
!!!!!!!!!!!!!!!!

　　雅安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６７
!!!!!!!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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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６８
!!!!!!!!

　　推进“雅安政务事、最多跑一次”改革 ６８
!!!

　　推进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县域经济改革发展重点工作

６８
!!!!!!!!!!!!!!!!!!!

　　四川省促进川菜走出去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雅安市贯彻落实方案 ６８
!!!!!

　　雅安市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意见 ６８
!!!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６８
!!!!!!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６８
!!!!!!!!!!

　　雅安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６８
!!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

产业经济 ６８
!!!!!!!!!!!!!

　　雅安市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６８
!!!!!!!

　　雅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实施方案 ６８
!

　　雅安市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实

施方案 ６９
!!!!!!!!!!!!!!

　　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 ６９
!!!!!!!

　　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强市 ６９
!!!!!!!

　　推进花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６９
!!!!!!

　　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工作 ６９
!!!!!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砂石管理暂行办法

６９

!

!!!!!!!!!!!!!!!!!!!

　　雅安市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６９
!!!

重要会议 ６９
!!!!!!!!!!!!!!!!

　　四届市政府第２６次常务会议 ６９
!!!!!!

　　四届市政府第２７次常务会议 ６９
!!!!!!

　　四届市政府第２８次常务会议 ７０
!!!!!!

　　四届市政府第２９次常务会议 ７０
!!!!!!

　　四届市政府第３０次常务会议 ７０
!!!!!!

　　四届市政府第３１次常务会议 ７０
!!!!!!

　　四届市政府第３２次常务会议 ７０
!!!!!!

　　四届市政府第３４次常务会议 ７１
!!!!!!

　　四届市政府第３５次常务会议 ７１
!!!!!!

　　四届市政府第３６次常务会议 ７１
!!!!!!

　　四届市政府第３７次常务会议 ７１
!!!!!!

　　四届市政府第３８次常务会议 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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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届市政府第４２次常务会议 ７２
!!!!!!

　　雅安市第四届人民政府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７２
!!

市政府办工作 ７２
!!!!!!!!!!!!!!

　　概况 ７２
!!!!!!!!!!!!!!!!

　　提升以文辅政水平 ７３
!!!!!!!!!!

　　信息服务工作 ７３
!!!!!!!!!!!!

　　会务保障工作 ７３
!!!!!!!!!!!!

　　绩效保证目标考评 ７３
!!!!!!!!!!

　　督查督办工作 ７３
!!!!!!!!!!!!

　　建议提案办理 ７３
!!!!!!!!!!!!

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 ７４
!!!!!!!!!!!

　　自然灾害概况 ７４
!!!!!!!!!!!!

　　暴雨灾害 ７４
!!!!!!!!!!!!!!

　　地质灾害 ７５
!!!!!!!!!!!!!!

　　地震与地震灾害 ７５
!!!!!!!!!!!

　　芦山飞仙关滴水岩发生塌方 ７５
!!!!!!

　　汉源县山体塌方 ７５
!!!!!!!!!!!

　　雨城区南外环山体塌方 ７５
!!!!!!!!

　　水文中长期预报 ７６
!!!!!!!!!!!

　　水文短期预报 ７６
!!!!!!!!!!!!

　　地震处置与震情跟踪 ７６
!!!!!!!!!

　　地震台站建设及管理 ７６
!!!!!!!!!

　　抗震设防管理 ７６
!!!!!!!!!!!!

　　防震减灾服务 ７６
!!!!!!!!!!!!

　　防震宣传教育 ７７
!!!!!!!!!!!!

　　气象管理 ７７
!!!!!!!!!!!!!!

　　雅安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 ７８
!!!!!!!

　　地质灾害防治服务 ７８
!!!!!!!!!!

　　政府应急管理 ７８
!!!!!!!!!!!!

　　地震应急管理 ７９
!!!!!!!!!!!!

政务服务 ７９
!!!!!!!!!!!!!!!!

　　办事指南 ７９
!!!!!!!!!!!!!!

　　一窗受理 ７９
!!!!!!!!!!!!!!

　　一小时办结制 ７９
!!!!!!!!!!!!

　　代办服务 ８０
!!!!!!!!!!!!!!

　　“一车制”现场踏勘 ８０
!!!!!!!!!!

　　自助服务 ８０
!!!!!!!!!!!!!!

　　异地服务 ８０
!!!!!!!!!!!!!!

　　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 ８０
!!!!!!!!!!

　　开办企业综合窗口 ８０
!!!!!!!!!!

　　周六政务延时服务 ８０
!!!!!!!!!!

　　不动产交易集成服务 ８０
!!!!!!!!!

　　交易平台标准 ８０
!!!!!!!!!!!!

　　一体化自助平台 ８１
!!!!!!!!!!!

　　中介服务 ８１
!!!!!!!!!!!!!!

　　电子化平台 ８１
!!!!!!!!!!!!!

　　土地及矿产交易 ８１
!!!!!!!!!!!

　　政府采购 ８１
!!!!!!!!!!!!!!

外事侨务和港澳台工作 ８２
!!!!!!!!!!

　　外事工作 ８２
!!!!!!!!!!!!!!

　　侨务工作 ８２
!!!!!!!!!!!!!!

　　对台工作 ８２
!!!!!!!!!!!!!!

　　港澳工作 ８３
!!!!!!!!!!!!!!

机关事务管理 ８３
!!!!!!!!!!!!!!

　　机关国有资产统一管理 ８３
!!!!!!!!

　　公务用车使用管理 ８３
!!!!!!!!!!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管理 ８３
!!!!!!!!

　　机关后勤服务保障 ８３
!!!!!!!!!!

档案管理 ８４
!!!!!!!!!!!!!!!!

　　概况 ８４
!!!!!!!!!!!!!!!!

　　馆藏档案概况 ８４
!!!!!!!!!!!!

　　档案征集利用 ８４
!!!!!!!!!!!!

　　档案接收进馆工作 ８４
!!!!!!!!!!

地方志工作 ８４
!!!!!!!!!!!!!!!

　　史志鉴编纂 ８４
!!!!!!!!!!!!!

　　地方志文化宣传 ８４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雅安市委员会

　重要会议 ８６
!!!!!!!!!!!!!!!

　　市政协四届五次常委会议 ８６
!!!!!!!

　　市政协四届二次全体会议 ８６
!!!!!!!

　　市政协四届六次常委会议 ８６
!!!!!!!

　　市政协四届七次常委会议 ８６
!!!!!!!

　　市政协四届八次常委会议 ８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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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工作 ８６
!!!!!!!!!!!!!!!

　　市政协办工作 ８６
!!!!!!!!!!!!

　　提案工作 ８７
!!!!!!!!!!!!!!

　　调研视察 ８７
!!!!!!!!!!!!!!

　　课题研究 ８８
!!!!!!!!!!!!!!

　　文史研究 ８８
!!!!!!!!!!!!!!

纪检监察

概　述 ９０
!!!!!!!!!!!!!!!!!

　　概况 ９０
!!!!!!!!!!!!!!!!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９０
!!!!!!!!!!

　　市纪委四届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大会 ９０
!!

党风廉政建设 ９１
!!!!!!!!!!!!!!

　　自觉落实“两个维护” ９１
!!!!!!!!!

　　健全完善监督体系 ９１
!!!!!!!!!!

　　锲而不舍正风肃纪 ９１
!!!!!!!!!!

　　坚定不移惩贪治腐 ９１
!!!!!!!!!!

　　统筹推进巡视整改 ９２
!!!!!!!!!!

　　整治基层“微腐败” ９２
!!!!!!!!!!

巡察工作 ９２
!!!!!!!!!!!!!!!!

　　概况 ９２
!!!!!!!!!!!!!!!!

　　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９２
!!!!!!!!!!

　　巡察整改工作 ９２
!!!!!!!!!!!!

　　巡察队伍建设 ９３
!!!!!!!!!!!!

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雅安市委员会 ９５
!!!!

　　民革参政议政 ９５
!!!!!!!!!!!!

　　民革建设与帮扶 ９５
!!!!!!!!!!!

　　关爱抗战老兵 ９５
!!!!!!!!!!!!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 ９５
!!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列活动 ９５
!!!!!

中国民主同盟雅安市委员会 ９５
!!!!!!!!

　　民盟参政议政 ９５
!!!!!!!!!!!!

　　盟员发展与专题学习 ９６
!!!!!!!!!

中国民主建国会雅安市委员会 ９６
!!!!!!!

　　民建参政议政 ９６
!!!!!!!!!!!!

　　会员发展与信息提案 ９６
!!!!!!!!!

　　捐资助学与培训 ９７
!!!!!!!!!!!

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９７
!!!!!!!

　　工商联参政议政 ９７
!!!!!!!!!!!

　　调查研究 ９７
!!!!!!!!!!!!!!

　　建言献策 ９７
!!!!!!!!!!!!!!

　　理想信念教育 ９８
!!!!!!!!!!!!

　　教育培训 ９８
!!!!!!!!!!!!!!

　　招商引资 ９９
!!!!!!!!!!!!!!

雅安市总工会 ９９
!!!!!!!!!!!!!!

　　全市工会情况 ９９
!!!!!!!!!!!!

　　惠民帮扶 ９９
!!!!!!!!!!!!!!

　　行业技能竞赛 ９９
!!!!!!!!!!!!

　　职业权益维护 １００
!!!!!!!!!!!!

　　职工民主管理 １００
!!!!!!!!!!!!

　　“工人先锋号”创建 １００
!!!!!!!!!!

　　职工维权宣传 １００
!!!!!!!!!!!!

　　职工文体活动 １０１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雅安市委员会 １０１
!!!!!

　　组织建设 １０１
!!!!!!!!!!!!!!

　　思想政治引领 １０１
!!!!!!!!!!!!

　　服务中心大局工作 １０２
!!!!!!!!!!

　　青年服务体系建设 １０２
!!!!!!!!!!

　　团干部队伍建设 １０３
!!!!!!!!!!!

雅安市妇女联合会 １０３
!!!!!!!!!!!!

　　妇女儿童基本情况 １０３
!!!!!!!!!!

　　妇女权益保障 １０３
!!!!!!!!!!!!

　　妇女就业培训 １０３
!!!!!!!!!!!!

　　雅安市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０４
!!!!!!

　　全市妇联工作会 １０４
!!!!!!!!!!!

　　关爱女性保障计划 １０４
!!!!!!!!!!

　　儿童权益保障 １０４
!!!!!!!!!!!!

　　关爱儿童计划 １０４
!!!!!!!!!!!!

雅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１０５
!!!!!!!!!!!

　　基层科普 １０５
!!!!!!!!!!!!!!

　　科普宣传 １０５
!!!!!!!!!!!!!!

　　创新科普宣传平台 １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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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１０５
!!!!!!!!!!

　　青少年科普活动 １０５
!!!!!!!!!!!

　　专题调研活动 １０６
!!!!!!!!!!!!

雅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１０６
!!!!!!!!!

　　社科研究 １０６
!!!!!!!!!!!!!!

　　社科普及 １０６
!!!!!!!!!!!!!!

　　学术交流 １０６
!!!!!!!!!!!!!!

雅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１０７
!!!!!!!!!!!

　　概况 １０７
!!!!!!!!!!!!!!!!

　　量服工作 １０７
!!!!!!!!!!!!!!

　　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 １０７
!!!!!!!!!

　　残疾人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 １０７
!!!!!!

　　残疾人文化体育 １０８
!!!!!!!!!!!

　　残疾人特殊教育 １０８
!!!!!!!!!!!

　　发放免费电子旅游卡 １０８
!!!!!!!!!

雅安市红十字会 １０８
!!!!!!!!!!!!!

　　概况 １０８
!!!!!!!!!!!!!!!!

　　无偿献血 １０８
!!!!!!!!!!!!!!

　　器官捐献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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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援助项目 １０８
!!!!!!!!!!!!

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１０８
!!!!!!!!!

　　作品展示 １０８
!!!!!!!!!!!!!!

　　文艺调研 １０８
!!!!!!!!!!!!!!

　　创作扶持 １０９
!!!!!!!!!!!!!!

雅安市法学会 １０９
!!!!!!!!!!!!!!

　　概况 １０９
!!!!!!!!!!!!!!!!

　　法学研究 １０９
!!!!!!!!!!!!!!

　　法治宣传 １０９
!!!!!!!!!!!!!!

雅安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１０９
!!!!!!!!!!

　　调研活动 １０９
!!!!!!!!!!!!!!

　　《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编纂工作 １１０
!!!

法　治

概　述 １１２
!!!!!!!!!!!!!!!!!

　　地方立法 １１２
!!!!!!!!!!!!!!

　　依法治市工作 １１２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１２
!!!!!!!!!!

　　执法监督工作 １１３
!!!!!!!!!!!!

　　保障经济发展 １１３
!!!!!!!!!!!!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１３
!!!!!!!!!!!!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１３
!!!!!!!!!!!!!!

　　社会稳定情况 １１３
!!!!!!!!!!!!

　　维稳工作 １１３
!!!!!!!!!!!!!!

公安工作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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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１９５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９５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１９６
!!!!!!!!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１９６
!!!!!!!!

　　市级国库集中支付 １９６
!!!!!!!!!!

　　财政转移支付 １９６
!!!!!!!!!!!!

资金保障 １９６
!!!!!!!!!!!!!!!!

　　交通基础设施投入 １９６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入 １９６
!!!!!!!!

　　生态文明建设投入 １９７
!!!!!!!!!!

　　教育优先发展投入 １９７
!!!!!!!!!!

　　文体事业发展投入 １９７
!!!!!!!!!!

　　健全社保体系投入 １９７
!!!!!!!!!!

　　健康雅安建设投入 １９７
!!!!!!!!!!

　　提升治理水平投入 １９７
!!!!!!!!!!

　　支持产业发展投入 １９８
!!!!!!!!!!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 １９８
!!!!!!!!!!

税　务 １９８
!!!!!!!!!!!!!!!!!

　　税收管理 １９８
!!!!!!!!!!!!!!

　　出口退税 １９８
!!!!!!!!!!!!!!

　　减免税优惠 １９９
!!!!!!!!!!!!!

　　个人所得税管理 １９９
!!!!!!!!!!!

金　融

金融监管 ２０３
!!!!!!!!!!!!!!!!

　　金融概况 ２０３
!!!!!!!!!!!!!!

　　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３
!!!!!!!!!!

　　金融服务 ２０３
!!!!!!!!!!!!!!

　　金融风险监管 ２０４
!!!!!!!!!!!!

　　政银企对接平台 ２０４
!!!!!!!!!!!

　　多层次资本市场 ２０４
!!!!!!!!!!!

　　规范交易类场所 ２０４
!!!!!!!!!!!

　　金融风险防控 ２０４
!!!!!!!!!!!!

金融机构 ２０５
!!!!!!!!!!!!!!!!

　　中国人民银行雅安市中心支行 ２０５
!!!!!

　　中国工商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６
!!!!!!!!

　　中国农业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６
!!!!!!!!

　　中国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７
!!!!!!!!!!

　　中国建设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７
!!!!!!!!

　　雅安市商业银行 ２０７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雅安市分行 ２０７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雅安市分行 ２０８
!!!!!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雅安办事处（雅安农

村商业银行） ２０８
!!!!!!!!!!!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８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８
!!!!!!

　　雅安雨城惠民村镇银行 ２０８
!!!!!!!!

　　四川名山锦程村镇银行 ２０８
!!!!!!!!

保险机构 ２０９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分公司

２０９
!!!!!!!!!!!!!!!!!!

　　中国人寿财险雅安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９
!!!!

　　中国人民保险寿险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９
!!!

　　锦泰保险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９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中心支公

司 ２０９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分公司

２１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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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１０
!!!!!!!!!!!!!!!!!!

证券交易 ２１０
!!!!!!!!!!!!!!!!

　　国泰君安证券雅安营业部 ２１０
!!!!!!!

　　中国中投证券雅安营业部 ２１１
!!!!!!!

　　西南联交所雅安分所 ２１１
!!!!!!!!!

融资担保 小额贷款 ２１１
!!!!!!!!!!!

　　雅安市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１
!!!

　　芦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２

!!

!!!!!!!!!!!!!!!!!!

　　雅安市石棉县先之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２
!!!!!!!!!!!!!!!!!!

　　雅安市汉源县昊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１２
!!

　　雅安市荥经县鑫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２

!

!!!!!!!!!!!!!!!!!!

　　四川省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汉源办

事处 ２１２
!!!!!!!!!!!!!!!

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质量 ２１４
!!!!!!!!!!!!!!!!

　　空气环境质量 ２１４
!!!!!!!!!!!!

　　水环境质量 ２１４
!!!!!!!!!!!!!

　　声环境质量 ２１６
!!!!!!!!!!!!!

环境保护 ２１７
!!!!!!!!!!!!!!!!

　　自然保护区 ２１７
!!!!!!!!!!!!!

　　水资源保护 ２１７
!!!!!!!!!!!!!

　　水环境监测 ２１８
!!!!!!!!!!!!!

　　水土保持 ２１８
!!!!!!!!!!!!!!

　　中小河流治理 ２１８
!!!!!!!!!!!!

　　降水监测 ２１９
!!!!!!!!!!!!!!

　　饮用水源监测 ２１９
!!!!!!!!!!!!

　　农村饮水安全管理 ２１９
!!!!!!!!!!

　　环保督查问题整改 ２１９
!!!!!!!!!!

大熊猫 ２１９
!!!!!!!!!!!!!!!!!

　　四川大熊猫雅安栖息地 ２１９
!!!!!!!!

　　宝兴发现野生大熊猫 ２２０
!!!!!!!!!

　　大熊猫现身石棉孟获城 ２２０
!!!!!!!!

　　芦山再现野生大熊猫 ２２０
!!!!!!!!!

　　天全三湾河再现大熊猫身影 ２２０
!!!!!!

野生动植物救助保护 ２２１
!!!!!!!!!!!

　　受伤水鹿不治死亡 ２２１
!!!!!!!!!!

　　蜂桶寨绿尾虹雉人工繁育实验室启用 ２２１
!!

　　荥经救助野生藏酋猴 ２２１
!!!!!!!!!

　　雨城区救助国家保护动物褐林 ２２１
!!!!

　　名山救助野生动物果子狸 ２２１
!!!!!!!

　　石棉解救省重点保护动物毛冠鹿 ２２１
!!!!

　　石棉救助国家保护动物长耳 ２２２
!!!!!

　　天全救护国家保护动物鹰雕 ２２２
!!!!!!

　　雨城区村民救助受伤大雁 ２２２
!!!!!!!

　　雅安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额雁 ２２２
!!!

　　宝兴救助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 ２２３
!!

　　天全警方破获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案

２２３

!!

!!!!!!!!!!!!!!!!!!

　　天全警方破获盗伐买卖枫木案 ２２４
!!!!!

　　汉源处置两起野外用火引发山火案 ２２４
!!!

　　嫌疑人砍伐珍稀树木获刑 ２２５
!!!!!!!

　　芦山县推进古树名木挂牌保护 ２２５
!!!!!

旅　游

旅游管理 ２２７
!!!!!!!!!!!!!!!!

　　概况 ２２７
!!!!!!!!!!!!!!!!

　　星级饭店 ２２７
!!!!!!!!!!!!!!

　　旅行社 ２２７
!!!!!!!!!!!!!!!

　　乡村旅游 ２２７
!!!!!!!!!!!!!!

　　生态旅游 ２２７
!!!!!!!!!!!!!!

　　茶旅融合 ２２７
!!!!!!!!!!!!!!

　　旅游景区 ２２７
!!!!!!!!!!!!!!

　　蒙顶山整体规划获批 ２２８
!!!!!!!!!

　　蟹螺堡子被批准为国家３Ａ级旅游景区 ２２８
!

　　周公山成雅安首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２２８
!!!

　　蒙顶山茶文化器物展 ２２８
!!!!!!!!!

　　蒙顶山茶国际品鉴交流会 ２２８
!!!!!!!

　　雅安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 ２２９
!!!!!

　　雅安市新增４１处省级森林康养人家和２处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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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基地 ２２９
!!!!!!!!!!!

　　雅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９
!!!!

假日旅游 ２３０
!!!!!!!!!!!!!!!!

　　元旦小长假 ２３０
!!!!!!!!!!!!!

　　春节黄金周 ２３０
!!!!!!!!!!!!!

　　清明小长假 ２３０
!!!!!!!!!!!!!

　　五一小长假 ２３０
!!!!!!!!!!!!!

　　端午小长假 ２３１
!!!!!!!!!!!!!

　　中秋小长假 ２３１
!!!!!!!!!!!!!

　　十一黄金周 ２３１
!!!!!!!!!!!!!

旅游节庆 ２３１
!!!!!!!!!!!!!!!!

　　雨城区第十三届年猪文化旅游节 ２３１
!!!!

　　汉源第七届赏花旅游节 ２３１
!!!!!!!!

　　石棉第八届黄果柑节 ２３２
!!!!!!!!!

　　蒙顶山景区“花朝节” ２３２
!!!!!!!!!

　　第十四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 ２３３
!!!!!

　　荥经县第十届鸽子花旅游节 ２３３
!!!!!!

　　天全第二届二郎山红叶节 ２３３
!!!!!!!

　　宝兴·夹金山第十届红叶节暨第二届大熊猫国

家公园生态旅游节 ２３４
!!!!!!!!!

旅游宣传推介 ２３４
!!!!!!!!!!!!!!

　　微纪录片《当一天中国人———雅安蒙顶山茶》正

式开机 ２３４
!!!!!!!!!!!!!!

　　２０１８雅安市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会 ２３４
!!

　　２０１８年芦山旅游推介会在成都举行 ２３４
!!!

　　四川·雅安旅游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２３４
!!!

　　雅安市举办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展 ２３５
!!!!

　　第三届二郎山冰雪节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２３５

!!

!!!!!!!!!!!!!!!!!!

精品旅游线路 ２３５
!!!!!!!!!!!!!!

　　大熊猫文化探秘之旅 ２３５
!!!!!!!!!

　　茶文化寻根之旅 ２３５
!!!!!!!!!!!

　　Ｇ５阳光康养之旅 ２３６
!!!!!!!!!!!

　　最美Ｇ３１８自然生态之旅 ２３６
!!!!!!!

　　民族民俗文化风情之旅 ２３６
!!!!!!!!

　　汉文化之旅 ２３６
!!!!!!!!!!!!!

　　红色文化之旅 ２３６
!!!!!!!!!!!!

　　美丽乡村之旅 ２３６
!!!!!!!!!!!!

　　春赏花之旅 ２３６
!!!!!!!!!!!!!

　　品春茶之旅 ２３６
!!!!!!!!!!!!!

　　夏避暑之旅 ２３６
!!!!!!!!!!!!!

　　秋品果之旅 ２３６
!!!!!!!!!!!!!

　　观红叶之旅 ２３６
!!!!!!!!!!!!!

　　冬赏雪之旅 ２３６
!!!!!!!!!!!!!

综合经济管理

发展改革 ２３８
!!!!!!!!!!!!!!!!

　　经济体制改革 ２３８
!!!!!!!!!!!!

　　西部开发 ２３８
!!!!!!!!!!!!!!

　　产业发展 ２３８
!!!!!!!!!!!!!!

　　能源发展 ２３８
!!!!!!!!!!!!!!

　　节能降耗 ２３９
!!!!!!!!!!!!!!

　　项目管理 ２３９
!!!!!!!!!!!!!!

　　招投标管理 ２３９
!!!!!!!!!!!!!

　　社会事业发展 ２３９
!!!!!!!!!!!!

国有资产管理 ２３９
!!!!!!!!!!!!!!

　　国有资产概况 ２３９
!!!!!!!!!!!!

　　国有企业发展 ２３９
!!!!!!!!!!!!

　　国有企业改革 ２４０
!!!!!!!!!!!!

　　国有资产监管 ２４０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２４０
!!!!!!!!!!!!

　　概况 ２４０
!!!!!!!!!!!!!!!!

　　安全生产检查 ２４０
!!!!!!!!!!!!

　　安全生产监督 ２４１
!!!!!!!!!!!!

　　重点行业安全监管 ２４１
!!!!!!!!!!

　　事故双控预防机制 ２４１
!!!!!!!!!!

　　煤矿安全监管 ２４１
!!!!!!!!!!!!

　　安全生产基层建设 ２４２
!!!!!!!!!!

　　安全教育培训 ２４２
!!!!!!!!!!!!

　　安全生产执法 ２４２
!!!!!!!!!!!!

审　计 ２４２
!!!!!!!!!!!!!!!!!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４２
!!!!!!!!!!!!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４２
!!!!!!!!!!!!

　　预算执行审计 ２４３
!!!!!!!!!!!!

　　社会保障审计 ２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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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离任审计 ２４３
!!!!!!!!!!!!

　　扶贫审计 ２４３
!!!!!!!!!!!!!!

　　外资审计 ２４３
!!!!!!!!!!!!!!

工商行政管理 ２４３
!!!!!!!!!!!!!!

　　商事制度改革 ２４３
!!!!!!!!!!!!

　　市场主体 ２４３
!!!!!!!!!!!!!!

　　民营经济发展 ２４３
!!!!!!!!!!!!

　　健全信用监管机制 ２４５
!!!!!!!!!!

　　红盾春雷行动 ２４５
!!!!!!!!!!!!

　　市场专项整治 ２４５
!!!!!!!!!!!!

　　市场安全检查 ２４６
!!!!!!!!!!!!

　　消费维权执法 ２４６
!!!!!!!!!!!!

　　商品质量监管 ２４６
!!!!!!!!!!!!

　　商标品牌战略 ２４６
!!!!!!!!!!!!

　　商标便利化改革 ２４７
!!!!!!!!!!!

　　“红盾助农”工程 ２４７
!!!!!!!!!!!

价格管理 ２４７
!!!!!!!!!!!!!!!!

　　价格监测调控 ２４７
!!!!!!!!!!!!

　　行政事业收费管理 ２４７
!!!!!!!!!!

　　价格认定和成本监测 ２４７
!!!!!!!!!

招商引资 ２４８
!!!!!!!!!!!!!!!!

　　概况 ２４８
!!!!!!!!!!!!!!!!

　　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会 ２４８
!!!!!!!

　　雅安举办投资推介会 ２４８
!!!!!!!!!

　　雅安参加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２４９

!!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４９
!!!!!!!!!!!!

　　行政服务许可 ２４９
!!!!!!!!!!!!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４９
!!!!!!!!!!!!

　　餐饮环节监管 ２５０
!!!!!!!!!!!!

　　盐业管理 ２５０
!!!!!!!!!!!!!!

　　不良反应监测 ２５０
!!!!!!!!!!!!

　　风险应急监测 ２５０
!!!!!!!!!!!!

　　化妆品监管 ２５１
!!!!!!!!!!!!!

　　药品监管 ２５１
!!!!!!!!!!!!!!

　　医疗器械监督 ２５１
!!!!!!!!!!!!

　　中药监管 ２５１
!!!!!!!!!!!!!!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及特种药械监

管 ２５１
!!!!!!!!!!!!!!!!

　　违法行为查处 ２５１
!!!!!!!!!!!!

　　投诉举报宣传与受理 ２５１
!!!!!!!!!

　　智慧食药监管建设 ２５１
!!!!!!!!!!

质量技术监督 ２５２
!!!!!!!!!!!!!!

　　质量强市 ２５２
!!!!!!!!!!!!!!

　　产品质量监督 ２５２
!!!!!!!!!!!!

　　计量惠民 ２５２
!!!!!!!!!!!!!!

　　计量认证 ２５３
!!!!!!!!!!!!!!

　　标准化建设 ２５３
!!!!!!!!!!!!!

　　特种设备监管 ２５３
!!!!!!!!!!!!

　　执法维权 ２５３
!!!!!!!!!!!!!!

　　检验检测 ２５３
!!!!!!!!!!!!!!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２５４
!!!!!!!!!!

国土资源管理 ２５４
!!!!!!!!!!!!!!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 ２５４
!!!!!!!!!!

　　城区砂石资源专项整治 ２５４
!!!!!!!!

　　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 ２５４
!!!!!!!!

　　国土资源违法案件 ２５４
!!!!!!!!!!

　　“大棚房”清理整治 ２５４
!!!!!!!!!!

　　矿产资源管理 ２５４
!!!!!!!!!!!!

　　不动产登记 ２５４
!!!!!!!!!!!!!

　　第三次国土调查 ２５４
!!!!!!!!!!!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２５４
!!!!!!!!!!

　　用地报批、供应 ２５４
!!!!!!!!!!!

　　土地综合整治 ２５５
!!!!!!!!!!!!

　　耕地保护 ２５５
!!!!!!!!!!!!!!

　　土地规划 ２５５
!!!!!!!!!!!!!!

　　征地拆迁安置 ２５５
!!!!!!!!!!!!

国家统计调查 ２５５
!!!!!!!!!!!!!!

　　专项调查 ２５５
!!!!!!!!!!!!!!

　　城乡住户调查 ２５５
!!!!!!!!!!!!

　　居民消费调查 ２５５
!!!!!!!!!!!!

　　工业价格调查 ２５６
!!!!!!!!!!!!

　　农业数据调查 ２５６
!!!!!!!!!!!!

　　企业数据调查 ２５６
!!!!!!!!!!!!

统　计 ２５６
!!!!!!!!!!!!!!!!!

　　统计分析监测 ２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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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信息咨询 ２５７
!!!!!!!!!!!!

　　统计执法检查 ２５７
!!!!!!!!!!!!

　　统计普查 ２５８
!!!!!!!!!!!!!!

　　统计专项调查 ２５８
!!!!!!!!!!!!

　　统计年鉴编纂 ２５８
!!!!!!!!!!!!

　　统计资料 ２５８
!!!!!!!!!!!!!!

军　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雅安军分区 ２６０
!!!!!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６０
!!!!!!!!!!!!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６０
!!!!!!!!!!!!

　　国防动员工作 ２６０
!!!!!!!!!!!!

　　正规化建设 ２６０
!!!!!!!!!!!!!

　　保障工作 ２６１
!!!!!!!!!!!!!!

　　党管武装工作 ２６１
!!!!!!!!!!!!

　　高校征兵宣传 ２６１
!!!!!!!!!!!!

　　民兵应急力量实训 ２６１
!!!!!!!!!!

四川省雅安市公安消防支队 ２６１
!!!!!!!!

　　消防工作概况 ２６１
!!!!!!!!!!!!

　　火灾基本形势 ２６２
!!!!!!!!!!!!

　　防火监管 ２６２
!!!!!!!!!!!!!!

　　消防基础建设 ２６２
!!!!!!!!!!!!

　　消防队伍建设 ２６３
!!!!!!!!!!!!

　　机构改革 ２６３
!!!!!!!!!!!!!!

　　领导名录 ２６３
!!!!!!!!!!!!!!

人民防空 ２６３
!!!!!!!!!!!!!!!!

　　人防工程建设及管理 ２６３
!!!!!!!!!

　　基层人防建设 ２６３
!!!!!!!!!!!!

　　人防宣传教育 ２６３
!!!!!!!!!!!!

　　民防应急工作 ２６４
!!!!!!!!!!!!

教育　科技

教育管理 ２６６
!!!!!!!!!!!!!!!!

　　概况 ２６６
!!!!!!!!!!!!!!!!

　　教育体制改革 ２６７
!!!!!!!!!!!!

　　特殊教育 ２６７
!!!!!!!!!!!!!!

　　教师队伍建设 ２６７
!!!!!!!!!!!!

　　民办教育监管 ２６７
!!!!!!!!!!!!

　　信息化建设 ２６７
!!!!!!!!!!!!!

　　校园安保 ２６８
!!!!!!!!!!!!!!

　　教育经费投入 ２６８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６８
!!!!!!!!!!!!

　　大中专招生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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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８０
!!!!!!!!!!!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８０
!!!!!!!!!!!!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８０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８１
!!!!!!!!!!!!

　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３８１
!!!!!!!!!!!!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８１
!!!!!!!!!!!

　Ｆｒｏｍ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ｏ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３８１
!!!!!!!!

Ｓｈｉｍ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３８１
!!!!!!!!!!!!!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８１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３８２
!!!!!!!!!!!

　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８３
!!!!!!!!!!!!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８３
!!!!!!!!!!!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８３
!!!!!!!!!!!!

　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３８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８４
!!!!!!!!!!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８４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８５
!!!!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 ３８５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８５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ｇｅｓ

Ｔｈｅｗｉｎ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ＭａｙＤａｙＬａｂｏｒＭｅｄａｌ ３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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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ＺｈｏｕＹａｎｇ ３８７
!!!!!!!!!!!!!!

　ＷａｎｇＪｕｎ． ３８７
!!!!!!!!!!!!!!!

Ｔｈｅｎｅｗ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ｌｅａｄｉｎｇｃａｄｒｅｓ ３８７
!!!!!

　ＢａｉＹｕｎ ３８７
!!!!!!!!!!!!!!!

　ＳｏｎｇＫａｉｈｕｉ ３８８
!!!!!!!!!!!!!!

　ＴｉａｎＺｈａｏｌｏｎｇ ３８８
!!!!!!!!!!!!!

　ＹａｎｇＪｕｎ ３８８
!!!!!!!!!!!!!!!

　ＬｉＤｏｎｇ ３８９
!!!!!!!!!!!!!!!!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ｎ ３８９
!!!!!!!!!!!!!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ｏ ３９０
!!!!!!!!!!!!!!

　Ｗ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ｑｕａｎ ３９０
!!!!!!!!!!!

　ＷａｎｇＲｕｉ ３９１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Ｌｉｓｔ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ｆｐａｒ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ｓｓ
ｌｅａｇｕｅｏｒｇ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ｉｎ
ｙａ′ａｎｃｉｔｙ ３９３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ｉｌｅｓｓａｖｅｄ ４０１
!!!!!!!!!!!

　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ｐｌｅｎａｒｙ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ｍｕｎｉｃｉ
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４０１

!!!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ｙａ′ａ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４０７

!!!!!!!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４１４
!!!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ｙａ′ａｎｃｉｔ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４２５
!

!!!!!!!!!!!!!!!!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ｏｆｙａ′ａｎｃ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ｏｆ２０１９ ４３２

!!!!!!!!!!

　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ｂｕｄｇｅｔ
ａｎｄｔｈｅ２０１９ｄｒａ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ｏｆｙａ′ａｎｃｉｔｙ ４４２

!!

　Ｗｏｒｋ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ｙａ′ａｎ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
４５２
!

!!!!!!!!!!!!!!!!!!

　Ｗｏｒｋ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ｙａ′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４５７
!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ｙａ′ａｎｉｎ２０１８ ４６２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ｑｉｎｇｙ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ｙａ′ａｎｃｉｔｙ ４６８

!!!!!!

Ａｌｉｓ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ｔｏｔｈｅｙａ′ａｎ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１９）
４７４

!!!!!!!!!!!!!!!!!!

Ｉｎｄｅｘ ４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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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与政区

【地理位置】　雅安市位于四川省中部、四川盆地

西缘，介于北纬 ２８°５１′—３０°５５′，东经 １０１°５５′—

１０３°２０′之间。东邻成都、眉山、乐山三市，南接凉

山彝族自治州，西界甘孜藏族自治州，北连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全市土地面积１５０４６平方公里，幅

员轮廓成长条形，东西跨度１４１２公里，南北跨度

２３１７公里。

【行政区划】　雅安市为地级市，下辖２个市辖区

（雨城区、名山区）和 ６个县 （荥经县、汉源县、

石棉县、天全县、芦山县、宝兴县）。２０１８年３月

２５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雅安市荥经县撤销

新添乡设立新添镇。截止 １２月 ３１日，各县 （区）

下辖建制镇共有４８个、乡８９个 （其中藏族乡４个，

彝族乡１１个，藏族彝族乡２个，彝族藏族乡１个）、

街道办事处６个。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各县 （区）乡镇、街道办事处一览表

　表１

雨城区

北郊镇、草坝镇、合江镇、大兴镇、对岩镇、沙坪镇、中里镇、上里镇、严桥镇、晏场镇、多营

镇、碧峰峡镇、南郊乡、八步乡、观化乡、孔坪乡、凤鸣乡、望鱼乡、东城街道办事处、西城街

道办事处、河北街道办事处、青江街道办事处

名山区
蒙阳镇、百丈镇、车岭镇、永兴镇、马岭镇、新店镇、蒙顶山镇、黑竹镇、红星镇、城东乡、前

进乡、中峰乡、联江乡、廖场乡、万古乡、红岩乡、双河乡、建山乡、解放乡、茅河乡

荥经县

严道镇、龙苍沟镇、花滩镇、牛背山镇、新添镇、六合乡、烈太乡、安靖乡、民建彝族乡、烈士

乡、荥河乡、新建乡、泗坪乡、新庙乡、大田坝乡、天凤乡、宝峰彝族乡、附城乡、五宪乡、烟

竹乡、青龙乡、

汉源县

富林镇、九襄镇、乌斯河镇、宜东镇、富庄镇、清溪镇、大树镇、皇木镇、富泉镇、唐家镇、大

田乡、河西乡、前域乡、后域乡、富乡乡、梨园乡、三交乡、双溪乡、西溪乡、安乐乡、万里乡、

马烈乡、河南乡、晒经乡、料林乡、小堡藏族彝族乡、片马彝族乡、坭美彝族乡、永利彝族乡、

顺河彝族乡

石棉县

新棉镇、安顺彝族乡、先锋藏族乡、蟹螺藏族乡、永和乡、回隆彝族乡、擦罗彝族乡、美罗乡、

栗子坪彝族乡、迎政乡、宰羊乡、丰乐乡、新民藏族彝族乡、挖角彝族藏族乡、田湾彝族乡、草

科藏族乡、棉城街道办事处

天全县
城厢镇、始阳镇、小河乡、思经乡、鱼泉乡、紫石乡、两路乡、大坪乡、乐英乡、多功乡、仁义

乡、老场乡、新场乡、新华乡、新业乡

芦山县 飞仙关镇、双石镇、太平镇、大川镇、思延镇、龙门镇、清仁乡、宝盛乡、芦阳街道办事处

宝兴县 穆坪镇、灵关镇、陇东镇、蜂桶寨乡、硗碛藏族乡、永富乡、明礼乡、五龙乡、大溪乡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２０１８年末，全市土地面积 １５０４６１０

公顷，其中：耕地 １００８５７公顷，园地 ３９８５９公顷，

林地１１５２８８６公顷，草地８３７４５公顷，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２８９０７公顷，交通运输用地７９３０公顷，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４４５９５公顷，其他土地４５８３６公顷。

１００８５７公顷耕地中：有水田３６２３６公顷，水浇地２４

公顷，旱地６４５９６公顷。

【矿产资源】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探矿权 １２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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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２５３个。开发利用矿产３０种，按开采矿种划

分，煤矿４５个，地热１个，金矿１个，铜矿５个，

铅矿２１个，锌矿３个，铝土矿２个，镍矿１个，锑

矿１个，铁矿１个，锰矿３个，铋 （碲）矿 ２个，

硫铁矿４个，芒硝矿 （包括钙芒硝）３个，含钾岩

石矿１个，石膏矿８个，矿泉水１个，菱镁矿１个，

大理石矿 （包括饰面用大理石、建筑用大理岩）３３

个，花岗石矿 ２１个，石英矿 （包括冶金、化工用

石英岩）２３个，石灰岩矿 （包括建筑、水泥用石灰

岩）１３个，耐火粘土矿１个，高岭土矿１个，玄武

岩矿 （包括建筑用玄武岩）３个，辉绿岩矿 １个，

砂岩矿 （建筑用砂岩）２７个，页岩矿 （包括水泥

配料用页岩、砖瓦用页岩）２４个，建筑用砂１个。

矿山从业人数 ７６２４人，年产矿石量 ４９１２６万吨，

实现工业总产值 （矿山采掘，不含矿产品深加工部

分）９０６５７８５万元。

【森林资源】　２０１８年，全市森林面积１４６７万亩，

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４９６万亩，位列全省第５位；全市

森林覆盖率６５％，比２０１７年增加 ０２３个百分点，

位列全省第１位；森林蓄积９９８８２４万立方米，比

２０１７年增长３９１２７万立方米。

【水资源】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降水分配不均匀，时

空分布差异很大，多次发生强降雨；全市年降水量

１８６２２毫米 （依据雅安水文局站点年降雨量，综合

考虑地形地貌影响以及历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折算的

系数求得数），比２０１７年１４３５１毫米增加２９８％；

比常年值 （多年平均，下同）增加２７５％，属丰水

年份；其中南部地区 （大渡河流域）比常年值增加

３７９％，北部地区 （青衣江流域）比常年值增加

２５７％，名山区 （岷江 流 域）比 常 年 值 增 加

１７０％。全市水资源总量１８６９亿立方米，比上年

１４７８亿立方米增加 ２６５％，其中地下水资源量

４２７亿立方米，比上年３８９亿立方米增加９８％。

【野生动物资源】　全市境内分布陆生野生动物７００

余种，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１９种 （兽类９种、

鸟类１０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７３种 （兽类

２０种、鸟类５１种、两爬类２种），四川省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２０种 （兽类６种、鸟类１２种、爬行类２

种）。

【野生植物资源】　雅安分布有植物约 １８５科８６９

属３０００多种，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２８

科４８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１０种 （天然分布 ７

种、栽培 ３种），占四川省分布 １８种的 ５５５％，

隶属７科；二级保护植物３８种 （天然分布３３种、

栽培５种），占四川省分布５６种的 ６７８％，隶属

２３科。

气　候

【四季温度】　２０１８年，全市年平均气温 １５９℃，

比常年偏高０２℃。其中：名山、雨城、汉源和石

棉偏高０３—０４℃。全市冬季平均气温７０℃，正

常；春季平均气温１７５℃，比常年显著偏高１６℃；

夏季平均气温２３９℃，比常年偏高０５℃；秋季平

均气温１５５℃，比常年偏低０９℃。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四季平均气温统计表
　表２ 单位：℃

站　名 宝兴 天全 芦山 名山 雨城 荥经 汉源 石棉 全市

数值 １４４ １５２ １５６ １６０ １６８ １５５ １６１ １７５ １５９
全年

　
　

偏差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４ ０４ ０１ ０３ ０４ ０２

数值 ５７ ５９ ６２ ６５ ７６ ６４ ８０ ９６ ７０
冬季

　
　

偏差 －０２ －０５ －０７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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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名 宝兴 天全 芦山 名山 雨城 荥经 汉源 石棉 全市

数值 １６０ １６８ １７１ １７８ １８７ １７１ １７６ １９２ １７５
春季

　
　

偏差 １５ １５ １３ ２０ ２０ １７ １５ １６ １６

数值 ２２３ ２３７ ２３９ ２４７ ２５１ ２３６ ２３４ ２４２ ２３９
夏季

　
　

偏差 ０４ ０５ ０３ １１ ０６ ０４ ０５ ０４ ０５

数值 １４２ １４９ １５２ １５６ １６２ １５１ １５８ １６９ １５５
秋季

　
　

偏差 －０８ －１２ －１３ －０７ －０８ －１１ －０７ －０５ －０９

【日照时数】　２０１８年，全市年总日照总时数１００１

小时，比常年略偏多３％。其中：名山和荥经比常

年偏多３１％和２１％，芦山和汉源均偏少 １１％。全

市冬季总日照时数２０７２小时，比常年偏多１８％，

其中：名山和荥经显著偏多８８％和６１％。全市春季

总日照时数３２３７小时，比常年偏多 １１％，其中：

名山和宝兴偏多４０％和２７％。全市夏季总日照时数

３５３１小时，比常年略偏多８％，其中：荥经和名山

偏多２９％和 ２５％。全市秋季总日照时数 １６６０小

时，比常年略偏少 ６％，其中：芦山和宝兴偏少

２４％和１９％。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四季日照时数统计表
　表３ 单位：小时、％

站　名 宝兴 天全 芦山 名山 雨城 荥经 汉源 石棉 全市

数值 ７５３８ ９６８３ ８２８０ １１２２０ ９７７７ １００９９ １１９５４ １１５２７ １００１０
全年

　
　

偏差 １ ４ －１１ ３１ ５ ２１ －１１ －５ ３

数值 １８０７ ２０１６ １５６１ ２４５２ １６４７ ２０１２ ２６９０ ２０２９ ２０７２
冬季

　
　

偏差 １８ ４３ １４ ８８ １３ ６１ －１２ －１６ １８

数值 ２６１６ ３１０３ ２６２７ ３７６６ ３１６４ ３１５２ ３６６３ ３８０７ ３２３７
春季

　
　

偏差 ２７ １４ －５ ４０ １２ ２５ －１０ １ １１

数值 ２５７２ ３８２７ ３３９０ ３８８７ ３９２１ ３９８５ ３５０６ ３１５７ ３５３１
夏季

　
　

偏差 ６ １０ －２ ２５ １４ ２９ －６ －８ ８

数值 １１９０ １５７５ １２７３ １７９２ １４５２ １６３７ ２２１２ ２１５１ １６６０
秋季

　
　

偏差 －１９ －７ －２４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 －６

【降水时空分布】　２０１８年，全市年总降水量

１６４４１毫米 （根据全市８个国家气象站２０１８年年

总降水量之和的平均数），比常年显著偏多３８％，

为１９５９年以来最多年总降水量记录。其中：名山

２２００６毫米、芦山 １７６９６毫米、宝兴 １２８７３毫

米，比常年显著偏多５６％、４５％和４１％，为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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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年最多年总降水量记录。全市冬季降水量２５４

毫米，比常年显著偏少３８％，出现明显冬干气候，

其中：芦山、名山、荥经、汉源和石棉显著比常

年偏少４２％ －６１％。全市春季降水量３０７４毫米，

比常年显著偏多 ３９％，其中：雨城、名山和荥经

比常年显著偏多 ５２％ －６８％。全市夏季降水量

１００１６毫米，比常年显著偏多 ４６％，其中：石

棉、宝兴、名山和天全比常年显著偏多 ５０％ －

７７％。全市秋季降水量 ３０１３毫米，比常年偏多

２７％，其中：汉源偏少 ３４％，名山和芦山显著偏

多８２％和６２％。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四季降雨量统计表
　表４ 单位：毫米、％

站　名 宝兴 天全 芦山 名山 雨城 荥经 汉源 石棉 全市

数值 １２８７３ ２１５５９ １７６９６ ２２００６ ２１６１３ １５３０５ ８６８９ １１７８９ １６４４１
全年

　
　

偏差 ４１ ３７ ４５ ５６ ３０ ３３ １５ ４５ ３８

数值 ９５ ７０４ ２０７ ３６７ ４６３ １１３ ４３ ３７ ２５４
冬季

　
　

偏差 －２４ －２２ －５２ －４２ －３６ －５５ －５５ －６１ －３８

数值 ２０５８ ３６９１ ３１７４ ４００４ ４６５２ ３１３１ ２０２１ １８６３ ３０７４
春季

　
　

偏差 １４ １６ ３６ ６４ ６８ ５２ ３６ １３ ３９

数值 ８５７２ １２２６９ １００５５ １２４６４ １２４８３ ９９１５ ５６７４ ８６９３ １００１６
夏季

　
　

偏差 ５９ ５０ ４６ ５２ ２２ ４２ ２６ ７７ ４６

数值 ２１２４ ４６３９ ４１８１ ５０７９ ３８２２ ２１２６ ９５０ １１８２ ３０１３
秋季

　
　

偏差 １８ ３２ ６２ ８２ １８ －４ －３４ －２１ ２７

【气候评价】　２０１８年，全市总体气候特征表现为：

全年平均气温正常，秋冬季偏低，春夏季偏高；年

总降雨量显著偏多，春、夏、秋偏多，冬季偏少，

出现冬干；年总日照时数正常略偏多，冬春季偏

多，夏秋季正常。年内主要气象灾害为６—９月的暴

雨及其诱发的局部山洪灾害。

水　文

【水文站点情况】　２０１８年，完成雅安市１０个水文

站，１个水位站和 ３１个雨量站水文资料收集、整

编、复审和汇编，全部符合入库和刊印标准。

雅安水文站点情况表

　表５

站

名
河名 站别 断面地点

坐标 资料项目

东经 北纬

度分 度分

水

位

流

量

降水

量

含沙

量

颗粒

级配

土壤

墒情

大泥口 田湾河 水文 四川省石棉县草科乡大泥村 １０２°０８′２９°２５′ √ √ √

安顺场 松林河 水文 四川省石棉县安顺乡安顺村 １０２°１７′２９°１７′ √ √ √



!""# !$%&'(()

!

"

! "

*+,-

!""# !$%&'(()

*+,-

６　　　　

!

续表

站

名
河名 站别 断面地点

坐标 资料项目

东经 北纬

度分 度分

水

位

流

量

降水

量

含沙

量

颗粒

级配

土壤

墒情

流沙河 流沙河 水文 四川省汉源县唐家乡小关村 １０２°３７′２９°２４′ √ √ √ √

石棉 大渡河 水文 四川省石棉县新棉镇岩子村 １０２°２２′２９°１５′ √ √ √ √

宝兴 宝兴河 水文 四川省宝兴县城关镇沿江路 １０２°４９′３０°２２′ √ √ √ √

五龙 西河 水文 四川省宝兴县五龙乡东风村 １０２°４６′３０°２５′ √ √ √

多营坪 青衣江 水文 四川省雅安市多营镇下坝村 １０２°５７′３０°００′ √ √ √ √

芦山 芦山河 水文 四川省芦山县芦阳镇黎明村 １０２°５６′３０°０８′ √ √ √

天全 天全河 水文 四川省天全县城厢镇沙坝村 １０２°４５′３０°０４′ √ √ √

荥经 荥经河 水文 四川省荥经县大田坝乡新文村 １０２°５１′２９°４９′ √ √ √ √

孔坪 周公河 水位 四川省雅安市孔坪乡新村 １０３°０２′２９°５４′ √ √

和平 田湾河 雨量 四川省石棉县草科乡和平村 １０２°０５′２９°２３′ √

新乐 松林河 雨量 四川省石棉县蟹螺乡新乐村 １０２°１５′２９°１５′ √

栗子坪 南垭河 雨量 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乡李子村 １０２°１８′２９°００′ √

宜东 流沙河 雨量 四川省汉源县宜东乡天罡村 １０２°２７′２９°３９′ √

大堰 流沙河 雨量 四川省汉源县大堰乡海亭村 １０２°３０′２９°３６′ √

两河 流沙河 雨量 四川省汉源县两河乡富康村 １０２°３０′２９°３２′ √

后域 流沙河 雨量 四川省汉源县后域乡千峰村 １０２°３３′２９°２８′ √

清溪 流沙河 雨量 四川省汉源县清溪乡黎村 １０２°３７′２９°３５′ √

万里 白岩河 雨量 四川省汉源县万里乡建坪村 １０２°４４′２９°２４′ √

硗碛 东河 雨量 四川省宝兴县硗碛乡咎落村 １０２°４５′３０°４２′ √

盐井 东河 雨量 四川省宝兴县盐井乡盐井坪村 １０２°５５′３０°３２′ √

中岗 西河 雨量 四川省宝兴县永富乡中岗村 １０２°３６′３０°３７′ √

陇东 西河 雨量 四川省宝兴县陇东镇 １０２°４２′３０°２９′ √

灵关 宝兴河 雨量 四川省宝兴县灵关镇钟灵村 １０２°５０′３０°１５′ √

保卫 玉玺河 雨量 四川省芦山县快乐乡保卫村 １０３°０９′３０°３０′ √

大川 玉玺河 雨量 四川省芦山县大川乡群江村 １０３°０７′３０°３０′ √

两路 天全河 雨量 四川省天全县两路乡壹村 １０２°２３′２９°５６′ √

南坝 天全河 雨量 四川省天全县紫石乡大人烟村 １０２°２９′３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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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名
河名 站别 断面地点

坐标 资料项目

东经 北纬

度分 度分

水

位

流

量

降水

量

含沙

量

颗粒

级配

土壤

墒情

龙门 白沙河 雨量 四川省天全县小河乡龙门村 １０２°４３′３０°０９′ √

始阳 天全河 雨量 四川省天全县始阳乡始阳水库 １０２°５０′３０°０２′ √

三合 荥河 雨量 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楠林村 １０２°３２′２９°４７′ √

泗坪 荥河 雨量 四川省荥经县泗坪乡民主村 １０２°３８′２９°４７′ √

苦蒿沟 荥河 雨量 四川省荥经县新建乡和平村 １０２°３９′２９°５４′ √

大通桥 相岭河 雨量 四川省荥经县安靖乡民建村 １０２°４６′２９°４４′ √

金山 经河 雨量 四川省荥经县石滓乡发展村 １０２°５２′２９°３３′ √

麓池 经河 雨量 四川省荥经县凰仪乡鱼泉村 １０２°４７′２９°４０′ √

石滓 经河 雨量 四川省荥经县石滓乡快乐村 １０２°５１′２９°４２′ √

新场 荥经河 雨量 四川省天全县新场乡新场村 １０２°５１′３０°００′ √

周河 周公河 雨量 四川省雅安市周河乡顺河村 １０３°００′２９°４７′ √

名山 名山河 雨量 四川省名山县蒙阳镇水利局 １０３°０７′３０°０５ √

　　注：表中 “√”表示拥有此监测项。

【大渡河流域和青衣江流域】　２０１８年，平均流量

与多年平均流量比较均偏大，芦山水文站偏大

７４０％；流沙河水文站偏大５６３％。大渡河流域各

站较多年平均流量均偏大，大渡河左岸支流流沙河

控制站流沙河水文站较多年平均流量偏大５６３％；

青衣江流域较多年平均流量均偏大，芦山河控制站

芦山水文站较多年平均流量偏大７４０％。２０１８年平

均流量与２０１７年平均流量比较各站均偏大，其中芦

山水文站偏大８７１％，流沙河水文站偏大６３９％。

大渡河干流控制站石棉水文站偏大８４７％；青衣江

干流控制站多营坪水文站偏大２９０％。

各水文站平均流量比较情况表

　表６

站名

２０１８年平
均流量

（立方米／秒）

多年平均流量

（立方米／秒）

与多年平均

流量比较

（％）

２０１７年
平均流量

（立方米／秒）

与上年平均

流量比较

（％）

安顺场 ５６４ ５５１ ２３６ ４９ １５１

流沙河 ３００ １９２ ５６３ １８３ ６３９

石棉 １２８０ １２０９ ５８７ １１８０ ８４７

宝兴 ９６９ ８６２ １２４ ９１４ ６０２

灵关 １１５ — — ９５９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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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

２０１８年平
均流量

（立方米／秒）

多年平均流量

（立方米／秒）

与多年平均

流量比较

（％）

２０１７年
平均流量

（立方米／秒）

与上年平均

流量比较

（％）

五龙 ４４０ ４３５ １１５ ４２９ ２５６

多营坪 ３８３ ３３４ １４７ ２９７ ２９０

芦山 ３４８ ２００ ７４０ １８６ ８７１

天全 １０５ ８６１ ２２０ ８４９ ２３７

荥经 １０４ ８２０ ２６８ ８４７ ２２８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青衣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最大

洪水主要发生在６月１６日至８月２８日，发生洪水

时间跨度较大。大渡河干流控制站石棉水文站６月

１６日出现全年最大流量５５６０立方米／秒，３月２６日

出现全年最小流量１１５立方米／秒；青衣江干流控制

站多营坪水文站８月８日出现全年最大流量４５３０立

方米／秒，１月１０日出现全年最小流量６１８立方米

／秒。

最大流量、最小流量比较情况表

　表７

站名

２０１８年
最大流量

（立方

米／秒）

发生

日期

月 日

２０１８年
最小流量

（立方

米／秒）

发生

日期

月 日

２０１７年
最大流量

（立方

米／秒）

发生

日期

月 日

２０１７年
最小流量

（立方

米／秒）

发生

日期

月 日

安顺场 ３４５ ７ ９ １２５ ３ １８ ４６０ ６ ２２ １２１ ４ ２１

流沙河 ３８１ ７ ３０ ４２５ １２ ３０ ２５５ ８ ３ １３５ １ ３１

石棉 ５９７０ ７ １１ １５６ ３ １２ ５５６０ ６ １６ １１５ ３ ２６

宝兴 ４７４ ７ ２２ １２３ ２ １９ ７００ ８ ２８ ２２８ ２ １

灵关 ８０７ ７ ２０ ２７９ １１ ２９ １２３０ ８ ２８ ２３０ ３ １４

五龙 ３６３ ７ ２２ ８８０ １ ２６ ３０４ ８ ２８ ９１８ １ １２

多营坪 ６１７０ ７ ２０ ５８３ ２ １４ ４５３０ ８ ８ ６１８ １ １０

芦山 １３５０ ７ ２０ ４３８ ３ １５ １１２０ ８ ２８ ３８２ ２ ４

天全 １０３０ ７ ２０ ２１８ １２ ２３ １１２０ ８ ２８ ２８０ ４ ２

荥经 ２３３０ ８ ３ １４０ １ １７ ２２７０ ８ ８ １５５ 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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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

１日　雅安市元旦小长假实现旅游经济开门红，

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３０１１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２３６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８０８％和２８２６％。

２日　省委书记王东明赴雅安市名山区、芦山

县调研茶旅融合、乡村振兴、灾后重建巩固提升、

产业发展等工作。

３—５日　雅安市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

举产生主席１名、副主席 ２名、兼职副主席 ２名、

常委１１名、执委３５名。

６日　２０１８年 “春风行动”大型现场招聘会在

万达广场举行，１５２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累计提

供岗位５８０３个，超过６０００人次求职者进场咨询求

职，用工企业与求职者达成初步求职意向协议

２４６８人。

８日　中国共产党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举行。上午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

记兰开驰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

９日　雅安市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开幕，

市委书记兰开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同日　全省首届 “四川慈善奖”评选结果出

炉，雅安市慈善总会获 “最具影响力慈善组织”殊

荣，石棉县新兴口腔医院负责人杨仕诚获 “最具爱

心慈善个人”称号，市群团中心 “我爱·我家”获

得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称号。

１０日　兰开驰督导调研市本级城市建设重大项

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真抓实干、迅速推进，优质高

效地建好群众最关心最关注最期盼的城市建设民生

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不断增进百姓福祉。

同日　距石棉县民族中学三百米处勘探出温

泉，钻井构造位于安宁河断裂带北端的石棉———马

前门全新世活动断裂带上，地层以花岗岩为主。

同日　 《雅安城市总体风貌综合提升系列规

划》通过专家评审。

１１日　 “雅安大熊猫科普教育基地”项目三方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雅举行，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雅安市人民政府、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将共同搭建大熊猫生态保护和文化研究利用

平台，共同打造 “国际熊猫城”旅游品牌。

１０—１２日　雅安市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

会召开，选举产生雅安市残联第四届主席团和雅安

市出席四川省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１２日　雅安市举办２０１８年就业援助暨就业扶

贫现场招聘会，现场达成协议用工４７７人次，其中

公益性岗位５７人次；现场报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２６人。

１６—１７日　共青团雅安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

开，选举产生共青团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

１８日　雅安日报传媒集团、雅安市总商会、雅

安市企业家协会发布表扬２０１７雅安年度经济人物的

通报，马雪梅等１０人获 “２０１７雅安年度经济人物”

称号；李庚云等５人获 “２０１７雅安年度创新人物”

称号；丁泽明等５人获 “２０１７雅安年度创业人物”

称号。

２１日　雅安市三条百公里百万亩乡村振兴产业

带建设现场会在名山区召开，研究部署推动全市三

条产业带科学发展、加快发展有关工作。

２２日　当日起，以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

茶；中国·雅安”文字配音、时长约１０秒的 “蒙

顶山茶”品牌宣传广告在央视一套 《新闻联播》前

播放，全年将集中在春节、３月春茶上市、国庆、

中秋等重要时间节点共计播放约５５次。

同日　由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

站、南京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同筹建的全国首个

针对大熊猫小种群保护研究的系统化实验室———大

熊猫小种群保护与复壮研究开放实验室揭牌仪式在

石棉县新棉镇向阳村举行。

２３日　投资２５亿元、占地约１０００亩的 “荥经

（力兴）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

为雅安市２０１８年首个签约的重大项目。

同日　雅安市县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首期轮训班在中共雅安市委党校举行开班

仪式。

２４日　雅安市公布首批高山生态茶树资源认定

名单，共有４家茶企的８个茶园基地被认定为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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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茶树资源，分别是：周公山茶业位于雨城区大

兴镇万坪村二道坪的茶叶基地，面积５７６亩；香露

茶业位于名山区建山乡止观村和安乐村的茶叶基

地，面积８３０亩；塔山茶业位于荥经县民建彝族乡

的茶叶基地，面积３２５６４９亩；海鑫茶业位于宝兴

县灵关镇上坝村、钟灵村、后山村和安坪村的茶叶

基地，面积３２００亩。

同日　第十二届雅安茶业经济年会公布第一批

雅安制茶大师名单，吉祥茶业的梅杰、和龙茶业的

伍仲斌、周公山茶业的张荣容、蔡龙茶业的明玉兰

等２５人被授予 “雅安制茶大师”称号。

３０日　雅安日报传媒集团承办建设的问政金融

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同月　省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表扬 ２０１６年县

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和命名县域经济发展模范县的决

定》，并命名８个县 （区）为县域经济发展模范县。

雅安市天全县因在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６连续三年被评为县

域经济发展先进县，成为全省８个荣获县域经济发

展模范县 （区）之一。

同月　雅安市人民政府审议公布全市第二批历

史建筑名单和分布图，共有１４处１５栋，分别位于

雨城区观音阁、县前街及名山区东大街等地。

２月

１日　天全县与四川川藏物流园投资有限公司

就天全县川藏物流产业园项目举行签约仪式。四川

川藏物流园项目位于天全县始阳镇，计划总投资人

民币１６亿元，占地１０００亩。

同日　雅安市在旅游车站举行 “青年志愿行·

温暖回家路”２０１８年春运启动仪式和２０１７年度雅

安十佳文明好司机集中展示暨春运志愿服务启动

仪式。

５日　位于芦山县宝盛乡玉溪村境内的邛芦路

镇西山隧道于下午６点正式通车。镇西山隧道属于

邛崃至高何至芦山公路 （雅安境）灾后恢复重建工

程ＳＤ合同段，全长２６３５米，宽９米，高５米，设

计公路等级为三级，双向两车道，设计行车速度时

速４０公里。

８日　雅安市政府发布 《雅安市地方志工作管

理办法》，此办法是 《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

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后，雅安市出台的第一部

全市性的地方志工作管理办法。

同日　雅安市桃花岛公园正式开园。桃花岛公

园位于雨城区大兴镇青衣江河道上，大兴电站下

游，是一个集生态环境修复、休闲运动、科普教育

为一体的湿地公园。

同日　２０１８四川雅安首届熊猫灯会在熊猫绿岛

女娲广场正式亮灯，各灯组融合熊猫文化、茶文

化、三雅文化等元素，多形式展示雅安本地特色。

２３日　经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

评定，石棉县蟹螺堡子达到国家３Ａ级旅游景区标

准要求。

２４日　蒙顶山春茶上市，名山区红星镇、新店

镇、红岩乡和雨城区合江镇等地茶园相继进入采摘

期，鲜叶交易价格每公斤约１００元。

２７日　雅安召开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推进电视电

话会议，传达脱贫攻坚新要求，现场签订２０１８年度

脱贫攻坚目标责任书。

同月　 《名山茶业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

行，全志共计６９８万字，记载了西汉甘露年间至

２０１５年名山茶业发展历史。

同月　四川省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公布２０１７

年四川省旅游强县 （市、区）名单，宝兴县、石棉

县位列其中。

３月

２日　２０１８年蒙顶山茶第一背篼茶上市活动在

在名山区茶马古城蒙顶山茶叶交易中心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５００余名茶商参加，当日交易量约３０００

公斤。

３日　雅 （安）西 （昌）高速因荥经段 １９８９

公里处山体移位，瓦厂坪大桥 （土山岗停车区附

近）出现裂缝，雅 （安）西 （昌）高速交警一大

队于当晚１０时３０分对荥经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

西昌到成都方向的所有车辆在汉源收费站驶离高

速，成都到西昌方向的所有车辆在荥经安检站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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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５日　中国 （四川）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雅

安分中心获批设立，并设立 １２３３０专线举报投诉

电话。

６日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成都举行，宝兴县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参加

签约仪式。

７日　雅安市启动２０１８年全市春季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

１４日　雅安市召开全市 “扫黄打非”工作会

议，安排布置２０１８年全市 “扫黄打非”工作。

１５日　雅安市检察院在宝兴县召开跨区域 （天

芦宝片区）未成年刑事案件集中办理暨刑事执行检

察试点工作推进会。

１５—１６日　市供销合作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班子，审议通

过理事会、监事会报告和市供销社 《章程》。

１６日　２０１８四川花卉 （果类）生态旅游节分

会场暨第七届阳光汉源赏花旅游文化节在汉源县九

襄镇花神广场开幕。

１７日　２０１８四川花卉 （果类）生态旅游节分

会场石棉第八届黄果柑节正式开幕。

２０—２４日　雅安市５５家龙头企业参加 “第六

届四川农业博览会”，展位以 “天府之肺·生态雅

安”为主题，突出 “蒙顶山茶” “雅安藏茶”，打

响 “雅安农产品·四川好味道”；现场交易额 ３４２

万元 ，网络销售金额６３８万元；同时推出农业招

商引资项目１５个，成功引进四川民态 （天全）花

花世界农旅融合项目，石棉县与成都农产品中心批

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海吉星集团）签订价值２０００

万元的香菇和高山蔬菜购销项目。

２５日　省政府发文 （川府民政 〔２０１８〕３号）

同意荥经县撤销新添乡设立新添镇，以原新添乡的

行政区域为新添镇的行政区域，新添镇人民政府驻

上坝村６组８４号。

２７日　主题为 “品茗论道蒙顶·世界茶源雅

安”的第十四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在名山区茶史

博物馆广场开幕，开幕式上，分别为 “蒙顶山茶”

荣获 “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蒙顶山茶文

化系统”入选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山区

荣获 “世界最美茶乡”等集中授牌。

２８日　２０１８雅安市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会在

雅举行，会上共签约项目 １８个，总投资 ２６４８５

亿元。

同日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材尾

矿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

四川省质监局、四川省发改委派出的专家组考核评

估验收。该项目为全省第四家，雅安市首家通过的

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

３０日　四川省２０１８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雅安分会场开工仪式在芦天宝飞地产业园

区举行，此次雅安集中开工项目有 ７１个，总投资

１０４亿元。

４月

１日　市运管处开始在雅安市中心城区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工作。

同日　环保税进入首个征收期，雅安地税开出

首张税票。

４日　雅安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会，

安排部署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关工作。

６日　 “风传雅韵·鸢定多功———天全县第二

届南天新镇风筝文化艺术节”在天全县多功乡南天

新镇开幕。

９日　 “雅安初见”暨 “梦燃雅州·助成芳

华”２０１８年服务青年人才系列启动仪式在藏茶村

举行。

１１—１３日　省防汛防地灾工作督导组到雅安督

导汛前工作。

１５日　雅安市全面开展 “４·１５”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１６—２０日　由新华社 （新华网）、人民网、中

新社 （中新网）、四川日报等组成的媒体采访团到

雅安市开展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５周年主题采

访活动。

１８日　２０１８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雅安市投资推

介会在成都举行，签约 ２２个项目，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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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７２亿元。

同日　由雅安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四川农业大

学主办，雅安市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８创业

雅安校园行——— “海纳百创”创新创业校企融合交

流会在四川农业大学举行。

１８—１９日　由省委党校 （四川行政学院）、省

委党研室和雅安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省委党

校、四川行政学院 “５·１２”汶川地震灾害应对研

究与培训中心，市委党校、雅安行政学院，市委党

研室承办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推进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研讨会在雅

安市委党校召开，会议围绕践行 “中央统筹指导、

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重建新路，

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对芦山地震灾区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引领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展开研讨。

２０日　雅安市在芦山县举行纪念 “４·２０”芦

山强烈地震五周年敬献花篮仪式，深切悼念地震遇

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英勇献身的烈士。

同日　雅安市铜头引水工程试通水成功，取水

口位于芦山县思延乡铜头电站尾水，取水口设计引

用流量５２立方米／秒，多年平均供水量７１５０万立

方米，干渠长 ４４４１５公里，工程概算总投资

４７６１２５５万元，属Ⅲ等中型水利工程，将解决飞地

园区 （雅安经开区）及沿线四个区县７个乡镇９８２

万亩灌溉和６７３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２１日　雨城区通往碧峰峡、上里方向的雅上线

１１公里＋５００米处突发地质灾害，道路沿河一侧出

现长约２０米的裂缝，辖区交警部门赓即对危险路段

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同月　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的中国首届茶

旅大会在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举行，大

会评选出十大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茶旅金牌路线”，名

山区 “世界茶源———茶产业文化旅游经济走廊”获

此殊荣。

同月　大熊猫国际生态旅游景区联盟成立大会

在成都举行，雅安市宝兴县 （神木垒景区、邓池沟

景区）、碧峰峡、四姑娘山景区、卧龙中华大熊猫

苑和都江堰青城山五大熊猫栖息地正式联盟，打造

大熊猫主题旅游精品线路。

同月　 （四）川 （西）藏铁路成 （都）雅

（安）段建设进入人工铺设轨道阶段，以每天 ３００

米速度推进。

５月

１日　雅安市城区连接南外环线及熊猫绿岛公

园的清风桥正式通车，该桥设计为双向４车道，全

长１３６米。

９日　雅安市首个工业博物馆———川矿记忆陈

列馆在石棉县广元堡社区正式开馆。

１０日　台湾慈善慈济事业基金会副会长王端正

一行３人莅临雅安市名山区和雨城区考察 “５·１２”

汶川特大地震和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灾后重建

援建学校使用情况。

１１日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发展振兴

成就展在成都举办，甘露花茶、黄芽、康砖世代等

雅安茶参加展出。

１５日　雅安市首座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塔楼竣

工，该工程位于周公山山顶，于２０１４年立项，占地

１０８亩，塔高６８米，投资约２１１０万元。

同日　雨城区人民政府与四川德瑞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正

式落户雨城区，暂定校命名为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

校雅安校区，选址雨城区草坝镇新时村，办学层次

为初中到普通高中，设计招生规模５４个班 （初中

３６个班、高中 １８个班），招生规模约 ２７００人，

２０１９年秋季招生。

１６日　１６时 ４４分，石棉县 （北纬 ２９２０度，

东经１０２２６度）发生 ３２级地震，震源深度 ９千

米；１６时 ４６分，石棉县 （北纬 ２９１８度，东经

１０２２７度）发生４３级地震，震源深度９千米；１６

时４６分，石棉县 （北纬２９１９度，东经１０２２８度）

发生４３级地震，震源深度１１千米。

同日　名山区人民政府与四川青鸟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北大雅安附属实验学校

（暂定名）正式落户名山区，选址名山区蒙阳镇新

民路 （原名山职业高中），占地面积４３３６０７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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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建筑面积１７３２１３９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１６

亿元，定于２０１８年秋季。

１９日　在杭州举行的 “第二届中国当代茶文化

发展论坛”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获 “中国茶事

样板十佳”称号。

２２日　四川蒙顶山茶业有限公司的 “蒙山五峰

牌蒙顶甘露”，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中荣

获绿茶类金奖。

同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一行调研瀑布沟水

电站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２４日　市委书记兰开驰调研市区城市建设工

作，强调要认真贯彻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

大力实施 “八大行动”特别是 “绿美生态” “东进

融入”“交通通达”行动，把握和处理好现代文化

发展与历史文化传承的关系，在进一步提升城市品

位的同时，留住城市文脉、历史记忆、乡愁回忆。

通过旧城改造，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商、宜游

的生态旅游城市。

２４—２６日　以 “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为主题

的中华文化论坛·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学术研讨会

暨雅州文化大讲堂在雅安举行。

２８日　雨城区中心城区征地搬迁 “攻坚大会

战”动员大会召开，市领导在会上强调：要把雅安

建成中心城区常住人口５０万以上、建成区面积突破

５０平方公里的 “双五十”宜居宜业宜游的山水园林

城市。参加征地搬迁 “攻坚大会战”全体人员和部

分群众代表等参加动员大会。

同日　文旅公司与蒙顶山旅游公司、皇茶公司

原股东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文旅公司以净资产

评估价值收购蒙顶山旅游公司和皇茶公司各７０％的

股权，实现蒙顶山核心旅游资源国有绝对控股。

２９日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开

工雅安分会场开工仪式在荥经 （力兴）绿色新材料

产业孵化园区举行，雅安市此次集中开工项目 ９４

个，总投资２５０７３亿元。

同日　四川省政府发布 《关于 ２０１７年度四川

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由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

器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的 ＬＤＪ２１５０／６０００－３００ＹＳ冷等

静压机项目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２８—３０日　第二届中国诗歌刊物主编恳谈会及

采风活动在雅安市名山区举行，参会主编和诗人实

地参观蒙顶山茶文化遗迹、茶艺表演和中国至美茶

园绿道。

３１日　蒙顶山获２０１８中国最佳茶旅胜地百代

ＴＯＰ２０排行榜第一名。

同月　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名山中学为四川省一

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原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同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对 ２０１７年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

查激励的通报》，对２０１７年落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深化创新驱动、优化营商

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

干、取得明显成效的 ２５个省 （区、市）、８２个市

（地、州、盟）、１１６个县 （市、区、旗）等予以督

查激励，相应采取２４项奖励支持措施。石棉县位列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市 （州、盟）、

县 （市、区）名单中。

同月　第十四届中国 （深圳）文博会主题活动

———文化成就旅游品牌高峰论坛发布２０１８中国最美

县域榜单，荥经县入选其中。

６月

６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率全国

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到雅安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７日　２０１８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第一

天，雅安市实际参考７８５５人，全部在高清升级改造

后的标准化考点内考试，全市共设８个考区、８个

考点、２９４个考场，考务工作人员１８００余人。

１２日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统

一考试开始，此次考试持续三天，全市报名人数为

１３９１８人，共设８个考区、２１个考点、４７５个考场。

１３日　位于市区金凤山天梯上方的 “人工月

亮”在傍晚天色转暗后亮起。

１５日　雅安市第三届龙舟赛暨雨城区第八届青

衣江端午龙舟文化旅游节在雨城区青衣江西康码头

水域举行。大兴镇代表队、汉源供排水公司代表

队、章光１０１公司代表队获２００米直道竞速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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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县飞仙关镇代表队、汉源供排水公司代表队、

四川农业大学获５００米直道竞速前三名。

同日　雅安市第一家 “共青团影院”在太平洋

影城挂牌成立。

２２日　 《雅安市市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２０１８

年本）》正式出炉，涉及全市２９个市级部门含２９６

项事项。

２５日　雅安市与全省同步实施 “三十三证合

一”登记改革。雅安市建祥装饰有限公司经办人员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工商局窗口领取雅安市第一张

“三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２９—３０日　雅安市发生强降雨，造成部分交通

道路塌方、房屋垮塌进水、农作物受灾，受灾人数

２５３９９人，转移人数５７０人，房屋受损１３间，农作物

受灾面积２２８１余亩，直接经济损失９１４１７６万元。

７月

１—２日　雅安市境内除石棉县外普降中到大

雨，个别地方出现暴雨，导致名山区、汉源县、宝

兴县共１８个乡 （镇）１８８５３人受灾，转移人口３６５

人，倒塌房屋２１间，农作物受灾８７１２亩，直接经

济损失３１９５１９万元，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

８２８８６万元，无人员伤亡报告。

２日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扶贫和移民工作

局发布２０１７年度第二批四川省旅游扶贫示范村名

单，全部为雅安市５个县区，分别是名山区万古乡

沙河村、芦山县大川镇小河村、荥经县龙苍沟镇万

年村、汉源县乌斯河镇苏古社区、石棉县栗子坪彝

族乡孟获村。

３日　夹金山干部学院筹建启动仪式在宝兴县

举行，启动仪式上，宣读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关于

命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通知》，雅安市

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

５日　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北郊镇的大熊猫国家

公园雅安科普教育中心开工建设，该中心由雅安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代建代管，总占地面积

１４０３９１平方米，主要功能有展览教育、科普活动、

放映报告、办公会议、公众服务等。

同日　落实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由雅安市

国家税务局和雅安市地方税务局合并成立的国家税

务总局雅安市税务局正式挂牌。

１０日　省委书记彭清华到雅安市名山区解放乡

银木村、中峰乡海棠村牛碾坪现代茶叶科技中心调

研，宣讲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经济

高质量发展、打好 “三大攻坚战”、乡村振兴、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防汛减

灾等工作，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和省委全会部署落地落实。

１１日　雅安市快递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审

议通过 《雅安市快递行业协会章程》，选举理事，同

时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１２日　雅 （安）西 （昌）高速瓦厂坪段恢复

通行，行驶速度限制为每小时６０公里。

１４—１５日　雅安市出现强降雨，降雨主要集中

在中部和北部县区，名山、汉源、石棉、天全等４

个县 （区）的 ２０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 ０９６万

人，倒塌房屋２３间，转移人口１０７人，农作物受损

约０２８万亩，发生多起小型山体滑坡，部分道路塌

方，无人员伤亡报告。

１６日　受强降雨影响，雅 （安）康 （定）高

速雅康段２６公里处 （泸定到雅安方向）红线外高

位滑坡，多功收费站至天全收费站之间 （泸 ＜定 ＞

雅＜安＞向）路段双向封闭。

１９日　四川省２０１８年第二次食品安全风险研

判培训会在雅安召开。

２２日　市政协主席杨承一深入石棉县竹马工业

园区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了解公司新

建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强化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保持项目推进良好势头，按照预期目标要求实现

投产。

３０日　受强降雨影响，两河口电站后方山体滑

坡垮塌，导致压力管道被砸破，国网雅安电力 （集

团）公司宝兴县供电公司及时开展应急处置，未造

成人员伤亡。

３１日　宝兴县陇东镇东拉山大峡谷景区红叶坪

发生泥石流，３２名游客和３名景区工作人员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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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党委政府组织公安、消防、人武部以及所在镇

村干部等上百名人员组成营救队伍将所有被困人员

安全疏散出景区。

同日　为期十天的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

题研讨班在雅安开班。

８月

１日　雅安碧峰峡景区凭借独特的自然风景、

凉爽的气候条件和良好的生态资源等优势，入选

“２０１８四川十大避暑目的地”。

７日　川藏铁路成雅段长钢轨单线铺通。

８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文认定 “汉源

花椒 ＨＡＮＹＵＡＮＨＵＡＪＩＡＯ及图”商标为驰名商标，

这是继蒙顶山茶、康砖、蒙山、蒙顶、吉祥、雅

化、建安、贡嘎雪之后，雅安市获得的第９件中国

驰名商标。

同日　第十届中国茶叶学会有机茶专业会第一

次工作会议在雅安市召开。

１６日　雅 （安）康 （定）高速公路始阳收费

站开通营运，该站位于始阳镇，设３进３出６个车

道 （含２个 ＥＴＣ车道），至此，雅康高速已开通多

功、始阳、天全、新沟、泸定５个收费站。

２２日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到天

全县拍摄 《最美公路》纪录片。

２４日　雅安市在汉源湖进行船舶碰撞人员落水

救助，船舶碰撞失火消防救援、船舶拖带，海事冲

锋舟、执法艇队列展示等水上交通应急救援演练。

９月

３日　雅安市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政窗

口工作人员为因涉台婚姻关系在雅安生活的一名台

胞办理居住证，这是雅安市首例台胞申领居住证。

５日　ＣＣＴＶ善行中国·中华慈善日大型公益宣

传活动暨 “授渔计划·平安成长”精准扶贫完美助

学行动在雅安市举行。

６日　雅安市组织川西机器、雅化实业集团、

四川建安工业、四川一名微晶、华润三九 （雅安）

和四川中世酒业６家企业参加第六届中国 （绵阳）

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展出三级 ＰＥ芳纶复合防

弹衣、ＤＤＮＰ自动化生产线、自主研发微车后桥、

“一名通体微晶石”高端绿色装饰材料、中药注射

药剂、中世紫酒等展品及模型。

同日　雅安市召开市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动员暨培训大会，全面推开全市国有企业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

１０日　雅安川剧艺术博物馆在雨城区姚桥新区

正式开馆，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为博物馆题写

馆名。

１２日　 “千人计划”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青年协

会一行４５人到雅安，对雅安灾后重建、城市建设、

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等进行考察交流。

１４日　由香港理工大学、明曦公益基金会、雅

安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实施的 “耀明阁”３Ｄ打印建

筑项目正式落地雅安，该项目旨在为灾后城市快速

救援及重建提供更加快速、低价、优质的解决方案

和示范蓝本。

同日　芦山县庆祝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暨

绿色生态农产品推介活动在龙门镇举行。

１８日　雅安市首个外国专家工作站——— “Ｍｏｒ

ｉｓＴｏｐａｚ创面修复工作站”正式建立，“中国政府友

谊奖”获得者———以色列知名医学整形和创面治疗

专家莫瑞斯·托帕兹 （ＤｒＭｏｒｉｓＴｏｐａｚ）教授受聘

为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客座教授。

１８—２１日　首届中国南亚青年领袖交流活动在

四川举行，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

尔、马尔代夫５个国家的２２名青年领袖莅临雅安

市，与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同开展职业技能体

验、学术讲座、文化体育交流等系列活动。

２０日　以 “中国新时代·西部新作为”为主题

的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成都开幕，雅安

主题馆以 “天府之肺·生态雅安”亮相。

同日　第六届四川农业合作发展大会暨农业博

览会在成都开幕，雅安市５５家企业参展。

２１日　名山区首届农民丰收节暨第二届蒙顶山

茶收茶节在名山区解放乡银木村德孝广场举行。

２２日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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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

２３日　２０１８乐跑四川·森林马拉松系列赛———

德能杯·第二届龙苍沟森林马拉松赛在荥经县龙苍

沟国家森林公园举行。

２７日　四川省贸易学校通过教育部验收，正式

确定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２７—２８日　雅安市召开全市乡村振兴大会。第

一天，全体参会代表前往雅安市雨城区、名山区、

天全县、芦山县等县 （区）现场参观考察，实地检

查各级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重要指示和全省乡村振兴大会精神情况，学习借

鉴农业农村改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农旅融合发展、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文

明新风塑造、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做法和经验。第二

天，进入会议阶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全省乡

村振兴大会精神，对雅安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

动员部署，全面开启建设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市的新

征程。

２８日　雅安市特色地标———女娲雕塑正式落

成，该雕塑座落于熊猫猫绿岛公园岛头 （女娲广

场）外水域，高 ２８６米，不锈钢材质，外着白色

氟碳漆。

同日　由四川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中

国建设银行四分行主办，共青团雅安市委、四川石

油大学承办，以 “红色筑梦点亮人生，青春领航振

兴中华”为主题的２０１８年第四届四川省 “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在雅安举行。

同日　四川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第二批

省级特色小城镇名单，雨城区上里镇、荥县龙苍沟

镇被列为第二批省级特色小城镇。

同日　四川省建设领导小组公布四川省 “百镇

建设行动”扩面增量新增３００个试点镇名单，荥经

县花滩镇、汉源县宜东镇、芦山县龙门镇、宝兴县

陇东镇、名山区百丈镇、雨城区上里镇和对岩镇列

为试点镇。

２９日　雅安市名山区与成都市成华区在成都举

行签约仪式，双方政府签订 《协同发展框架协议》，

协议在工业、旅游、金融、商贸、社会事业、干部

人才等多领域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合作。

３０日　２０１８·雅安市暨雨城区公祭烈士活动在

市烈士陵园举行。

１０月

２日　西部网信杯２０１８全国国际象棋协会大师

赛 （雅安）暨第１６届中国中西部国际象棋少儿冠

军赛在雅安市体育馆正式开赛。

７日　雅安市雨城区农贸市场、超市等１５０余

家猪肉销售摊点悬挂二维码查询牌供消费者查询，

标志着雅安市猪肉溯源体系试点建设项目正式建成

并投入使用。

１０日　雅安对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整合，包括劳

动维权热线 “１２３３３”、卫生投诉热线 “１２３２０”、住

房公积金服务热线 “１２３２９”、安全生产事故举报热

线 “１２３５０”、价格投诉热线 “１２３５８”、消费者维权

热线 “１２３１５”等 ３７条政府热线将分批整合进入

“１２３４５”一个号，以解决 “号难记、话难通、诉难

求、事难办”等问题。

１７日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布消息，石棉县四

川亿欣新材料有限公司矿物功能材料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成功入选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１８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到宝兴县、雨城

区调研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汉白玉产业发展、康

养等工作。

１９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

理委员会批准华润三九 （雅安）药业有限公司建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是雅安市建立的首家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１９—２１日　法中友协联合会主席阿兰拉巴特率

代表团一行７人访问雅安，实地参观考察碧峰峡熊

猫基地、蒙顶山茶文化博物馆及皇茶园、上里古镇

茶马驿站。

２０日　雅安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有关业务窗口

正式启动延时服务，延时时间为每周六 （法定节假

日除外）的９：００—１２：００及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同月　英国景观行业协会 （ＢＡＬＩ）公布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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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年度国家景观奖获奖名单，１１个中国项目获此殊

荣，雅安熊猫绿岛公园榜上有名。

２９—３１日　雅安科技馆参加在北京举办的２０１８

年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来自全国 ２０多个省、

市、自治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校、科研院所共

９６支代表队参加大赛，雅安科技馆自选实验 “震不

倒的房子”获得三等奖。

１１月

１日　成（都）雅（安）铁路雅安牵引站供电工程

建成投运，进入整体联调联试阶段。

同日　连接姚桥与大兴组团之间的重要干桥

———大兴二桥开工建设，该桥由雅安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中铁二十四局承建，规划全长

约７４９０８米 （含引桥），宽３２米，双向６车道，项

目估算总投资２５亿元。

６日　雅安市在雨城区万达广场举行以 “文明

在身边·我们在行动”为主题的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主题宣传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

６—１０日　由市投资促进局、经信委、旅发委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党政代表团赴港澳参加四

川省举办的 “川港澳合作周”活动，活动期间，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 “一座最滋润的城市———四川

·雅安旅游推介会”；市委书记兰开驰拜会相关企

业负责人。

７日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型纪录片 《中国

影像方志·四川卷·天全篇》正式开拍，该片将详

细地介绍天全县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经济建设、

生态文明等方面成就。

同日　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文化建设专题研讨

会在四川省贸易学校召开，会上，四川省贸易学校

接受西华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蒙顶山茶文化

与茶旅游研究院的授牌。

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对全市供销社

综合改革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实地调研雨城区大

兴镇的中国供销·川西农副产品物流园项目建设现

场和田舍益家城市消费合作社的销售门店。

同日　四川省公共机构节能知识竞赛决赛在四

川省广播电视台 Ｓ１演播大厅举行，雅安市代表队

以３６０分夺得全省第一名。

同日　以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涂金助为团

长，台湾省教育会理事长简明忠为副团长的交流考

察团带领台湾云林、台北、嘉义、台中、屏东等５

县市人员共计２７人赴雅安市兄弟友谊茶厂和蒙顶山

参观访问。

１０日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城市１对１》栏

目组一行走进荥经县安靖乡，对安靖乡境内的自然

风光、民间传说、茶马古道文化等进行拍摄。

９—１１日　 “２０１８雅安藏茶文化节”在成都世

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接待嘉宾、买家团、游

客等１万余人次，现场销售额累计近８万元，新接

订单及合作意向４７笔。

１３日　成（都）雅（安）铁路朝阳湖至雅安段开

始动态验收。

１４日　成雅教育协同发展签约仪式在雅安市举

行，成都市教育局与雅安市教育局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协议在教育教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

学管理、学生互动交流、教育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

长效合作机制。

１６日　省委、省政府发布表彰四川省优秀民营

企业家和优秀民营企业的决定，雅安市四环锌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强、四川宝兴三兴汉白玉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雪梅 （女）、四川华峰物流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雪锋受到表彰。

同日　生态环境部通报２０１８年１—１０月全国空

气质量状况，雅安市在１６９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

名中，１０月份位居首位，１—１０月排名１４位。

２７日　雅安市与成都市签订雅安·成都科技合

作协议，双方协议在推动高水平科研平台共建共

享、举办创新创业活动、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和技术

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

３０日　成（都）雅（安）铁路运营安全评估通过

成都铁路局集团公司运营安全评估专家组审查，具

备开通条件。

同月　 《美丽乡村中国行———滋润雅安寻趣

味》在ＣＣＴＶ７播出，吸引众多海内外观众对雅安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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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２０１８年第４８号公

告，对符合条件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予

以公告，中恒天汽车集团 （雅安）汽车有限公司申

报的天马牌越野乘用车获汽车生产产品位列其中。

同月底　全市完成１６０个城乡社区儿童之家建

设目标任务。

１２月

３日　四川省２０１８年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雅安分会场在经开区川西大数据产业园一期项

目现场举行，全市第四季度集中开工项目５１个，总

投资１２７１亿元。

４日　雅安 “金花藏茶”荣获第 ２３届意大利

“米兰国际手工艺博览会”金奖。

同日　雅安市城市管理巡回法庭正式设立，为

全省首家城市管理巡回法庭。

５—８日　以 “大熊猫 大旅游 大融合”为主题

的第二届四川旅游新媒体营销大会暨中国·大熊猫

文化联盟成立大会在雅安举行。

６日　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布新一轮铁路运行执

行图，从２０１９年１月５日起，成（都）雅（安）铁路

日常开行动车组１０对，周末加开动车组３对。雅安

至成都西为上行方向，成都西至雅安为下行方向。

６—７日　 雅安市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召

开，审议 《雅安市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雅安市佛教协会第四届财务工作报告》，修

改并通过 《雅安市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雅安

市佛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和新的领导班子。

７日　国盛仓储物流园一期项目在雅安经开区

建成投运。

同日　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第

二次全体会议批准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

条例》，该 《条例》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这

是继 《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条例》后，雅安市出

台的第二部实体性地方法规。

同日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厅公布第一批四川最美古村落名单，石棉县

蟹螺乡猛种堡子、天全县小河乡红星村、荥经县花

滩镇齐心村被列为第一批四川最美古村落。

同日　雅安市城市管理巡回法庭授牌仪式在雅

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举行，标志着四川省首个

城市管理巡回法庭正式成立。

１１日　民盟雅安市名山区支部成立大会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民盟名山区第一届支部委员会。

１２日　雅安市与福建省宁德市签订 《友好城市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开展产业、科技、招商

引资、茶产业等方面的合作。

１３—１７日　四川蒙顶山茶业有限公司等１５家

茶业企业在深圳市参加 “第１７届中国国际茶产业

博览会”，期间举行了 “蒙顶山茶·雅安藏茶品牌

推介会”“雅安藏茶推介会”等活动。

１６日　２０１８中国森林旅游节在广州开幕，２４

个新设立的国家森林公园、６个全国森林旅游示范

市、２８个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获授牌，雅安市获全

国森林旅游示范市称号。

１９日　雅安市民营经济健康大会召开，３名企

业家代表、８位县 （区）代表和市级部门代表发言，

３００余名民营企业家参会。

２０日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与四川通用航空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通用航空战略合作协议。

同日　雅安市农业局在西康码头开展２０１８年天

然水域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向青衣江内投放价值１６

万元的６４万尾齐口裂腹鱼和重口裂腹鱼苗种。

２１日　 “中国体育彩票”２０１９全国新年登高

健身大会暨四川省百万群众迎新登高健身活动四川

主会场活动在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举行。

２４日　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省体育局、省扶贫开发局

联合发出 《关于命名四川省２０１８年 “文化扶贫示

范村”的决定》，雅安市有石棉县先锋藏族乡解放

村、石棉县草科藏族乡友爱村、石棉县新民藏族彝

族乡双坪村、天全县思经乡大河村、天全县新场乡

志同村、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嘎日村、宝兴县大溪乡

烟溪口村、名山区百丈镇石栗村和名山区双河乡延

源村共９个村位列其中。

２６日　成（都）雅（安）高速金鸡关互通改造暨

雨名快速通道举行开工仪式。雨名快速通道建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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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８０３亿元，路线全长约５９公里，采用双向六车

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６０公里，起于雨城

区雅州大道与爱国路平交口，利用原路至金鸡关隧

道口，将金鸡关隧道开挖，以明线方式通行，于清

泉寺隧道口附近，上跨成（都）雅（安）高速公路，终

点与Ｇ３１８线平交并止于名山区城西火烧桥。金鸡

关互通改造项目估算总投资１９亿元 （其中建安投

资１４亿元），项目完成后，将实现雅安至成都、

西昌、乐山方向全互通。

同日　按照国家一级汽车客运站标准设计建设

的雅安汽车客运站正式启用，车站占地约３８万平

方米，设计日输送能力１３万人次，发车位２２个，

日发班最大量５８３班次。并同时关闭雅安旅游汽车

站，暂时保留雅安西门汽车站。

同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雅安监管

分局正式挂牌。

同日　雅安、眉山、乐山、自贡四市政府签订

雅眉乐自铁路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规划，雅眉

乐自铁路设计时速为２５０公里／小时，新建正线长度

约２１６公里，预估算总投资约３０３亿元，其中雅安

市境内线路约２４公里 （含与川藏铁路连接线），预

估算投资约３１亿元。

同日　宝兴县陇东镇崇兴村大圆包中药材种植基

地被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

为 “四川省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并授牌。

２７日　雅安首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石棉揭牌

成立。

同日　宝兴县创建为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示范县。

２８日　川藏铁路成（都）雅（安）段正式运营，

首趟列车为从成都发往雅安的 Ｃ６６５１次列车，结束

雅安不通火车的历史。名山城区至川藏铁路名山站

公交线路同时开通。

同日　由国家农业农村部组织的 “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专家评审会”在北京召开，专家组一致同

意 “雅鱼”地理标志登记。标志着 “雅鱼”成为四

川省第一个通过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水产类

产品。天全县申报的 “天全竹笋”农产品地理标志

同时通过专家组评审。

同日　高颐阙文博公园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

式，该项目由雅安文旅集团建设，雅安蜀天建设公

司总承包，项目建筑面积约７５００平方米，总投资

６９００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微博物馆、国学馆以及

配套景观、步道等基础设施。

２９日　２０１８“熊猫乐跑”暨雅安市第３７届元

旦环城赛跑活动在市区雅州大道 （万达广场公交站

旁）正式开跑，共分两条路线进行，其中 “熊猫乐

跑”全长１１公里，环城赛跑全长６公里。

３１日　雅 （安）康 （定）高速公路全线建成

试通车运营，全长约 １３５公里，其中雅安段 ８９公

里、甘孜段４６公里，桥隧比达８２％，双向４车道，

全线隧道限速８０公里，隧道外限速１００公里。

同月　 “２０１８雅安十大改革创新案例”评选活

动揭晓，分别是：雅安市建立 “八个一 ＋四配套”

内驱外联机制，“最多跑一次”改革受到群众和企

业广泛好评；破解 “四难题”实现 “三共赢”，县

级公立医院改革 “石棉模式”成效明显；“４·２０”

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新路子的 “芦山实践”；天

全县破除 “多龙治水”和警种机关化弊病，“大部

门大警种”改革成效明显；名山区探索创新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 “高岗村模式”；汉源县 “三个均

衡”配置教育资源，实现学校、家长、社会 “三方

满意”；巩固和提升灾后恢复重建成果，先行先试

新村聚居点管理立法；荥经县探索 “三个一”模

式，行政审批从物理集中转变为功能集成；雨城区

规范 “微权力”运行，确保 “微权力”不任性；芦

山县探索搭建智慧 “微平台”，推动基层党建 “触

网”“入云”发展。

同月　名山区收到 “蒙顶山茶”首张国际商标

注册证，发证国家是英国，注册证信息显示 （注册

号：ＵＫ００００３３１９７７８）已经于 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８日被

核准注册，有效期始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２日。商标注

册人为雅安市名山区茶业协会。

同月　市审计局在全市开展教育扶贫专项、易

地扶贫搬迁专项、健康扶贫专项、文化惠民扶贫专

项、社会保障扶贫专项５个扶贫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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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重要决策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绿色发展

振兴加快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市的决定】　１月１２

日，市委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关于全面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绿色发展振兴加快建设美丽

雅安生态强市的决定》，提出：全面准确学习领会，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旗帜鲜

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大

力发展绿色产业，经济增长速度保持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到２０１８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确保全省前１０

位，全面完成现行标准下的脱贫攻坚任务，实现

“五年整体跨越”目标；到２０２０年，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力争进入全省前９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力

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森林覆盖率保持全省第一，

建成全省新兴绿色经济增长极，实现 “七年同步小

康”目标，基本建成美丽雅安、生态强市。

【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实施意见】　４月１０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 雅安市人民政

府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实施意见》，提出：用３

年时间，使我市文明城市各项测评指标达到或超过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Ａ级标准，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年度测评中逐年升位，力争２０２０年进入全

国文明城市参评城市行列，创成全国文明城市。其

中：２０１８年，在巩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基础

上对标 “起跑”，切实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确保测评分值达到８５分以上，拿到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的 “入场券”，并在年度测评取得较好成

绩；２０１９年，针对２０１８年度测评反馈问题对标加

速整改，力争年度测评取得好成绩，成为参评城

市；２０２０年，迎接全国文明城市考评，力争创成全

国文明城市。

【关于加快推进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意见】　６

月２５日，市委、市政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 雅安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意

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明显改善卫生与健康服务及健

康环境，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体

育健身服务。要求：全面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努力

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大力实施重大疾病

科学防治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认真做好中

医药传承创新普及；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普遍

提高全民身心健康水平；实施健康饮食促进行动；

广泛开展绿色健康环境建设；大力推进健康城乡建

设；科学营造公共安全环境；着力促进健康产业创

新发展；切实加强健康发展的支撑条件。

【关于推进２０１８年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意见】　８月２日，市委、市政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 雅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２０１８年

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

见》，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安排部署，树牢 “四

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

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牢牢把握 “六个统一”的内

涵要求，牢牢把握 “三个不可低估”形势判断，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

决打好惩贪治腐、正风肃纪、刷新吏治持久战，进

一步巩固发展全市良好政治生态，为落实 “１４８５”

总体发展思路，推进绿色发展振兴，加快建设美丽

雅安、生态强市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８月 ２２日，市委、市政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

雅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按照时间服从质量的要求，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前，全市基本完成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全市基本完成以经营

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通过改革，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明晰集体所有权关系，保护和发展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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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为集体资产保值增值、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创造条件，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对集体经济活动

的民主管理权利，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

【关于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

绿色发展示范市的决定】　８月３０日，市委、市政

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关于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决定》，提

出：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雅

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

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决策部署，认真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纵深推进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大

力实施区域协同发展、绿美生态提升、绿色产业振

兴、美丽乡村建设、开放创新驱动、发展成果惠民

“六大工程”，全面建成绿色发展示范市，加速现代

化建设进程。到２０２２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

上千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进入全省前

８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力争达到全省平均

水平，绿色发展指数进入全省前 ３位，推动实现

“五个走在全省前列”目标。绿美生态建设走在全

省前列。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优质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和生态保护指数保持全省第一，中心城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和负氧离子含量全省领

先，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优于Ⅲ类，成功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省最优。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

　１０月２５日，市委、市政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 雅

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

施意见》，提出：坚决防止耕地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

数量不到位、补充耕地质量不到位的问题，坚决防止

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确保实

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到

２０２０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不少于１４４万亩，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１１９５５万亩，确保建成７７４４万

亩、力争建成８２万亩高标准农田。

【雅安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１１

月１２日，市委、市政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 雅安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 〈雅安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通知》，提出愿景目标：实施乡

村振兴发展战略，围绕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走绿色

发展振兴之路，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建设产业美、民

居美、环境美、乡风美、生活美的 “五美乡村”，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把我市建设成

为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锦绣田

园。阶段目标：一是近期目标：到２０２０年，乡村振

兴取得初步成效，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得以确立，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特色优势产业稳步

增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

升，基本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

体系。农村基础保障条件持续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

平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居环境不断优化，全市所有行

政村建成幸福美丽新村。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力争达

到全省平均水平，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二是

中期目标：到２０２２年，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果，

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乡村振兴

工作稳步推进。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壮大， “雅字号”

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三条乡村振兴产业带基本建

成。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明显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基本搭

建。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优秀的乡

村振兴模式和经验开始推广。成为 “美丽四川、宜居

乡村”的典范，建成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市，形成人村

和美、景田相融、农旅共融的大美田园新格局。三是

远景目标：到２０３５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业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富

民增收支柱产业基本形成。到２０５０年，乡村实现全

面振兴，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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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现，与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

　１２月１２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中共雅安市委 雅安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

施意见》，提出：积极构建 “一核三治一化”新型社

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形成基层党组

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

社区治理体系，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更加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城乡社区服务设施规范达标，

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得到有效保

障。再过５到１０年，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更加完备，

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更为精准全面，为夯实党的执政根

基、巩固基层政权提供有力支撑，为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图１　１月８日，中共雅安市委四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雅安日报供图）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实施意见】　１２月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 雅安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

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自觉践

行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模范遵纪

守法、强化责任担当，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生机活

力，遵循发展规律、优化发展环

境，注重示范带动、着力弘扬传承

的原则，紧紧抓住雅安发展的历史

性窗口期和战略性机遇期，着力营

造企业家健康成长法治环境、营造

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弘扬优秀企业

家精神，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切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保护企业

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构建 “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调动广大企

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做出更大

贡献。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１２月１７日，市委、市政府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 雅

安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要求：大力推进民营企

业减负降本；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大力促

进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着力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

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良好环境；加强民营经济发

展组织保障。

市委重要会议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１次会议】　１月８日，市委

召开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１次会议。听取市委四届三

次全会各组讨论 《兰开驰同志在市委四届三次全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雅安市委关于全

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绿色发展振兴

加快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市的决定 （讨论稿）》和

《中共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讨论稿）》情况，市委四届三次全会秘书组关于

《中共雅安市委关于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推进绿色发展振兴加快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市

的决定 （讨论稿）》和 《中共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讨论稿）》修改意见的汇报。

【四届市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１月８日，市委召开

四届市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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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

及省委经济工作暨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市委常

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中共雅安市委关于全面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绿色发展振兴加

快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市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雅

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分

析了雅安当前面临的形势，作出 “两个积极变化”

和 “一个没有根本改变”的基本判断，明确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４次会议】　１月１９日，市委

召开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４次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

党组２０１７年工作情况的汇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关于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报

告》，市委组织部 《关于贯彻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精

神的情况报告》，市委宣传部 《关于全省宣传部长

会议精神及贯彻建议的报告》；审议市委经济工作、

农村工作暨全市金融工作会议相关材料，市政府党

组 《关于审定＜设立雅安市驻外招商分局工作方案

（送审稿） ＞的请示》。

【市委经济工作、农村工作暨全市金融工作会】　１

月２２日，市委召开市委经济工作、农村工作暨全市

金融工作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省委十一届二次

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决策部署，

总结２０１７年全市经济、农村和金融工作，分析当前

经济发展形势，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２０１８年经

济、农村和金融工作。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５次会议】　１月２４日，市委

召开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５次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及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关于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通知》，研究贯

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领导小组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检查情况的报告》；审议市委宣传部 《关于审定

雅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方案的请

示》，市委组织部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管干部年度考

核结果的请示》。

【市委常委班子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　２月８日，

市委召开市委常委班子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会议

以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

策部署”为主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自我

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市委常委会第５８次 （扩大）会议】　２月２２日，

市委召开四届市委常委会第 ５８次 （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和全

省领导干部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

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全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实质，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芦山地震灾区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使命感把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关心厚爱转化为推动雅安发展振兴的强大

动力，扎实抓好各项工作，坚决实现 “五年整体跨

越”目标。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　２

月２６日，市委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

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精神；听取市委改革办 《关于省

委改革办对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度改革工作督察考核情况

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市领导直接抓专项改革方

案落实情况的报告》；审议 《雅安市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事业单位改革的实施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

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关于进一步健全相关领域实名

登记制度的工作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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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 （送审稿）》《关于完善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雅安市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实施方案 （送审稿）》《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司

法所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方案 （送审稿）》《关于雅安

市深入推进公益诉讼工作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

《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送

审稿）》１０个专项改革方案；总结２０１７年全市全面

深化改革工作，安排部署２０１８年有关工作。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１次会议】　４月３日，市委

召开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１次会议。传达学习彭清华

同志在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 “两

会”精神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

学习省政府双月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市政府党组 《关于好莱坞 （中

国）茶马古道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相关事项的报

告》《关于未来嘉年华雅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相

关事项的报告》，市纪委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县 （区）

党委、政府和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市纪委全会述

责述廉情况的报告》（书面），市委保密办 《关于省

委保密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省保密工作会议精神及

贯彻建议的报告》（书面），市委改革办 《关于全省

改革系统工作会议精神及贯彻建议的报告》 （书

面）；审议市政府党组 《关于审定 ＜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建设 “五美乡村”的意见 （送审稿） ＞的

请示》，绿美生态、飞地经济、全域旅游、千亿产

业、东进融入、交通通达、五美乡村、民生福祉

“八大行动”实施意见及２０１８年度实施方案，市督

促检查和目标绩效管理委员会 《关于审定２０１７年

度目标绩效考评结果的请示》 《２０１８年度雅安市县

（区）目标管理办法和市级部门绩效管理办法 （送

审稿）》。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２次 （扩大）会议】　４月１６

日，市委召开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２次 （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彭清华同志在全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读书班上的

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省 “５·１２”

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小组会议精神，

研究我市相关工作责任分工；听取市政府党组 《关

于２０１８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的

报告》；审议 《中共雅安市委办公室关于在全市开

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的通知 （送审

稿）》，市委组织部 《关于审定 ＜雅安市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实施办法 （送审稿） ＞的请示》。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　４

月２４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

议在市委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精神；听取关于全省改

革系统工作会议精神及贯彻建议的汇报；审议通过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改革

落实台账和 《雅安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

法》《雅安市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雅安市实行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的实施意见》等５个专项改革方案。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４次会议】　５月２５日，市委

召开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４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全省 “大

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工作推进座谈会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 《中共雅安市委对全

省面上工作建议的报告 （送审稿）》，市政府党组

《关于雅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改革有关

事项的请示》。

【省委书记彭清华来雅调研工作汇报会】　７月１０

日，召开省委彭清华书记来雅调研工作汇报会。清

华书记强调，雅安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保持良好精

神状态，锐意进取、苦干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

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全会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一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来抓；二要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格局；



!""# !$%&'(()

*+,-

!

"

#

$

中国共产党雅安市委员会

!""# !$%&'(()

*+,-

*+,.

２７　　　

中
国
共
产
党
雅
安
市
委
员
会

三要着力构建生态经济体系；四要坚决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

统筹抓好面上民生工作；五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７次 （扩大）会议】　７月１１

日，市委召开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７次 （扩大）会

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彭清华来雅调研指示精

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四届市委第四次全体会议】　８月２８日，四届市

委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听取市委常委会工作

报告，审议通过 《中共雅安市委关于深入贯彻省委

图２　８月２８日，中共雅安市委四届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雅安日报供图）

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决

定》《中国共产党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公报》。全会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雅安发

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决落实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决策部署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纵深推进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大力实施区域协

同发展、绿美生态提升、绿色产业振兴、美丽乡村

建设、开放创新驱动、发展成果惠民 “六大工程”，

推动实现绿美生态建设、绿色产业发展、绿美城乡

建设、绿色生活方式推广、绿色发展制度创新 “五

个走在全省前列”目标，全面建成绿色发展示

范市。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　

１０月２９日，市委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

十一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三十一、三十二次会议精神；听取市领导直

接抓专项改革方案落实和荥经县、汉源县、石棉县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推进情况汇报；审议

通过 《雅安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关于

建立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部门联动推进机制的实

施意见》《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

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

家作用的实施意见》 《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动的实施意见》 《雅安市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

施方案》 《改革完善全科

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

的实施方案》等９个专项

改革方案。会议强调，全

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

好改革落实的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改革担当，全面梳理

盘点 ２０１８年改革工作，

科学研究谋划明年改革任务，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

深入。

市委办工作

【干部队伍党性教育培训】　全年先后召开办公室

中心组学习会、班子会、干部职工会、科室工作例

会、专题会、组织生活会等共计１６７次。制定廉政

风险防控清单，梳理排查廉政风险点１００余个，对

督查发现的四类９个具体问题建立整改台账。真学

深悟，弘扬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建立健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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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中心组学习制度等，印发每月 《学习篇目》。

创办期刊 《雅安党办》。开通 《雅安党办》微信公

众号。坚持开展 “学习讲坛”活动，鼓励干部职工

参加 “做悦读党员、建书香机关”读书活动等。组

织党办系统部分党务干部赴红旗渠干部学院开展党

性教育培训。组织９４名党办系统干部到南开大学参

加能力素质提升培训，８２人次参加省、市组织的各

类培训班。组织正科级干部参加拟任县处级党政领

导职务政策理论水平任职资格考试，鼓励干部职工

参加提升学历学位学习培训，严格落实相关奖励

政策。

【信息服务工作】　加强与市级各部门和各县 （区）

的沟通协调、密切联系。编发 《每周重要工作安排

预告》４８期，坚持办公室工作例会制度。发挥以文

辅政作用，提升参谋服务能力。紧贴市委工作思路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赴浙江湖州学习绿色发展经

验，赴德阳市、眉山市学习融入成都发展经验，赴

贵州学习大数据产业发展教育等。全年完成综合文

稿３００余篇、调研文章４篇，刊发 《领导参阅》１９

期，其中，赴泸州、宜宾调研报告得到市委主要领

导肯定性批示。强化信息互联互通，提供决策辅助

参考。全年共编辑 《上报省委信息》３３１期，累计

向省委办公厅报送雅安信息４１４条 （篇），采用雅

安信息９８条 （篇），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省委下达

信息目标考核任务。累计编发 《雅安信息》及增刊

和专刊１５６期，处理各类信息３４１２５条 （篇），采用

各类信息８４０６条。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紧急信息报

送工作２４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开展县 （区）紧急

信息报送培训 ５次。全年累计编报 《应急值班信

息》２７期，手机短信快速向领导报送紧急信息３９２

条次，按要求向省委办公厅报送紧急突发信息３９条

（篇）。

【目标绩效管理】　将市级部门目标绩效管理类别

由５个调整为２个，考评内容细分为基础绩效目标

和创先争优目标２项。对２３个市政府工作部门负责

人和６个市属国有企业董事长实行公开承诺。调整

目标奖计奖方式，将市级部门绩效目标由按考核等

次计奖调整为按考评得分计奖，并要求部门内部开

展二次考评，将县 （区）考评结果与县 （区）干部

职工年度考评目标绩效奖进行挂钩。制定县域经济

日常监控考评办法，对县 （区）经济指标运行情况

进行月通报。发挥督查 “利剑”作用，狠抓决策部

署落实。推行 “清单制＋责任制”工作法，全市督

查检查考核由１３０１项减少为５５３项，减少５７５％，

其中，涉及对县乡村和工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

核由７２１项减少为３２３项，减少５５２％。

【办文办会服务工作】　修改完善市委常委会议工

作规范、市委主要领导专题会议工作流程和市委主

要领导公文运转工作规范，建立常委会议题库和专

题会重点工作、重大活动台账，前置审核会议内

容、要件等。提升办文办会质量。全年共运转各类

文件９千余件，５万多次，累计审核各类文稿 ５２０

余篇，１２１万余字，发文数量同比下降１５１％，会

议数量同比下降１２％。抓好规范性文件审查。全年

共审查代拟稿４７个，共提出法规性审查建议３０条

并被全部采纳，向省委报备市委规范性文件４７件，

实现报备及时率和合法合规率双１００％。全年开展

会商审查７次，征求部门意见４７家次。开展备案审

查２８６件，对２６件存在实质性问题和１９件存在形

式要件不齐全、不规范等问题的文件进行纠正。

《浅谈著名商标与驰名商标》被省委办法规处采用。

选派３０人组建成立雅安市接待志愿服务队，开展专

题知识培训。制作 《公务接待１００问手册》 《雅安

市政府接待工作手册》等。全年圆满完成各类接待

任务３２９批次。修订 《市委办公室办公用品采购管

理办法》《市委办公室财务管理制度》，制定 《市委

办公室驾驶员管理办法 （试行）》《市委办公室周转

房使用管理规定》《市委办公室公务用车使用流

程》等。

组织与党建

【干部队伍建设】　坚持事业至上选干部，紧扣中

心调兵遣将、排兵布阵，调整补充县级干部１４０名；

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发展一线作为选拔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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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新时代治蜀兴川执政骨干递进培养雅安计划市本级年轻干部铸魂工程第
一期培训班开班式 （市委组织部供图）

主战场，直接从乡镇党委书记中选拔副县长，提拔

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２０名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县级干

部，选拔２７名优秀村党组织第一书记进入乡镇领导

班子，重实干重基层的导向更加鲜明。着眼战略长

远育干部，以 “新时代治蜀兴川执政骨干递进培养

雅安计划”为统揽，加强干部梯次培养，加大从双

一流高校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力度，为事业发展储

备 “一池活水”；以 “六个一批”① 为载体，选派

２９６名干部到凉山彝区、乡镇村社和征地搬迁、招

商引资等重点岗位历练，开设各类专题、主体班

次，培训干部７０００余人次，有力提升干部队伍专业

能力水平。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探索干部 “负面

清单”预警机制，加大提醒、函询和诫勉力度，组

织３４名干部学习提升效能，问责处理 ４名市管干

部；制定干部激励约束 “１＋Ｎ”系列意见办法②，

用制度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注重运用信息化手

段改进工作，创新建设干部研判选用大数据平台，

提高选人用人精准度。

【基层党建】　鲜明 “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导向，

聚焦问题短板，开展 “三分类三升级”③ 活动，动

态整顿１０４个软弱涣散村 （社区）党组织；开展非

公经济和社会组织 “两个覆盖”④ 质量提升攻坚行

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覆盖率分别提升到７６６％

和７４４％。聚焦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分类制定７个

领域党建标准，分类推进

基层党组织星级评定，实

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工

程，构建基层党建质量

“五大体系”⑤，党委书

记、组织部长带头领办基

层党建 “书记项目” “部

长项目”，树立重党建、

强党建 “风向标”。聚焦

中心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对接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加强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力量和带头人队伍建设，动态储备村级后备

力量２０５９名；设立党组织和党员 “双带”⑥ 扶持资

金，实施１００个 “党建扶贫·双百示范”项目，办

好９９４所 “农民夜校”，启动 “两新联万村·党建

促振兴”行动，深化 “城乡党建结对共建”，７６４

个城市基层党组织与９９４个村党组织结成共建对子，

带动更多资源力量向农村集中；持续深化农村 “一

核三治一监督”⑦、社区 “一核三治一化”⑧ 治理体

系，乡村治理 “高岗村模式”在全省推广。严格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六个一批”：选派一批新录用公务员 （参公人员）到村 （社区）锻

炼；选派一批工作经验丰富，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干部人才赴中心工

作、重点工作任务繁重的县 （区）、乡 （镇）和经开区工作；选派一

批市级部门干部到县 （区）驻村帮扶；选派一批年轻干部到市委群

众工作局锻炼；选派一批专业技术干部挂任科技副职；选派一批优秀

干部到省级部门、发达地区锻炼。

干部激励 “１＋Ｎ”系列意见办法：制定 《关于进一步激励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加强年轻干部

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关心关爱干部若干措施》《干部选拔任用激

励若干情形规定》《市管干部负面清单管理办法 （试行）》等文件办

法。

“三分类三升级”：把基层党组织分作一、二、三类，即先进党组织、

一般党组织、后进党组织，根据不同类别制定转化升级措施，实现一

类党组织上水平，二类党组织上台阶，三类党组织换面貌目标。

“两个覆盖”；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

基层党建质量 “五大体系”；雅安市在全省率先制定基层党建质量导

向、质量标准、质量落实、质量评价、质量保障五大体系，形成基层

党建质量提升规范制度总体框架，推动全域党建从 “量”到 “质”

转变。

“双带”；党组织和党员带头发展、带动发展。

“一核三治一监督”；构建起以乡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自治、

协同共治、厉行法治为主要抓手，以民主监督为基本保障的农村依法

治理体系。

“一核三治一化”；构建起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

区域共治、厉行法治和以德化人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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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教育管理，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新发展党员３１２３

名，党员结构进一步改善，党员质量进一步提升。

【人才队伍建设】　坚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

积极的举措广纳贤才、汇聚人才，紧扣中心需求，

实施 “雅州英才”工程，组团巡回开展 “知名高校

图４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新录用公务员宪法宣誓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供图）

雅安行”，引进人才 ５０５名，其中硕士研究生 ３８７

名。强化效益理念，建立 “柔性引进、刚性干事”

的人才引进办法，依托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院士 （专家）工作站等载体，引进博士

研究生 ３０余人、硕士研究生 ９０余人，对接专家

３８０余人 （次）到基层开展智力服务。深化市校市

企合作，支持企业搭建智力成果转化平台，新建企

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院士 （专家）工作站、

技能大师工作室２０个。优化人才生态环境，抓住人

才居住、医疗、教育等 “痛点”，制定绿色服务通

道实施办法，依托高端人才服务中心，实施 “爱家

团聚”工程，推行 “雅州英才一卡通”，组建 “人

才之家”，建设高层次人才公寓，建成雅安智慧人

才云平台，构建 “政务服务＋生活服务”全环节服

务链条，有效提升人才吸附力。全年考录 （遴选）

公务员２５８人，首次开展新任命国家工作人员和新

录用公务员宪法宣誓。

【市直机关党建】　将市直各党组织按工作职能相

近、业务共融等特点划分为１１个片区综合党委，提

高思想理论教育和宣讲工作的针对性。２０１８年，综

合党委共开展各类宣讲３０余场 （次），２０００余人次

参加党的十九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市委四届

四次全会精神宣讲学习活动。在市直机关开办３期

“先锋论坛”，围绕支部工作

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示

范市建设等主题，发动 ３１０

余名机关党员干部、机关党

支部书记等参加论坛活动，

选编优秀文章 １２１篇。举办

机关党员大讲堂 ６期，廉政

法制教育３期，市委组织部、

省直机关工委、陆军指挥学

院、市纪委 （监委）、市发改

委领导相继为机关党员干部

授课，１７１０余名党员干部参

加大讲堂。建立机关党员干

部法律知识学习、讲座、考

试、考核制度，将法律学习

纳入党员积分。加强普法宣传教育，举办专题讲座

８次，参会人数共计７００余人次，市直各党组织平

均组织学法实践达到８学时以上。开展机关党建工

作经验交流和 “发展振兴为了谁、发展振兴依靠

谁”“抓落实之我见、抓落实之我干”以及 “敢作

敢为敢担当、真抓真干真落实”大讨论活动和演讲

比赛，市直机关５１篇调研文章被专家评审为 “Ａ”

类，部分优秀党员干部事迹、演讲内容和文章等在

网络平台推广。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持续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广泛开展 “遵党章、学党

章、讲党章”活动，把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四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纳入领导

干部读书班、专题培训班和各级党委 （党组）理论

中心组、基层党支部的必学内容，发放学习读本５

万余册，举办领导干部读书班１１期，组织专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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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万余场次，专题讨论１６００余场次，９万余名党

员全覆盖参与，广大党员干部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践行 “两个维护”。以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为契机，广泛开

展 “敢作敢为敢担当、真抓真干真落实” “学习红

色文化，不忘初心使命”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

等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专题学习６５００场次、各类讨

论活动１６００余场，形成调研课题６３０余个，大兴学

习、讨论、调研之风。认真谋划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发放调查问卷 ３９９５份，收集意

见建议２３０余条，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奠定良好基

础。抓实 “做”这个关键，聚焦绿色发展、打赢

“三大攻坚战”、创建文明城市和征地搬迁等中心工

作，深化市领导 “包县联点帮扶”、共产党员示范

行动和 “走基层”活动，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推动绿色发展振兴中做合格党员、当

干事先锋，凝聚发展振兴正能量。

　　图５　３月２０日，市委宣讲第五小分队赴雨城宣讲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
讲话精神 （雨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思想宣传建设

【理论宣讲管理】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

要讲话精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市委四届四次

全会精神，分别组建市委宣讲指导组和市委宣讲

团，到各县 （区）、市级机关单位、学校、医院、

企业等开展宣讲、指导。市领导带头到联系县

（区）、分管部门 （单位）开展宣讲督导，以思想到

位、行动对标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学思践悟、融会贯

通。各县 （区）党委同步安排部署，结合本地实际

建宣讲分团，到乡镇、社区、机关单位等基层一线

宣讲，组织驻村第一书记、选调生、优大生、本土

乡贤等，组建群众宣讲小分队，通过院坝会、宣讲

＋文艺等形式，让群众讲自己的故事，全方位、多

层次，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面对面开展微宣

讲。同时，全市各级各部门通过党委常委会、党组

会、中心组学习会、领导干部读书班、专题研讨

班、“两个大讨论”活动等形式进行宣传宣讲。通

过开展理论学习测试、网络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

形式学习宣传，全市累计开展集中宣讲、微宣讲

５９００余场次，直接听众达４２万余人次。全市开展

“敢作敢为敢担当，真抓真干真落实”解放思想大

讨论活动６８００余场，参加人员２８万余人次，组织

征文、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召开宣讲会、院坝

会，印发宣传手册等形式进一步向人民群众宣传党

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和市委四届四次全会精神。依托夹

金山干部学院、安顺场大渡河纪念馆等红色阵地，

开设 “红色雅安” “夹金

山精神”等红色课程，引

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长征精神、走好

新时期 “长征路”。市级

新闻媒体发挥党报党刊、

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作用，

加强互联网、微博、微信

等新兴媒体宣传力度。全

市开展 “敢作敢为敢担

当，真抓真干真落实”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刊发

大讨论理论文章 １１０余

篇；全市共确定调研课题

６３０余个。会同市社科联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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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题调研，社会各界踊跃申报调研课题近２００个，

经专家评审批准立项８２项，向省政研会推荐上报

１２个思想政治工作调研课题。

【党管意识形态】　坚持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处置，全年

集中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问题４次，通报意识形

态领域情况１次，专题向上级报送综合信息 ４篇，

牵头开展专项督查１次，及时发现反馈问题 ９０余

个。组织召开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座谈会，统筹指导在雅高校、中职学校做好

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举办雅安市高校形势报

告会，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作专题辅导报告，引导广

大师生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开展全市乡镇 （街

道）宣传委员全覆盖培训２期，参训人数 １４０人；

举办新闻发言人暨舆论引导专题培训班、宣传文化

干部文化发展与繁荣专题培训班等１０余次。

【思想政治宣传】　认真贯彻落实 《四川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工作测评体系 （试行）》，启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全覆盖工程建设，落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经费２６０万元，规划建设大型广告牌，

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广场和主题公园。推

荐报送省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３个，命名

市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１４个。在城市广

场、主要交通路口建设核心价值观主题雕塑２０个，

在城区交通道路沿线、部门 （单位）围墙等设置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型宣传牌２０００余个、核心价值

观宣传专栏２４０个、宣传喷绘３００个、温馨提示牌

５００块。印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读本》

５０００册。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实施方案》（雅委办

〔２０１８〕１２９号），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

规。印发 《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等关于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宪法的通知》 （雅宣发
"

２０１８
#

７号），对

全市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利

用户外广告大牌、建筑围栏、大型 ＬＥＤ显示屏、公

交车载显示屏等载体广泛刊播宣传标语 ５００余处，

张贴悬挂标语横幅１２００余条，组织宪法学习宣传教

育活动共计５００余场次。搭建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

戒曝光平台，联合相关单位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员名

单、诚信企业红黑榜等。加强革命历史类纪念设

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和使用，

建立雅安市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成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改陈布展

工作。顺利迎接省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核

测评，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安顺场红军强渡大

渡河纪念馆考评等次为优秀。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组织群众宣讲团深入基

层宣讲５００余场次。印发 《关于组织开展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雅

宣发
"

２０１８
#

７号），组织开展雅安市庆祝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主题征文、专题展览、主题摄影展、主题

图片展等重大活动。围绕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

１０周年、“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５周年等重大时间

节点，组织开展相关群众性纪念活动和感恩教育活

动。组织编印 《雅安市脱贫攻坚读本》５０００册，宣

传扶贫政策、脱贫典型，凝聚脱贫力量。

【网络宣传管理】　融合市级新媒体矩阵各平台，

及时转载刊发中央、省级、市级主流媒体重要报

道、评论文章等，集纳报道全市各级各部门学习宣

传贯彻做法和成效，策划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

汇报赛等网上宣传活动。截至年底，共刊发各类相

关稿件 （信息）３０００余条。重大主题、重要节点宣

传，开设网上专题专栏８６个，转载刊发相关报道

（信息）２万余条，其中新华社客户端直播 《天空

之眼瞰祖国：芦山地震五周年》吸引２３０余万人在

线观看，市级新闻网站全年开展网络直播３８场次，

３２５人次在线观看。开展 “新时代·新梦想”网络

媒体新春走基层活动、“掌心五年”照片征集活动、

滋润雅安系列宣传、绿色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光阴

的故事———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网上主题征

文、征照活动、 “市花市树”系列活动等网上宣传

活动４２场次。组织网上舆论正面引导６３次，刊发

原创网评文章２２８篇，跟帖转帖２５２９２条，报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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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舆情信息５６７９条。强化涉雅舆情监看分析，处置

涉雅重大敏感舆情２９９起。建立净化网上舆论环境

专项整治联动工作机制，先后开展网络空间专项整

治行动１４次、查处有害信息３１０７条。出台加强和

改进新闻发布工作、改进新闻报道工作等文件，召

开全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推动县级

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规范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管

理。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举

行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班，联合公安开展全市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和网

络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召开全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制定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

展的实施方案》 《雅安市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推进方案》《２０１８年全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要点》《关于贯彻落实 〈党委 （党组）网络安全工

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等，压实全市各级党

组织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网络值班巡查处置，

强化互联网内容监管，梳理掌握各类网络平台

１０６０个。

【外宣形象展示】　围绕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５

周年、“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１０周年，组织中央、

省级媒体开展 “重建跨越、绿色发展”主题采访活

动，刊发反映雅安新变化、新产业、新生活稿件

５７４篇 （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发 “奋斗筑

造美好新家园—四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和发展振兴

纪实”“新风貌新产业新生活——— ‘４·２０’芦山地

震五周年灾区变化纪实”综述报道芦山震后五年来

的变化。在中新社、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四川

日报等媒体开设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看雅安”专题

（专版）报道，刊发稿件３０余篇。ＣＣＴＶ２《经济半

小时》栏目播出 《聚焦困难群体悬崖上的村庄》，

聚焦雅安决战深度贫困的故事。人民网 《四川改革

试 “经”石》系列报道介绍雅安市探索创造综合医

改 “石棉模式”。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 《“垃圾不

出门”新风进村来》等稿件，点赞名山区解放乡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高岗村模式”。四川电视台

《市州委书记访谈：“雅安八大行动建生态强市”》，

对雅安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进行全面解读和深入

报道。四川农村日报 《茶山变金山精准脱贫的名山

实践》《做好山水文章推动乡村振兴》《生态筑底雅

安争创乡村振兴示范市》等多篇稿件，深入报道雅

安实施 “五美乡村”工程，争创全省乡村振兴示范

市的绿色发展实践。对 “天府之肺、生态雅安”城

市名片和 “一座最滋润的城市”旅游宣传口号进行

全方位宣介。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

来雅采访拍摄，反映雅安宜居宜游宜业的良好环

境。新华社直播 《感受 “舌尖上的非遗”·揭秘藏

茶是如何制作的》，讲述国家级非遗雅安藏茶的制

作技艺；ＣＣＴＶ２直播蒙顶山茶第一背篼上市的场

景，大型科学求证节目 《是真的吗》播出 “雅安美

食木桶鱼”的独特做法，诠释滋润雅安的丰富内

涵；ＣＣＴＶ７在 《美丽乡村中国行》栏目播出 “滋润

雅安寻趣味”节目，介绍雅安美景、美食以及雅安

多元文化；《乡土》栏目播出 “门上的春节”，呈现

雅安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活动及过年习俗；《每日

农经》栏目播出 “自带 ‘宝剑’雅鱼身价高”节

目，以 “雅鱼”为载体，展示 “三雅”文化的魅

力。借助第十四届中国蒙顶山国际茶文化旅游节系

列活动开展，将茶文化、三雅文化、汉文化等文化

元素有机融入，宣传茶文化、茶产业、茶旅游。在

中华文化论坛、 “中国藏茶城—茶马古道博物馆”

研讨会等活动中，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

亲临现场，挖掘和展示藏茶文化及茶马古道文化遗

产资源。以雅安首届熊猫灯会、２０１８年两岸学生大

熊猫保育研学体验营活动为载体，助推 “国际熊猫

城，生态康养地”旅游品牌打造。以第二届四川旅

游新媒体营销大会举办为契机，聚焦 “大熊猫大旅

游大融合”活动主题，大力推介雅安大熊猫文化

ＩＰ，充分展示雅安丰富的大熊猫文化资源和 “一座

最滋润的城市”形象。拍摄微纪录片 《当一天中国

人———德国教师体验蒙顶山手工茶制作》，邀请外

国体验者来雅体验茶制作、茶技茶艺、茶旅游等，

对外传播雅安滋润的生态环境和源远流长的茶文

化。在川港澳合作周活动期间，依托香港媒体全方

位推介雅安组织的熊猫文化、茶文化以及雅安藏

茶、荥经砂器的展示活动，分别在香港大公文汇

报、香港商报、香港镜报等香港主流媒体亮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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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经济导报刊发 《“熊猫家源”雅安：一座国际大

熊猫文化城》专刊全景式介绍大熊猫文化、茶文化

为代表的雅安文化，该刊在旅游推介会上现场发

放。在ＣＣＴＶ４《城市１对１》（全球唯一一档城市交

流访谈节目）推出雅安与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

斯班的对话节目。协助 ＣＧＴＮ西班牙语频道 《重走

西南丝绸之路》栏目组来雅拍摄，播出 《雅安篇》，

多角度呈现雅安茶文化。争取 ＣＣＴＶ１０《中国影像

方志》栏目完成宝兴、石棉、芦山等县的拍摄，先

期播出 《宝兴篇》，对大熊猫科学发现地进行全方

位展示推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微信平台 “侠客

岛”刊发 《大熊猫的 “快乐老家”———四川雅安大

熊猫栖息地见闻》等稿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看

中国》栏目走进雅安拍摄熊猫专题节目，向海内外

观众传播雅安文化。对全市新闻发言人开展培训，

增强新闻发言人的媒介素养，提升新闻发布水平。

全市共开通政务微博 ４５４个、微信公众号 ２３９个、

今日头条号３２１个。全年市级政务新媒体共发布信

息１６５９３条。

【新闻阵地管理】　每月编发 《新闻通气会要点》，

将全市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的宣传报道纳入其中进

行统筹安排，全年共编发１２期。全年召开新闻通气

会６次，邀请１４个 （次）市级部门到会向省、市

新闻媒体通报相关工作情况，会商宣传报道和舆论

引导相关工作。制定印发 《关于进一步改进新闻报

道的实施办法》，对规范新媒体报道、严格编审工

作明确要求、规范操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良好舆论氛围，结合

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要时间节点，策划组织１４

个重大主题宣传。结合全市中心工作、重点任务，

组织开展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项目攻

坚进行时”“紧盯目标任务决战脱贫攻坚”“聚焦成

雅铁路建成通车”等１６个专题宣传。雅安日报累

计刊发新闻报道１５０００篇，市广播电视台累计刊播

新闻报道８３３７条。制定印发 《关于全面加快推进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通知》，争取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以奖代补资金４０万元。指导市级媒体推进

２０１８年媒体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在市文化统筹项目

资金中争取媒体融合发展项目资金１００万，用于扶

持雅安日报传媒集团拟实施 “中央厨房”融媒体中

央控制中心三期建设等３个项目，保障雅安市媒体

融合发展。深化市级主要新闻单位采编播管岗位人

事管理制度改革，制定 《关于深化市级主要新闻单

位采编播管岗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深化拓展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开展２０１８

年度全市新闻战线优秀新闻作品评选，举办全市新

闻舆论战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暨媒体融合发展培训

班，举办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新

闻战线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引导

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宣

传水平，推动全市新闻舆论战线队伍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艺、融入法治和融入乡村、学

校、社区、窗口单位、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打造

熊猫绿岛公园社会主义价值观示范点，命名市级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１４个。编印 《雅安市脱

贫攻坚读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读本》，并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组织开展 “中

国好网民” “雅安好人”全媒体展示等活动，网聚

正能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感恩教育，组织开展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１０周年、“４·２０”芦山强

烈地震５周年敬献花篮仪式等系列纪念活动。坚持

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网格化 “联

包帮”为抓手，开展 “文明礼让·志愿同行”志愿

服务活动。开展 “童心向党”歌咏比赛等校园文化

活动、开展 “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传承工程３＋１”活

动、“我们的节日”主题教育等活动。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根据中央文明办确定雅安

市为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的决定，成立雅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召

开动员大会全面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设立

办公室、成立１０个工作推进组，搭建市创城指挥

部，各司其职，统筹创建工作。建立创城体制机



!""# !$%&'(()

*+,-

!

"

#

$

中国共产党雅安市委员会

!""# !$%&'(()

*+,-

*+,.

３５　　　

中
国
共
产
党
雅
安
市
委
员
会

图６　４月５日，雅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召开 （市委宣传部供图）

制，落实 “全域创建、塑美创建、发展创建、为民

创建、多城联创”创城工作理念和 ２０１８年起跑、

２０１９年加速、２０２０年冲刺三年工作规划，实施

“十大工程”和 “六大提升行动”。经过一年精准对

标达标创城，城市环境卫生、综合秩序转变明显，

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群众满意度有效提升。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组织开展 “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系列活动；组织参加

“清明祭英烈”活动网上签名寄语、节日小报编创，

６件节日小报获评全省优秀作品，２名学生获得全

省最佳人气奖，市文明办获评全省优秀组织单位。

开展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选树一、二

季度２１名市级 “新时代好少年”典型，向省上推

荐 “新时代好少年”５名，其中名山区百丈镇中心

小学吴雨佳同学获评四川省第一季度 “新时代好少

年”称号。开展中华经典诵读、中华武术进校园和

中国书法普及活动，选送中华经典诵读精品节目

《幽居初夏》参加 “六一”儿童节全省中华经典诵

读会，并在四川电视台展播获优秀节目奖。协调市

政协书画院面向全市中小学教师举办书法培训班，

举办２期培训近１００人次。组织第二届全市优秀童

谣征集评选活动，发动中小学校和社会各界文学爱

好者创作童谣２３８件，评选优秀童谣作品２３件，推

荐省级作品荣获一等奖两件，市文明办荣获优秀组

织奖 （全省共 ６个）。开

展 “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

走”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

教育活动，举办演讲、讲

故事、作文比赛，组织参

加省上演讲、讲故事决

赛，荣获三等奖并获得优

秀组织奖。开展社会文化

环境专项治理活动，取缔

黑网吧、游商、地摊等，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

良好社会环境。协调公安

机关对 ６３名未登记户籍

的儿童进行户籍登记，做

好留守儿童保护及生活保

障等工作，将４８０６名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纳入

有效监护范围，推动县 （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落实。

【学雷锋志愿服务】　在公共文化设施示范点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建立完善志愿服务工作机

制，贯彻落实 《志愿服务条例》，加强对县 （区）

志愿服务工作指导，建成区各公共文化设施、公园

广场、窗口单位、街道社区建成志愿服务站 （岗）

３００多个。深化志愿服务改革，加大对志愿者的培

训培养，截至年底，全市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５万

余人，注册志愿组织８８０余个。安排实施２０１８“互

联网＋学雷锋种子项目”主题活动、 “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弘扬雷锋精神”知识竞赛、 “弘扬

雷锋精神点靓四川志愿服务朋友圈”等主题活动。

组织各县 （区）开展 “助力春运温暖回家路” “亲

情关爱帮助困难群众”“送文化下基层”“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平安建设维护公共秩序”“弘扬新风

推动移风易俗”等志愿服务活动，为８４０００多名旅

客提供便利口袋、热水、创可贴、感冒药等物品，

服务留守妇女儿童、困难残疾等特殊群体３６０余次，

发放科普图书、春联、年画等宣传资料、书籍

２２５００余份 （本），书写赠送春联、福字５０００余幅。

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活动３００余次，及时劝阻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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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不文明驾驶等行为。

【网络文明传播】　搭建网络精神文明建设新平台，

以全省前３名成绩成为完成四川文明网联盟网站全

覆盖的市州。在雅安文明网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开设

“坚定必胜信心矢志真抓实干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专题和 １０多个栏目，全年累计发稿 １７８１条。

多角度、深层次展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在四

川文明网雅安频道发稿２００余条。联合本地新媒体

平台，组织开展 “文明在身边我们在行动” “创城

攻坚战系列访谈”等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做好新浪

微博客户端、“ｙａａｎ文明有约”微博平台和 “雅安

文明有约”微信公众平台维护工作，加大移动通讯

端文明传播力度，“雅安文明有约”微信公众平台

粉丝量累计增长８０００余名，全年推送信息１０００余

条，网络文明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在

２０１８年全省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培训会上，市文明

办被评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网络文明传播工作先进

市 （州）”，芦山县文明办王志强被评为全省优秀网

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道德模范、雅安好人评选】　组织开展道德模范、
雅安好人推荐评选和学习宣传活动，评选出 “四川

好人”１６名，２０１７年度 “雅安好人”２０名，第五届
“感动雅安”道德模范１１名，国网四川雅安市名山供
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张新被评为 “中国好人”。

四川好人雅安名单表

　表８

姓　名 性别 类　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杨进居 男 见义勇为 石棉县挖角彝族藏族乡挖角村村民

叶福林 男 见义勇为 石棉县挖角彝族藏族乡挖角村村民

姜兰珍 女 孝老爱亲 汉源县富乡乡富厚村村民

苏启彬 男 孝老爱亲 荥经县龙苍沟镇万年村村民

郑鸿英 女 助人为乐 荥经县严道镇居民

全启贵 男 诚实守信 雅安市星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人

王守林 男 见义勇为 名山区中峰乡一颗印村村民

黄加元 男 见义勇为 名山区百丈镇居民

李开明 男 见义勇为 名山区百丈镇凉江村三组村民

高小松 男 敬业奉献 荥经县烈士乡武装部长、副乡长，贫困村烈士村第一书记

詹光能 男 敬业奉献
汉源县国家税务局机关党委书记（派驻汉源县坭美乡火地村

第一书记）

李光才 男 敬业奉献 石棉县安顺彝族乡小水村翻身沟地质灾害监测员

石章春 女 孝老爱亲 荥经县严道镇青仁村四组村民

刘照辉 男 敬业奉献 芦山县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任

李志朋 男 见义勇为 原芦山县国营酒厂退休职工

王　永 男 孝老爱亲 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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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度 “雅安好人”名单表

　表９

姓　名 性别 好人类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冯永安 男 助人为乐 名山区茅河乡龙兴村村民

刘　平 男 助人为乐 汉源县县委办司机

余志均 男 助人为乐 雨城区大兴镇龙溪村书香龙溪个体商户

杨芳兵 男 助人为乐 天全县新华乡新华村村民

郑　洁 女 助人为乐 国网四川荥经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刘　敬 男 助人为乐 荥经县新添乡庙岗村个体商户

杨进居、

叶福林（集体）
男 见义勇为 均为石棉县挖角彝族藏族乡挖角村村民

花热且 男 诚实守信 荥经县宝峰彝族乡莲池村村民

余学荣 男 诚实守信 雨城区八步乡紫石村村民

陈　林 男 诚实守信 雨城区多营镇上坝村居民

张淑琼 女 诚实守信 天全县城厢镇居民

彭文福 男 诚实守信 雨城区对岩镇村民

张　勇 男 诚实守信 荥经县牛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

晏文安 男 敬业奉献 雨城区晏场镇晏场村村民

罗川滨 男 敬业奉献 汉源县消防大队鄂州路中队副中队长

王　菲 女 敬业奉献 生前为国家汉办援柬埔寨志愿者教师

胡进明 男 敬业奉献 石棉县新民藏族彝族乡语言过渡班教师

白小琼 女 敬业奉献 石棉县四川富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姚汉香 女 孝老爱亲 天全县多功乡罗代村村民

李淑珍 女 孝老爱亲 汉源县富乡乡双江村村民

第五届 “感动雅安”道德模范名单表

　表１０

姓　名 性别 模范类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罗兴美 女 助人为乐 石棉县美罗乡中心小学教师

刘　敬 男 助人为乐 荥经县新添乡庙岗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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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模范类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杨芳兵 男 助人为乐 天全县新华乡二组村民

杨进居 男 见义勇为 石棉县挖角彝族藏族乡挖角村村民

叶福林 男 见义勇为 石棉县挖角彝族藏族乡挖角村村民

花热且 男 诚实守信 荥经县宝峰彝族乡莲池村村民

王　菲 女 敬业奉献 生前为国家汉办援柬埔寨志愿者教师

戴　鹏 男 敬业奉献 市公安局雨城区分局河北派出所康藏路社区民警

胡进明 男 敬业奉献 石棉县新民藏族彝族乡语言过渡班教师

安　锋 男 孝老爱亲 石棉县蟹螺藏族乡大坪村党支部书记

李淑珍 女 孝老爱亲 汉源县富乡乡双江村村民

　图７　雅安市各民主党派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市委统战部供图）

统一战线工作

【把牢政治方向】　组织全市统一战线各界人士通

过召开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座谈会等形式，深入

学习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四川工作重要指

示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十一

届三次、四次全会和市委四

届四次全会精神，通过赴脱

贫攻坚联系村宣讲、开展知

识竞赛等形式，深入学习宣

传研讨。通过学习教育，全

市统一战线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

一致。

【凝聚思想共识】　在全市统

一战线和统战干部职工中开

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敢作敢为敢担当，真抓

真干真落实”等活动。引导全市统一战线召开中心

组学习会、主委会、主席会、专题学习会等１０６次、

大讨论３９次。４月、７月、１０月先后３次组织开展

全市统战 “大调研”活动，围绕加快建设绿色生态

示范市，形成调研文章３０余篇。市委主要领导在

《关于当前我市部分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及对策建

议》《关于赴杭州学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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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报告》上作出批示。

【教育引领工作】　针对统一战线各界的不同实际

和特点，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开展以 “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主题的 “五一口

号”发布７０周年纪念活动；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和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以 “不忘初心跟党走，凝心

筑梦新时代”为主题的 “走进灾区看发展振兴”

“改革有我，我在成长” “讲改革故事，话新阶发

展”等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列活动；在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中开展以 “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伟

业”为主题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各

类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 “四

个意识”和 “四个自信”。

【东进融入活动】　通过开展 “东进融入·统一战

线在行动”活动，将市委东进融入成都平原经济区

等的发展要求与统战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先后举办

两期 “东进融入·同心讲堂”，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有效益、可

持续发展；开展 “东进融入搭平台活动”，在已建

北京等６个异地商会的基础上，新成立上海四川雅

安商会、成都雅安商会天府新区分会、重庆雅安商

会两江新区投促发展中心；开展 “东进融入促招

商”活动，通过异地商会平台 “以商招商”，促成

北京等雅安商会引进企业与雅安签订奥特斯精品藏

茶庄园等项目协议５个，协议金额近１０亿元。引导

统一战线各界与外地对口组织建立友好关系，为雅

安市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成功引进芦山县大川猴山

飞瀑旅游开发等项目，投资总额１３亿元。

【民营企业工作】　按照 “把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的政治引领融入到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之中”的

要求，牵头建立 “雅安市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协

调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帮助华峰物流、雅化锂业

等非公有制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４８个。雅化集

团等３家企业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优秀民营

企业，陈雪峰等３名民营企业家被表彰为第三届四

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开展 “携手同心促脱贫”活动】　围绕服务脱贫

攻坚 “头等大事”，引导市级各民主党派开展 “同

心·科技兴农”“同心·烛光行动”“同心·建江合

作”等活动，共举办科技讲座、培训等 ４０余次，

开展免费义诊２０００多人次；协调中华思源工程扶贫

基金会捐赠天全县１００万元医疗设备；引导非公有

制企业深入开展 “万企帮万村”行动，２７２家企业

全覆盖结对帮扶３０３个贫困村，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５３７５万元；支持 ３家市级民主党派对口 ３个县

（区）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基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工程】　在全市范围内实

施基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工程，８个县 （区）共打

造雨城区金凤寺书院宗教文化建设实践创新点、宝

兴县蜂桶寨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

点等２４个实践创新点。

【民主党派工作】　代市委拟定 《２０１８年政党协商

（会议协商）计划》，牵头围绕脱贫攻坚、生态与产

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开展６次政党协商活动，形成意

见建议２００余篇 （条）。按省委统战部要求，配合

开展省级民主党派组织２０２１年集中换届相关工作。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　深入推进 “２１５１强基工

程”，分类分级建立完善党外代表人士数据库。举办

１期党外干部培训班。新提拔县级党外干部５名。市

法院、市检察院领导班子均配备党外干部。制定 《市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中党员

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办法 （试行）》，进一

步加强与党外代表人士的联系交往，８个县 （区）全

部新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和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会。指导四川华峰物流有限公司成功创建为 “全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新建立

四川蒙顶山跃华茶业集团有限公司等６个新阶人士实

践创新基地。引导市新联会、知联会开展 “服务非公

有制企业高质量发展汉源行”活动，与６０余家企业

签订 《服务企业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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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按市委领导

要求，组织专门力量分赴各县 （区）开展 “下沉摸

图８　雅安市“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市委政研室供图）

实情”工作，全面掌握活动推进情况。整个活动期

间，市、县 （区）党委举办领导干部读书班１１期，

参训领导干部１８６０人次；开展中心组学习或专题学

习６５００场次，参学党员１２万余人次；开展讨论活

动１６００余场，参加人员６万余人次。针对雅安 “经

济体量小、发展速度慢”等六大突出问题，指导县

（区）和市级部门确定 ６３０余个课题开展大调研，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市级媒体刊发市、县 （区）

优秀文章５８篇，市电视台、北纬网等媒体平台推送

大讨论活动信息１１００余条，微信公众号推出大讨论

活动专辑１２期。

【调研成果转化】　注重把调查研究和工作推进结

合起来，配合市委办编发雅安 “大学习、大讨论、

大调研”活动专刊１０期，上报重大信息 ２０余条，

被省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工作情况

交流》专刊采用１３篇 （条）。选送的４篇调研课题

入选省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课题成

果汇编》。聘请专家对县 （区）、市级部门３００余篇

调研文章进行等级评定，选录６０余篇、共５０余万

字的调研成果汇编成两辑 《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报经市委审议形成的 “将芦山地震灾区和九寨沟地

震灾区作为践行 ‘两山’理念示范区”等１０条意

见建议入选省 《大调研成果建议之七》。筹办全市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总结座谈会，活

动经验和成效得到市委领导肯定。

【改革工作】　制定市委深改组２０１８年度全面深化

改革工作要点和改革落实台账，确保省委确定的重

点改革任务全部承接到位。加强自主改革创新，实

行创新项目开放式和动态化管理，全年市委深改组

共召开会议６次，审议通过专项改革方案５０个，其

中审议通过 《推进 “雅安政务事、最多跑一次”改

革实施方案》 《关于建立完善雨城区中心城区控制

违法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 《四川雅安经济开

发区企业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２０１８年版）》等１４个自主改革方案。以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为契机，联合 《川报观察》和 《四川

在线》网开展 “雅安十大改革创新案例”评选，一

批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的

典型案例受到广泛关注。召开全市改革系统工作推

进会，细化落实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举办全市改

革系统业务骨干培训班，进一步提升改革系统干部

业务能力和服务

改革工作的水

平。在全省率先

启动 “最多跑一

次”改革， “全

省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试

点”成效明显。

推进全市农村产

权 “多权同确”

改革，雨城区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试点成功纳

入全国试点。以

绿色有机农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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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宝兴等５县

图９　雅州讲坛暨市直机关法治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供图）

获得国家级和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资格。

稳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分级诊疗新格

局，智慧医疗建设位居全省前列。全面推进综治中

心规范化建设，汉源县探索形成 “三创四化五联”

工作模式，成功创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省级试

点县。

【改革督察督办】　建立市领导直接抓改革任务落

实制度，２４７项改革任务均明确牵头市领导。创新

集中督察督办工作机制，建立重大改革试点调研指

导制度，开展２次重大改革试点实地调研指导工作，

协调市委深改组督察工作专项小组开展专项改革方

案和重大改革试点集中督察评估工作。强化政治巡

察，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市委巡察工作的固定

内容。

【改革成效宣传】　全年编发 《雅安改革》和 《改

革专报》５３期，《群众张嘴 干部跑腿 宝兴县推进

村官代办制度》等 ６篇典型信息被 《四川改革动

态》和 《四川改革专报》采用，《雅安市产业园区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调查》等５篇调研文章被省委

改革办 《调查与决策》采用。雅安 《林木联户采伐

试点促进林业提质增效》和 “最多跑一次”等１０

多个改革经验被

人民网、四川日

报、四川电视台

宣传报道。 “雅

安市聚力求便

扎实开展全国商

标注册便利化改

革 试 点 ” 被

《人民网·四川

改 革 试 “经”

石》栏目专题推

广。石棉县作为

“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成效较为明

显的县”，被国

务院办公厅予以督查激励。 “重点投资项目全程代

办新机制”和 “茶产区茶园认领制管理助力脱贫”

纳入全省第二批创新改革经验成果被省政府推广。

石棉县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名山区解放乡高岗村垃

圾分类处理环保模式入选 《四川省全面深化改革典

型案例》。

市直机关工委

【政治宣传教育】　将市直各党组织按工作职能相

近、业务共融等特点划分为１１个片区综合党委，提

高思想理论教育和宣讲工作的针对性。２０１８年，综

合党委共开展各类宣讲３０余场次，２０００余人次参

加党的十九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市委四届四

次全会精神宣讲学习活动。

【“四个意识”教育】　开办３期市直机关 “先锋论

坛”，围绕支部工作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示范

市建设等主题，发动３１０余名机关党员干部、机关

党支部书记等参加论坛活动，选编优秀文章１２１篇。

举办机关党员大讲堂６期，廉政法制教育３期，市

委有关领导以及省直机关工委、陆军指挥学院、市

纪委 （市监察委）、市发展改革委领导相继为机关

党员干部授课，１７１０余名党员干部参加大讲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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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机关党员干部法律知识学习、讲座、考试、考核

制度，将法律学习纳入党员积分。加强普法宣传教

育，举办专题讲座８次，参加人数共计７００余人次，

市直各党组织平均组织学法实践达到８学时以上。

【落实党建主体主责】　切实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

任，联合市委组织部印发 《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

设十条措施 （试行）》和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十条

措施 （试行）》，明确部门党组 （党委）书记是党

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签订 《机关党建目标责任

书》，落实班子成员党建工作 “一岗双责”，要求党

组 （党委）成员要结合分工，建立基层党建工作联

系点，以身作则，支持并积极参加机关党的组织活

动，发挥表率作用。党组 （党委）每年至少应听取

机关党组织抓机关党建、班子成员履行党建工作

“一岗双责”、下属单位抓机关党建工作情况汇报２

次以上，研究解决机关党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党组织专职书记考核管理】　草拟 《雅安市机关

党组织专职书记考核管理办法》，明确机关党组织

书记工作职责，要求把主要精力用于抓党建工作，

抓好 “主责主业”，突出党建引领，做到 “守土有

责”。对专职书记的年度考核实行党建工作 “一票

否决”制，对１名专职书记，２名后进党支部书记

进行约谈，对３名新任专职书记进行任前谈话，对

１１名工作开展滞后，巡察存在问题整改缓慢的党组

织书记进行 “一对一”、“发点球”书面反馈和跟踪

问效。加强业务能力专题培训，全年共计专题培训

机关党支部书记２１１人次，其中机关党组织专职书

记５１人次，县 （区）直机关党务干部 １１４人次，

机关纪检监察干部２７人次。

【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进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

度化。制定机关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

案。深入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以党支部

为基本单元，开展支部书记讲党课。组织市级５５个

党组织赴省直对口部门，以及成都、内江等地学习

“两学一做”和机关党建工作先进经验。开展党支

部建设典型化示范化。树立 “落实到支部、落实靠

支部”理念。开展 “五好党支部”创建活动。３

月，授牌命名 ９个 “共产党员示范单位”，１０个

“共产党员示范团队”，９４名 “共产党员示范岗”，

２０个 “五好党支部”，打造１７个机关党建示范点和

雅安市卫计系统 “红旗帜”脱贫医疗党员志愿服务

队党建品牌、雅安市检察院系统 “检察蓝、党旗

红”党建品牌等示范品牌。

【党建业务管理】　针对机关党建存在的 “两张皮”

问题，雅安市直机关工委积极对接省委省直机关党

校，争取到省政府立项党建研究课题 “党建业务统

筹融合发展”在雅安试点，大力推进机关党建工

作。２０１８年印发 《雅安市直机关深化机关党的建设

推进党建业务统筹融合发展实施方案 （试行）》，配

套制定 《“党员积分评星”工作实施方案 （试

行）》、《加强机关行业系统党建工作实施方案 （试

行）》、《开展 “提速增效，八大行动争先锋”活动

实施方案 （试行）》，通过优化组织设置、建立系统

党建、推进党员积分管理、实行 “１＋Ｎ”党建联建

等方式，有力促进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发展。

【机关作风建设】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

确领导班子对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

任，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明确党委

（党组）、机关党委 （总支）、党支部、机关纪委

“四级责任”体系，层层签订作风建设承诺书３５００

余份。推进 “庸懒散浮拖”专项整治，制定 《在市

直机关开展 “庸懒散浮拖”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

案》，定期暗访窗口行业、行政执法单位行政效能

情况，先后开展专项督查２次，发现问题１７项，现

场要求整改１５项，发出整改提醒函２项。

【机关文化建设】　开设市直机关 “悦读大讲堂”，

开展 “做悦读党员、建书香机关”主题读书活动，

在市直机关办公区域设置流动式学习阵地２８处，放

置学习读本 ８０００余册。创办 “红船领航、水润雅

州”读书会，２００余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员干部、高

学历人才 （硕士以上）、业务骨干等志愿报名参与，

通过集中学习，有针对性调研，撰写报告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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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建言献策。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弘扬发展传统

文化的意见，举办书法、国画、篆刻等培训班６期，

参训２４５人次。

【智慧党建云平台建设】　创办 “雅州先锋”微信

公众号，通过１０大板块的布局，全面推介机关党的

建设各项工作，为各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推

进 “大党建”融合发展提供平台。依托雅安市建设

西部地区大数据产业中心布局，发挥资源优势，在

全市机关全面推进党建智慧云平台建设。通过电

脑、手机终端，实现党内政治生活规范有序，图片

信息留痕可查，工作超时短信提醒，支部信息一键

查询，主题党日活动和宣讲现场直播。

【驻村帮扶保障机制建设】　对７６名第一书记进行

轮换调整，认真落实建档立卡贫困村一村一队全覆

盖，选派２６１个驻村工作队、７８５名驻村工作队队

员，其中２５４名第一书记兼任驻村工作队队长。针

对２０１８年退出的１１１个贫困村重点从市、县级机关

新选派２１２名驻村工作队队员。建立党建结对联建

促脱贫机制。开展机关党组织与贫困村党组织结对

联建、党员互帮，市直机关有帮扶任务的７４个部门

（单位）党组织与联系帮扶贫困村党支部结成帮扶

对子，以与驻村工作队结对联建为抓手，切实抓好

贫困村党组织建设，培育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提

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强贫困村党组织精准扶贫

能力。牵头协调市、县 （区）、乡镇医疗机构开展

“精准脱贫、健康同行”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组建

７７支 “红旗帜”脱贫巡回医疗服务队，构建起市级

医疗机构包县，县级医疗机构包村，乡镇卫生院包

户的 “三级医疗帮扶”体系，实现对贫困村和贫困

户的全覆盖。全市共出动医务人员 ２４２１人次，到

１２７个乡镇和２６１个贫困村开展巡回医疗服务。

群众工作与信访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信访工作着力打造 “阳

光信访、法治信访、责任信访”，畅通信访渠道，

坚持依法分类处理群众诉求，扎实推进信访矛盾化

解；压紧压实主体主责，守牢信访稳定工作底线。

全年共办理群众信访９０６１件次１０６７８人次，同比分

别下降６．６８％、１０．６２％。其中：来信７６６８件次，

走访１３９３批次３０１０人次。扎实推进信访矛盾化解

攻坚。加大对中央、省信联办交办 “四大领域”重

点信访案件和省领导联系指导信访积案、进京非访

突出问题的攻坚化解力度，推动落实市、县领导包

案，认真分析研究群众诉求，切实做到 “三到位一

处理”。

【信访矛盾化解工作】　２０１８年，办理上级交办

“四大领域”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案件２３件 （国家信

访局交办８件，省信访局交办１５件），息诉息访率

９１％；市局自行排查交办１３件，均已全部办结。成

立以局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一

名科级干部驻蓉三个月，配合做好中央巡视组巡视

期间来访接待和案件办理等工作，按时办结中央巡

视组交办雅安市的７１７件信访事项。全力做好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环保信访案件办理。成立工作专

班，制定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

投诉事项办理工作流程》，设立 ＡＢ岗，及时接收、

办理和报送。全市共收到环保类投诉举报 １０２件，

按时办结１０２件。

【领导接访】　认真执行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制度。

制定 《２０１８年市级领导接访时间安排》，并根据领

导变动情况及时作出调整，确保每周五有１名市委

或市政府领导在市信访接待中心坐班接待群众来

访。印发 《关于加强市党政领导干部接访事项转交

办工作的通知》，推动各县 （区）、各部门及时妥善

处理市级领导接访事项，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问

题。市级党政领导全年共接访群众 １６７批次 ４３１

人次。

【信访归口办理】　制定 《雅安市信访问题归口办

理办法》，明确信访问题原则归口相关责任单位，

指导督促职能部门按照依法分类处理信访事项责任

清单要求和初信初访首办责任制，及时妥善处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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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９月２０日，雅安市召开２０１８年信访基础业务培训会（市委群工局供图）

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信访事项。开展创建 “人民满

意窗口”活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规范基础业务

和健全工作队伍。市人社局、市国土资源局２个市

级部门信访机构和石棉县、宝兴县、名山区３个县

（区）信访接待中心被省信访局命名为 “人民满意

窗口”。

保密工作

【党管保密工作】　２０１８年起，将 《四川省党政领

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纳入市委巡察办

对全市各级各部门党委 （党组）巡察工作内容。３

月８日，雅安市召开重要军事设施周边环境安全保

密协商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共雅安市委保密委

员会保密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成立。３月２６日，

市委保密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市保密工作会议召

开，通过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保密工作要点》。当年，

雅安市国家保密局被省委保密办 （局）授予 ２０１８

年度全省保密工作绩效目标管理综合先进单位

称号。

【保密宣传教育】　３—１０月，联合雅安日报传媒集

团以 “共建保密安全·助力雅安发展”为主题开展

系列保密宣传教育活动。雅安日报、北纬网、雅安

印象微博公众号、掌上雅安新闻客户端等新闻传媒

面向全市同步报道。全市

观看、网络点击和在线答

题人数逾 ３０余万人。保

密微电影 《“蜜”密》荣

获我市 “法治雅安新征程

·２０１８年法治微电影”大

赛优秀奖。先后组织市、

县 （区）国家保密局负责

人赴国家保密局和湖南、

广东、乌鲁木齐、青岛、

西昌、德阳、广汉、广元

等省、市 （州）国家保密

局学习考察。１０月，组织

参加 ２０１８年全国保密技

术交流大会暨产品博览

会。全市保密系统组织窃密泄密攻防技术演示警示

教育９场次，共计１３５０余人参加。全年为市委办、

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档案局等单

位和雨城、天全、荥经、石棉等县 （区）开展保密

知识、定密工作、涉密网络建管等内容的保密培训

２２场，２１００余人接受培训。坚持开展各级各单位涉

密人员上岗前教育培训，涉密人员保密教育覆盖率

达１００％。２０１８年金城出版社 《保密工作》杂志刊

发雅安市信息２条。编印雅安 《保密工作》简报１０

期。坚持每月通过短信平台定期向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和涉密人员发送保密警示短信。

【保密监督检查】　根据省委保密办 （局） 《关于

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度机关、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的

通知》，省交叉检查第五督查组由德阳市国家保密

局牵头对雅安部分县 （区）、市级部门共８个单位

开展督导检查。市公安局、宝兴县委办、汉源县政

府办评定为优秀，其余为合格。市委保密办 （局）

作为省交叉检查第十五督查组牵头单位，对广安市

相关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开展交叉检查。４月下

旬，查处荥经县新庙乡党政办一台涉密电脑违规外

联事件，有效防范失泄密事件发生。８月底，对８

个县 （区）、市级涉密重点部门部位共计３０余个单

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进行综合督导检查。按照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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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高考无线电监测 （市保密局供图）

家保密局要求，完

成对四川雅安川江

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

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美丰云母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和四

川蓝宇档案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等 ４家

具有保密资质企业

保密抽查工作。保

密技术预警中心坚

持日查月报、约谈

通 报 制 度。２０１８

年，共计巡查９０家

单 位，累 计 检 索

５３０００余 条 信 息，

排查２００余条敏感信息，对问题严重的２５个单位依

规约谈分管领导和涉事科室负责同志。

【保密科技建设】　作为全省第一批建设保密技术

服务中心的６个市州之一，保密技术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 （简称 ＢＭＣ００２项目）于 １０月正式开工，建

设工期１００天。全市保密技术检查车已完成车辆改

装和车载检查设备安装调试和培训，在２０１８年高

考、司法考试和研究生招生考试等国家统一考试中

充分发挥保密技术服务保障职能。完成 “雅安市移

动安全加密系统平台”建设，市委办、市政府办及

相关部门基本实现安装全覆盖。全面完成全市

“０５６”平台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全国统一考试保密管理】　配合市招办、市公安

局、市司法局、市卫计委等单位，做好普通高考、

中考、国家司法考试 （雅安考区）、成人高考和自

学考试 （雅安考点）及国家医师资格医学综合笔试

考试 （雅安考点）的试卷押运、考场巡察等安全保

密工作。参与指导市级机关公务员招考、市医院等

单位招聘面试等工作。加强对雅安监狱川江印务责

任有限公司完成定点印制国家统一考试试卷工作的

保密指导和监督。

机构编制管理

【机构编制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委工作部门１１

个，即纪委机关、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

部、政法委、编办、机关工委、农工委、群工局、

巡察办；雅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部门４个，即办公

室、研究室、人代工委、法制工委 ４个工作部门，

各专委会按人大组织法设置；雅安市人民政府工作

部门３２个，即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教育局、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

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城乡规

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

局、林业局、商务和粮食局、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审计局、环境保护

局、统计局、旅发委、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

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外事侨务和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雅安市政协常委会设办公室、研究室２

个工作部门，各工作委员会按政协章程设置；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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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按章程设置；雅安市人民法院、雅安市人民检

察院按宪法设置。县区党政机构设置为：县 （区）

委党委工作部门均设纪委机关、办公室、组织部、

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编办、农工委，除雨城

区外其他县 （区）均设信访和群众工作局；雨城

区、名山区、荥经县、汉源县、石棉县各设政府工

作部门２４个，天全县设政府工作部门２３个，芦山

县、宝兴县各设政府工作部门２２个。

【事业机构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事业单位

２３３７个。层级分类：市本级１９２个，市属区 （含街

道、乡镇）５１７个；县级 （含街道、乡镇）１６２８

个。事业单位类别分类：承担行政职能类共６６个，

公益一类１８７１个，公益二类１３９个，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类２个，暂未明确类别２５９个。

【机构改革】　２０１８年，组织开展机构改革专题调

研，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县党政１６１个相关部门意见

建议，聚焦改革重点难点，专题分析研究党政机构

的管理机制和运行现状，形成 《关于雅安市深化党

政群机构改革的调研报告》。科学拟定雅安市机构

改革方案，经省机改工作领导小组方案审核组预审

和市机改领导小组会、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后报省

委审批，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省委、省政府正式行文

批复；指导县 （区）做好党政机构改革，截至年

底，全市８个县 （区）机构改革方案全部上报待

批。全面完成２０１８年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调整，按

要求取消１１项许可事项，推行 “三十三证合一”

登记改革并印发 《进一步规范全市中介服务和管理

的意见 （试行）》；出台 《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保障项目攻坚工作的实施意见》，率先在全省开展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

点工作，做到 “一枚印章管审批”，群众办事由

“多头跑，重复跑”变为 “只跑一个部门，最多跑

一次”。统筹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全

面完成市级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清理，将完

全、主要和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全部纳

入本轮市县党政机构改革实施范围，统筹推进、同

步实施；全面完成经济效益一般的经营类事业单位

改革；印发 《雅安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

革的实施方案》，完成１１个经营类事业单位的转企

改制，经济效益一般的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全

面完成。全面完成２０１７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

公示１８９２个，年度报告公示率达９９３４％。组织开

展市本级２０１８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 “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按５％的比例检查市本级１０家

事业单位，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７个；党政机关中

文域名注册单位覆盖率达１０１％，网站标识挂标率

达１００％。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协同推进大熊

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建设，有序推进环境保护管理

体制改革，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体制改革；以天全

县为试点全面推进公安 “大警种”制改革。以石

棉、天全等县级公立医院为重点，协同推进公立医

院管理体制、人事分配等综合改革，市、县两级公

立医院已实行人员总量管理。创新机构编制管理，

有计划有重点组织推行岗编适度分离，全年采取下

派方式实施岗编适度分离１８５２名，明确工作岗位在

基层一线的岗编适度分离１４４７名；建立机构编制激

励机制，用好１００名人才专项事业编制，支持市属

事业单位及有关特殊重要领域和岗位引进人才，加

强旅游、交通、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工

作力量，发掘提炼典型工作，全年报送推介典型工

作６项。

【机构变革】　经市委编委２０１８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审定，以 《关于雅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增挂牌子的

通知》 （雅编发 〔２０１８〕１号）批复，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增挂 “雅安市粮油质量检测中心”牌子，增

加承担市级粮油质量检测的职责；以 《关于市信息

中心增挂牌子的批复》（雅编发 〔２０１８〕１１号）批

复，同意发改委管理的市信息中心增挂 “雅安市重

大项目编研中心”牌子，增加承担重大项目编制、

研究等职责；以 《关于组建雅安市天然林保护和退

耕还林服务中心的批复》 （雅编发 〔２０１８〕１２号）

批复，同意雅安市天然林保护中心和雅安市退耕还

林服务中心整合为雅安市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服

务中心，为市林业局管理的公益一类正科级事业单

位；以 《关于市信息中心增挂牌子的批复》 （雅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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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２０１８〕１３号）批复，同意雅安市林业技术服

务中心 （雅安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更名为雅安

市林业技术和种苗服务中心 （雅安市林业调查规划

设计队）。

党史研究

【党史研究工作】　编纂出版 《中国共产党雅安执

政实录 （２０１７卷）》；实现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

（第三卷）》编写进度与省委党研室要求同步；指导

县 （区）编纂 《革命老区县发展史》；形成 《突出

特色、整合资源、加强保护依托夹金山干部学院统

筹提升雅安红色文化旅游》 《铭记历史昭示传承优

　　图１２　雅安市党史方志系统资政育人工作第三次经验交流会（市委党研室供图）

良作风—关于新时

代调查研究方法的

思考》 《借鉴历史

经验·夯实执政之

基———关于新时代

加强雅安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思

考》 《芦山地震雅

安灾后恢复重建新

路子探索》等资政

报告，多次得到市

委、市政府领导肯

定性批示。

【党史场馆建设】

　对全市革命遗址、

党史纪念场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等陈展中涉及党史

题材内容开展审查并提出整改意见；对夹金山干部

学院陈展大厅内容、课程设计和教学点讲解词全程

指导把关。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加强地方党史工作

相关文件精神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和专项督查；邀

请省委党研室副主任江红英，为市委中心组学习会

作 《保护利用四川红色资源·增添治蜀兴川发展动

力》专题辅导；与市委党校、雅安行政学院合办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推

进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研讨会；与市文体广新

局合办 “纪念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图片

展”，全年约２万人观展。

【党史系统资政育人工作会】　１１月１日，雅安市

党史系统资政育人工作第三次经验交流会在石棉县

召开，邀请专家来雅开展资政报告撰写方法，来自

省地方志办、绵阳、泸州、南充以及雅安市各县

（区）党史方志系统的负责人、业务骨干和石棉县

相关部门、乡镇负责人，共计９０余人参加会议。会

上，宣读 《关于表扬全市党史方志系统资政育人工

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并举行颁奖仪式；

绵阳、泸州、南充党史方志负责同志和雅安市县

（区）党史方志系统代表分别作交流发言。参会人

员还参观新棉镇广元堡社区党史墙、川矿记忆纪念

馆、先锋藏族乡松林村党史室、中国工农红军强渡

大渡河纪念馆、安顺彝族乡安顺村党史宣传栏等党

史方志 “七进”现场示范点。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专题活动】　全市党史系统

以 “六个一”形式，开展系列庆祝活动。举办一次

知识竞赛。采取微信答题和纸质答题方式，动员全

市各级干部和社会群众积极参与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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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知识竞赛活动，共有 ２２８０８人次参与微信答题，

知识点传播数１９３８０３次，收回纸质答题卷２２５４份，

评出一等奖５名，二等奖８名，三等奖１２名，优胜

奖５０名。策划一次主题展览。配合市级相关部门策

划 《奋进新时代·雅安再出发—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雅安主题展》，全景式展示改革开放４０年来雅

州大地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采

集一批口述史资料。以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为专题，采

访收录 《杨水源同志谈二十世纪９０年代雅安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 《以人民为中心的灾后恢复重建》

等口述史资料上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出版一

套史志书籍。由雨城区地方志办配合编纂出版的

《雨城辉煌４０年—雅安市雨城区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摘

录》，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献上了一份贺礼。拍

摄一部专题影片。由芦山县地方志办牵头负责的

《芦山巨变４０年宣传片》，从多角度宣传改革开放

４０年的辉煌成就。开设一个专题专栏。在 “雅州史

志”“芦山地方志”等微信公众号开设 “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专题专栏，发布各类信息、文章近

３０篇。

老干部工作

【政治思想建设】　２０１８年，组织离退休干部集中

　　图１３　雅安市离退休干部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签名仪式 （市委老干部局供图）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

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三次、

四次全会，市委四届四

次、五次全会精神 ６次，

参加离退休干部 ３６０７人

次，征集老同志的学习心

得８３篇。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８年，对 ８县 （区）

和 ４６个市级部门离退休

干部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

调研和督导，落实市级部

门６２个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和委员补贴。

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委员）培训班２期，

１３０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委员）参加培训。

新建雅安老年大学和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党支部。

【“与党同心、与改革同行”系列主题活动】　２０１８

年，组织市本级厅级离退休干部赴天全县、中扶养

老服务中心开展 “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参观考察

活动；开展 “我为改革献一策”“我与雅安同发展”

“为时代喝彩，我看改革４０年”访谈和调研建言等

主题活动２１１场次，征集老同志的心得体会文章９６

篇；举办 “桑榆情深·文明同行”重阳节暨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文艺展演、游园活动、运动会、书画展系

列活动２１场次，参加活动离退休干部２３０人次；开

展 “翰墨飘香、情暖高墙”活动，组织市老年书画

研究会１１名老年志愿者到雅安监狱举办书画展和帮

教活动。开展 “我为创建文明城市出份力”活动，

举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做文明有礼雅安人”签

名仪式，组织党员志愿者上街开展文明劝导和创城

宣传，参加活动的老年志愿者达 ５８０人次。举办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孤单”公益夏令营首站活

动，帮扶留守儿童４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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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８年，联合川农大离退休处

和市老科协成立 “雅安市老专家服务团”。组织老

年志愿者到贫困村宣教政策和技术培训。建立茶

叶、猕猴桃、花椒等特色产业技术培训基地８个，

举办产业技术培训会９８场次，向贫困群众捐赠科

技书籍３２００册，培训群众 ７３００人次。开展政策

宣讲和文艺演出活动１５６场次，发放脱贫攻坚 “５

＋１”帮扶 《明白卡》等宣传资料 ４０００余份，受

教育村民和学生 １３５００人。联合市农信社合作开

展 “金融科技携手、助农惠民增收”主题活动，

编印 《农村现代职业农民培训资料》 《生态强市

———雅安老科技工作者在行动》等资料。实施

“青蓝计划”，组织 ３２名县级退休干部结对联系

５５名贫困村 “第一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组织

贫困村 “第一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到康达科技

有限公司银耳基地、眉山市东坡区鑫鹏农业脆红

李种植基地等地学习考察２７次，帮助发展羊肚菌

１５０亩、大棚蔬菜２００余亩、脆红李４００余亩。老

同志们提出发展建议 ２６条，结对帮扶困难群众

１３５人，为贫困村争取帮扶资金９万元，为贫困户

捐款捐物折合资金１６万元。

【亲情帮扶服务】　２０１８年，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

１５００余人次，协调解决离退休干部反映生活困难、

养老等方面问题５８件，协调办理去世离休干部丧葬

事宜１９件。修订 《雅安市助老阳光帮扶管理办

法》，帮扶困难离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属

１００人次，为３６名离休干部无工作配偶缴纳 ２０１９

年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

【老干部活动中心建设】　２０１８年，市老干部活动

中心开展 “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系列文化活

动２００场，参加离退休干部３７００人次，接待离退休

干部１３５００人。组织芦山县、荥经县和天全县的老

干部活动中心参加全省老干部活动阵地规范化建设

达标评比，芦山县老干部活动中心被省委老干部局

评为全省老干部学习活动阵地规范化建设示范单

位，荥经县和天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被省委老干部

局评为全省老干部学习活动阵地规范化建设达标

单位。

【老年大学建设】　２０１８年，雅安青衣江老年大学

开设３５个专业８４个班，完成招生４６７７人。争取市

慈善总会捐赠资金３０万元，指导雨城区康藏路社区

和姚桥正黄商圈建立社区老年大学，并提供相应教

学管理、师资等支持。举办 “警惕保健品诈骗术”

“手机安全使用知识”、“守住钱袋子”等专题讲座

６次，５００名老年人参加讲座。

党校工作

【举办县级领导干部轮训班】　举办县级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轮训班、新时代治蜀兴川

执政骨干递进培养雅安计划年轻干部铸魂工程等各

类培训班共计４２期２９８４人次。举办雅州论坛２期、

形成雅安特色教材２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

功申报 《全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精品党课

１００讲》公开课 （四川仅４项入选）。在全省系统内

首次举办 “塑雅州名师 创一流党校”全市党校系

统教师教学竞赛。

【专题宣讲活动】　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及市委四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等专题宣

讲共计１３４场次，受众近１３９００人次。完成农民夜

校培训宣讲，《四川日报》对市委党校在雨城区合

江镇作 “学习十九大，回乡促振兴”讲座情况作专

题报道。申报课题２６项，省级课题立项８项，市级

课题立项８项，全部结项。

【编发 《市情研究》】　编发 《市情研究》６期，及

时送市委市政府领导参阅。 《芦山新路： “４·２０”

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地方负责制体制机制创

新实践》在全省 “好教材好课程好案例”评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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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４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推进芦山地震灾区

发展振兴”研讨会 （市委党校供图）

成为雅安唯一入选的四川干

部培训 “好教材”， 《创新与

实践——— “４·２０”芦山强烈

地震雅安灾后恢复重建案例》

参与第四届全国党员教育培

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

【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研讨

会】　成功承办市委、市政

府、省委党校、省委党研室

主办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推进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

研讨会。挂牌中共四川省委

党校、四川行政学院 “绿色

发展”特色现场教学基地，

成为全省唯一的绿色发展特色现场教学基地。



书书书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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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决定决议

【重要决定】　１月１８日，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雅安市第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１月１８日，

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通过关于接受赵明辞职请求的决定。２月６日，雅

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对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讨

论稿）》进行审议，通过将报告提请雅安市第四届

　图１５　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市人大办供图）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进行审查的决定。６月２１

日，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６月２１日，雅安市第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接

受葛书院辞去雅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

定。１０月３１日，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 《雅安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１２月

１３日，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徐一心、杨硕辞去雅安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重要决议】　２月１１日，

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２月１１日，雅安市第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

告的决议。２月１１日，雅

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市中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２月１１日，雅安市第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通过关于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２月

１１日，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关于批准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月１１日，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预

算的决议。８月２３日，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雅安市２０１７

年市级决算的决议。１０月３１日，雅安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

２０１８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重要会议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２月９—１１日，
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雅安举

行。应出席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２８３人，第

一次全体会议实到代表２５９人，第二次全体会议实

到代表２５９人，第三次全体会议实到代表 ２６６人，

均符合法定人数。大会由３７人组成的主席团主持。

会议听取和审查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中

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关于雅

安市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关于雅安

市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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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通过关于上述六个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冯贵

强、刘坚、刘宝、范后雄、寇青为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 （均全票通过）。会议期间，代表们共提

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１８５件，代表人均提出建议

０６５件，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公共服务改善、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成为

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为常委会更好服务于推动绿色

发展振兴、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市大局提供履职

基础。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１月１８日，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彭学松、

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及委员共２６人出

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罗强对召开市第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建议议程、主席

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 （草案）作说明；市人大常委

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谭克强对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列席

人员方案 （草案）作说明。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雅安市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雅安市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草案）》《雅

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名单 （草案）》《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草案）》《雅安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列席人员方案》、市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

查的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赵明辞职请求的

决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葛书院，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市人大常委会办

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县 （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蔡军应邀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２月６日，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彭学

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及委员共３１

人出席会议。会议宣读主任会议提请的任职议案、

市长邹瑾提请的免职议案，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及

关于提请审查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定。会议对提请

审议的议案和报告进行表决，拟任命人员作任职承

诺。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人事任免议案。获得任命

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根据国歌法有关规定，宪法宣

誓仪式时奏唱国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一心，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华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赵学东，市人大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县

（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市政协

副主席陈茂瑜应邀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２月２８日，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

彭学松、吴志君、李勇、杨兴品、刘平，秘书长罗

强及委员共３８人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关于２０１７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

报告 （书面），开展市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述

职测评。会上随机抽取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国

土资源局、市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市公安局、市

农业局、市司法局、市水务局、市林业局、市城管

执法局１０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口头述职，其余

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书面述职，并接受测评。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孙久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祝鸿，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孝勇，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赵明，市政府副秘书长廖勇，市政府组成部门主要

负责人及１名副职，市人大专委会组成人员，常委

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各县 （区）人大常委会主

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蔡军，２名省人

大代表应邀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４月２４—２５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彭

学松、吴志君、杨兴品、刘平，秘书长罗强及委员

共３６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全省市厅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读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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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讲话及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程福德宣读市人民政府市长邹瑾提请的免职议案并

作说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祝鸿宣读其提请的任

职议案并作说明，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人事任免议

案。会议听取和审议程福德受托所作的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产品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

度测评；审议并表决通过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处理

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推动教育

振兴发展工作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野生鱼类保护

工作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检查 《四川省农村扶贫

开发条例》实施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九龙水库、

南郊引水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情况审议意见的报

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研究处理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

境保护条例 （草案）（二次审议稿）。会议还开展中

心城区交通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并现场对接受应询

的市公安局、市规建和住房保障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城管执法局进行满意度测评，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马宏代表市人民政府作表态发言。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刘孝勇，市政府副秘书长伍雅鸿，市级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市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各县 （区）人大常委

会主要负责人，３名市人大代表，２名乡镇人大主

席，２名旁听公民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李亚蓉、

韩冰应邀分别列席两次全体会议，省人大代表马建

华应邀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６月２０—２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彭

学松、吴志君、李勇、杨兴品、刘平，秘书长罗强

和委员共３６人出席会议。会上，市人民政府市长邹

瑾宣读其提请的任职议案并作说明，拟任命人员作

任职承诺。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程福

德受托所作的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祝鸿所作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法院加强环

境资源审判服务和保障雅安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

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关

于修改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

则》的决定，关于接受葛书院辞去雅安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市人民政

府关于研究处理２０１７年市级预算教育项目资金使用

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研究处理贯彻落实 《四

川省禁毒条例》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以及人事任命

议案。新任命人员和增补的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委员进行宪法宣誓。会议还对市人民政

府提请的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进行

初步审议。会议开展野生鱼类保护情况专题询问，

并现场对接受应询的市农业局、市公安局、市财政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进行满意度测评。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徐一心，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孝

勇，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武，市级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市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委会办事

工作部门负责人，各县 （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

人，经开区负责人，３名市人大代表，２名乡镇人

大主席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陈茂瑜、李亚蓉应

邀分别列席两次全体会议，省人大代表詹良兵应邀

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８月２３日，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彭学

松、吴志君、李勇、杨兴品、刘平，秘书长罗强和

委员共３５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栗战书同志在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及黄

新初同志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和五次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罗强宣

读主任会议提请的任免议案并作说明，拟任命人员

作任职承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祝鸿宣读其提请

的任免议案并作说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孝勇

宣读其提请的免职议案并作说明。会议审议并表决

通过人事任免议案，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会

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上一阶

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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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决算及２０１８年上一阶段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的报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７年市

级决算；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 《雅安市城市总体规

划 （２０１３—２０３０）实施评估报告》的议案，市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贯彻实施情况

的报告。会议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

市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书面）、市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

（书面）。会议还开展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事项进展情

况专题询问，市人民政府市长邹瑾在专题询问前报

告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杨硕受市长委托在专题询问后作整改落实的

表态发言，会议对接受应询的市发改委、市教育

局、市司法局、市规建和住房保障局、市农业局、

市林业局、市文体广新局进行满意度测评。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徐一心，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伍雅鸿，

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市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各县 （区）人

大常委会主要负责人，经开区负责人，３名市人大

代表，２名乡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

蔡军应邀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９月１０日，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李

勇、杨兴品、刘平，秘书长罗强和委员共３４人出席

会议。会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一心宣读市人民

政府市长邹瑾提请的任免议案并作说明，拟任命人

员作任职承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黎明宣读其提请

的免职议案并作说明。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人事任

免议案，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

行宪法宣誓。会后，李伊林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对新

任命人员进行集体谈话。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祝

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孝勇，市人大专门委员

会成员、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９月２７日，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彭学

松、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和委员共３３人出席会

议。会议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关于 《雅安市青衣江流

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

于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修改情况和

主要问题的报告。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雅安市青

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待报请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会议审议 《雅安市村级河

长制条例 （草案）》（二次审议稿）。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孙久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祝鸿，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刘孝勇，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柯水平，

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市人大专门委员会成

员、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各 （县）区人大

常委会主要负责人，经开区 （飞地园区）管委会负

责人，２名市人大代表，２名乡镇人大主席列席

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１０月 ３０—３１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毅、彭学松、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和委员共３５

人出席会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罗强宣读

主任会议提请的任职议案并作说明；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黎明宣读其提请的任职议案并作说明；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刘孝勇宣读其提请的免职议案并作说

明，拟任命人员作任职承诺。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人事任免议案，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会议听

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关于市四届人

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

告，对市人民政府和１０个部门办理代表建议情况分

别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

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预算调整

方案的报告，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２０１８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修改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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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推进产品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审

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雅安市新村

聚居点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

委会人代工委关于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补充报告，市人大财经委关

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报告。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马宏、田兆龙分别列席两次全体会议，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祝鸿，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

市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

人，各县 （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人，２名市人

大代表，２名乡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

席蔡军，省人大代表胡友照应邀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１２月１３日，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九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彭学

松、吴志君、李勇、杨兴品、刘平，秘书长罗强和

委员共３６人出席会议。会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白

云宣读市人民政府市长邹瑾提请的任职议案并作说

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罗强宣读主任会议提请的

任职议案并作说明，拟任命人员作任职承诺。会议

审议并表决通过人事任职议案，新任命人员进行宪

法宣誓。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

受徐一心、杨硕辞去雅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

求的决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处理中心城区交通

管理情况专题询问意见的报告、关于研究处理野生

鱼类保护情况专题询问意见的报告、关于研究处理

２０１７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审议意

见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研究处理环境资源

审判服务和保障雅安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审议意

见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

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的中期评估报告、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

于雅安市国土资源局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质监

局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祝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孝勇，市级相

关部门负责人，市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常委会办

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各县 （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

责人，２名市人大代表，２名乡镇人大主席列席会

议。市政协副主席蔡军，省人大代表胡德琼应邀列

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主任会议】　１月 １８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

长罗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召开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雅安市第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建议议程 （草案）》的

议案、《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

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 （草案）》的议案、《雅安

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

会建议名单 （草案）》的议案、《雅安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列席人员方案 （草案）》

的议案、接受赵明辞职请求的决定 （草案）的议

案。会议讨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选举办法 （讨论稿）、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８年工作

要点 （讨论稿）、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讨论稿）。会议听取市

人大财经委关于财经工作咨询小组人员选聘情况

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关于个别代表资

格变动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讨论通过市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建议议程、会期、日程及列席人员。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

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主任会议】　２月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出

席会议。会议传达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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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任会议提请的任职议案、市长邹瑾提请的免职

议案，讨论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讨论稿）、市

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及关于开展中心城区交

通管理情况的专题询问的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听取

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变动情况的报告。讨论通过市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 （草案）、会期、日程

及列席人员。会议还传达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

副秘书长和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主任会议】　２月２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出

席会议。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２０１７年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市人大

常委会２０１８年专题讲座安排方案 （征求意见稿）。

会议还讨论通过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议程

（草案）、会期、日程及列席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

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主任会议】　３月１９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说明、关于

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审议意

见报告的说明、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推动教育

振兴发展工作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说明、关于市人

民政府研究处理野生鱼类保护工作情况审议意见报

告的说明、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检查 《四川省

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实施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说明

以及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九龙水库、南郊引水

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说明。会

议还讨论通过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议程 （草

案）、会期、日程及列席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

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主任会议】　４月１９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法制委关于青衣江流域 （雅

安段）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

题的报告，讨论通过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

会立法听证会工作方案、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讨论市人民政

府市长邹瑾提请的免职议案、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祝鸿提请的任职议案。会议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增加的议程为：传达学习 《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彭清华同志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读书班上的讲话及在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审议雅安市青

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二审）；审议任

免议案。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

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主任会议】　５月 ２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推进产品质量发展

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中心城区交通管理

情况专题询问的意见，讨论关于开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的实施方案。市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

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主任会议】　５月２８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秘书长罗强出席

会议。会议传达市委提名通知；讨论市人民政府市

长邹瑾提请的任职议案；听取内司委关于市人民政

府研究处理贯彻落实 《四川省禁毒条例》情况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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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报告的说明，人代工委关于市四届人大一次会

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整改情况报告的

说明，预算工委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２０１７年市

级预算教育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说

明；讨论关于调整２０１８年度常委会工作安排事项，

关于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评议

方案，２０１８年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目录，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重点事项进展情况专题询问方案，关于开展

野生鱼类保护情况专题询问的工作方案。会议决

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６

月２０日召开，会期两天。会议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的议程为：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

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法院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服务和保障雅安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

告；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处理２０１７年市级预算

教育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研究

处理贯彻落实 《四川省禁毒条例》情况审议意见的

报告；开展野生鱼类保护情况专题询问；审议任职

议案；其他事项。会议还确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

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主任会议】　６月１１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主任

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

规则〉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 《雅安市第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草案）》的议案；听取城环资工委对 《雅安市村级

河长制条例 （草案）》的审查意见、农业工委关于

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五雅”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情

况评议意见报告的说明。会议还讨论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执法检查的实

施方案、市人民政府关于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的议案。会议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四次会议增加的议程为：审议关于修改 《雅安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草

案），审议 《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草案）》、市人民政府

关于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

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主任会议】　６月１９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秘书长罗强出席

会议。会议传达市委有关人事事项通知。会议讨论

通过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接受葛书院辞去雅安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草案）》的议

案。会议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增

加的议程为：审议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葛书院辞去雅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

求的决定 （草案）。市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办事工

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主任会议】　７月 ３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出席会

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市

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服务和保障雅安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以及关于野生鱼类保护工作

情况专题询问的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

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

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主任会议】　７月２６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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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

的任免议案，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孝勇提请的免

职议案，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雅安市城市总

体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３０）实施评估报告》的议案，关

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２０１８年上半年重

点工作情况报告的评议意见，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贯

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事项专题询问内容，关于 ２０１８年度县 （区）党委

及市级部门加强人大工作目标的考核细则。会议决

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８月２３—

２４日召开，会期一天半。会议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议程为：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

府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 ２０１７年决算及

２０１８年上一阶段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

２０１７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７年市级决算；听取市人大财经

委员会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市级决算的审查报告，审

议市人民政府关于 《雅安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３—

２０３０）实施评估报告》的议案、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事项进展情况专题询问，审议任免议案，其他

事项。会议还确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列席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

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主任会议】　８月２２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祝鸿提

请的任免议案、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农业工委关于开展 《雅安市新村聚居

点管理条例》执法检查的方案、雅安市人民代表大

会法制委员会听证会工作方案；听取市人大常委会

人代工委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变动情况的报告。会议

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增加的议程

为：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市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

的报告 （书面）。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

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主任会议】　８月２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出

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雅安市

２０１８年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检查 《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贯

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 《雅安市城市总

体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３０）实施评估报告》的审议意

见、关于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事项专题询问的

意见、关于确保九龙水库惠及中心城区全体市民的

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

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主任会议】　９月１０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李勇、杨兴品、刘平，秘书长罗强出席会

议。会议传达学习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会精

神，传达市委提名通知；讨论市人民政府市长邹瑾

提请的任免议案，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黎明提请的免

职议案。会议决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９月１０日召开，会期半天。会议建议市第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的议程为：审议任免议

案，其他事项。会议还确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列席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

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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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主任会议】　９月２５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出席会

议。议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常委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

案）》的情况报告、关于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

境保护条例 （草案）》立法听证情况的报告、关于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

问题的报告，讨论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试

点工作方案。会议决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９月２７日召开，会期半天。会议建议市第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的议程为：审议 《雅

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雅安市

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其他事项。会议还确定

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列席人员。市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

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主任会议】　９月２７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出席会

议。会议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分组审议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同意将 《雅安市青衣江

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表

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

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　９月３０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李勇、刘平，秘书长罗强出席会

议。会议讨论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修改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

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农业工委关于检查 《雅

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雅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情况的说

明、关于提请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雅安市２０１８

年预算调整方案报告的说明，听取教科文卫工委关

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推进产品质量发展工作情况

审议意见报告的说明。会议决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１０月３０—３１日召开，会期一天

半。会议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

议程为：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市

第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

况的报告，对政府主要部门办理代表建议工作进行

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雅安市

２０１８年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审议关于修改 《雅安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

（草案），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雅安市新村聚居点

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政府关于

研究处理推进产品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审议意见的报

告。会议还确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列席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

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主任会议】　１０月２２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

的任职议案，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黎明提请的任职议

案，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孝勇提请的免职议案；

听取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教科文卫工委、农业

工委、城环资工委关于２０１８年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

理情况的汇报，农业工委关于延期听取和审议市人

民政府关于大熊猫国家公园 （雅安片区）建设推进

情况的报告，市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市级专项

资金情况的报告。会议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增加的议程为：审议任免议案。市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

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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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主任会议】　１１月５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和关于配合做好公益诉

讼工作的意见，关于检查 《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

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市四届

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

的评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

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主任会议】　１１月１９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刘平，秘书长罗

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主任会议提请的任职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 《接受徐一心、杨硕辞去副市长职务

请求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听取财经委关于提

请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的说明，内司

委关于市政府研究处理中心城区交通管理情况专题

询问意见报告的说明、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处

理环境资源审判服务和保障雅安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说明，农业工委关于市政府研

究处理野生鱼类保护情况专题询问意见报告的说

明，城环资工委关于市政府研究处理２０１７年度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说

明，人代工委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变动情况的报告。

会议决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１２

月１３日召开，会期一天。会议建议市第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议程为：审议雅安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一心、杨硕辞去雅安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草案）；听取和

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

告、关于雅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听取和审议市

人民政府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市级有关部门整改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

评；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处理中心城区交通管

理情况专题询问意见的报告、关于研究处理野生鱼

类保护情况专题询问意见的报告、关于研究处理

２０１７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审议意

见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研究处理环境资源

审判服务和保障雅安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审议意

见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 （书面）；审议任职议案；

其他事项。会议还确定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列席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

专委会和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主任会议】　１２月１０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毅、彭学松、吴志君、李勇、杨兴品、刘平，秘书长

罗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市委人事提名事项；讨论市

人民政府市长邹瑾提请的任职议案、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提纲；听取市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８年全市债务情

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专委会和

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市人大办工作】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服

务中心工作，开创工作新局面。精心组织开展专项

督查活动，督办常委会领导交办事项。助推政府工

作目标按期完成。继续做好驻村帮扶工作，巩固已

脱贫８２户２９６人脱贫成果，确保全村无一人一户返

贫。启动３户贫困户 “四改三建三清”工程、１３口

抗旱池工程和４３３５米彝式栅栏三个项目，完成５组

联户路、５组文化活动阵地、彝家新寨、３６户贫困

户 “四改三建三清”项目等８个项目建设。服务日

常工作，确保机关高效运转。２０１８年，办公室共协

调召开和服务保障１次市人代会、１次省人代会雅

安代表团会议各次会议、１０次常委会会议、２１次

主任会议、３６次党组会议、４５次机关党组会、２０

余次机关工作通气会和各类座谈会、工作联席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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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会议等共计２００余次会议；服务常委会会议１０

次，表决共８０次，做到表决零差错。完成４０余次

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等协调保障服务，５批次人

大代表及人大干部外地培训学习的组织服务。做好

公文流转、保密工作和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收到群

众来信均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转交相关部

门和县 （区）。认真接待群众来访，全年共接待群

众来访４７３件次。做好机关干部人事管理和机关后

勤服务保障工作，全年共接待全国各地来雅考察交

流共４３批次约 ４８８人。加强信息化建设，截至年

底，已建成包含市人大代表履职监督服务平台在内

的 “雅安人大手机·ＡＰＰ客户端”，雅安人大手机

ＡＰＰ编发信息１３０９条，雅安人大微信公众平台编发

信息２９０期１７４０条，雅安人大手机报编发信息４８

期３０２４０条，雅安人大网编发信息２８１３条。加强自

身建设工作，坚持理论武装，严格落实党建责任，

抓好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持续抓好机关

党风廉政建设。

【监督工作】　４月２４—２５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程福德受托所作的市人民政府关于

推进产品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

评。５月２２—２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志君率

队在芦山县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６月 ４—５日、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李勇分别率执法检查组

先后在雨城区、名山区、经开区开展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６

月２０—２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

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程福德受托所作的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７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祝鸿所作的市中级人民法

院关于全市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服务和保障雅安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７月９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平在芦山县开展

预算法执法检查。７月１０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平在天全县开展预算法执法检查。７月１３日，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平在雨城区开展预算法执法检

查。７月１６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平在宝兴县

开展预算法执法检查。７月１７日，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平在石棉县开展预算法执法检查。８月 ２３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

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决算及２０１８

年上一阶段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

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的报

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７年市级决算。９月 ５—１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彭学松、李勇、刘平率

队在雨城区、天全县、芦山县、宝兴县、荥经县、

汉源县等开展 《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执法检查。１０月３０—３１日，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关

于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对市人民政府和１０个部门办理代表建

议情况分别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

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

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

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批准２０１８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１２月 １３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

于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

中期评估报告、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市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

雅安市国土资源局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雅安市质监局

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对全市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情

况进行集中检查，重点围绕县 （区）政府财政预算

编制、预算调整和决算，部门预算执行，乡镇人大



!""# !$%&'(()

*+,-

!

"

#

$

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

!""# !$%&'(()

*+,-

*+,.

６３　　　

雅
安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预算审查监督等方面开展检查，并针对检查中存在

的问题，向市政府提出进一步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不断规范预算收支行为、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不断强化预算约束力等５条建议意见；起草

《乡镇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指导意见》，指导乡镇人大

开展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推进市、县 （区）人大预

算联网系统平台建设，制定全市预算信息联网平台

建设实施方案，确定市和县区统一平台建设，统一

系统软件开发，形成全市一张网，基本功能包括审

查、分析、预警、代表服务等，形成系统基本框

架。做好预算草案的审查工作。对年初预算安排没

有细化具体项目的专项资金进行跟踪，落实对专项

资金安排使用情况报告机制，跟踪监督审计发现问

题整改情况。开展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调研，进

行满意度测评。开展中心城区交通管理专题询问。

做好公益诉讼工作情况报告听取审议工作。做好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听取审议工作。做好禁毒

工作审议意见落实跟踪调研工作，市、县 （区）两

级均把禁毒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全额保障。做

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审议意见落实跟踪调研工作。

开展 “两院”重点工作评议。开展 《雅安市新村聚

居点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开展 《四川省农村扶贫

开发条例》执法检查。做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具体工作，全

方位摸清全市水、大气、土壤环境现状及存在问

题。深入５４个乡镇７９个点位实地查看工业企业污

染、生产生活垃圾、农村面源污染等防治情况，形

成内容翔实的执法检查报告，指出５５个具体问题和

提出６条重点工作建议。督促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宗教事务条例》，全市先后清理拆除乱建庙宇及其

他非法宗教活动点３９处，捣毁乱塑露天宗教佛像

３５尊；推进宗教场所的土地及房屋的确权登记工

作，４２处合法开放的宗教场所已办理土地使用登记

证１６宗；全市４２处合法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对消

防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代表工作】　１月４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一届

国、省人大代表履职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兰开

驰，市委副书记、市长邹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伊林出席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勇主持会

议。会议邀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德明分享代表

履职体会。１月２６日至２月１日，省十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在成都召开。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伊林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省政府班子，首任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法

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邹瑾、庹庆明、毛珍芳 （女，彝族）当选为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雅安代表团２６名代表出席

会议，共提出议案１件，建议５９件。李伊林等１５

名代表联名提交 《关于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立法

工作的议案》，被列为２号议案。５月２８日，市第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主任会议召开，听取人

代工委关于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办理工作整改情况报告的说明，讨论关于调整

２０１８年度常委会工作安排事项，关于市人大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评议方案。９月１３—１４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大代表雅安代表小

组、雅安市选举的省人大代表，围绕雅安加快建设

绿色发展示范市开展专题调研活动。

在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中广泛开展 “乡村振兴—

我参与、我推动、我带头、我示范”活动。积极围

绕乡村振兴听民声、提建议、办实事，累计提出各

类意见建议２２００余条，捐款捐物９０余万元，资助

贫困学生１４００余名，帮助解决就业岗位１６００余个。

推进雅安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

在全省各市州中率先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开展代表

票决制试点工作建议，指导县乡人大同步、稳妥、

有序地开展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实现市县乡三级

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 “全覆盖”，整个代表票决制

试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指导县 （区）人大常委会

严格按照 《地方组织法》 《代表法》 《监督法》等

有关法律规定制定 《关于开展建立人大代表履职监

督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代表履职量化评价

办法》《人大代表职责》 《代表履职登记制度》等

工作制度。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月、１０月，人代工委会

同办公室分三批组织１５６名左右人大代表、人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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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参加在全国人大 （深圳）培训基地、青岛人大

培训基地、全国人大北戴河培训基地举办的人大代

表人大干部履职提升培训班。建成市人大代表履职

信息化服务平台和代表建议网上办理系统，新开发

“雅安人大手机 ＡＰＰ”，ＡＰＰ为代表搭建便捷高效的

履职服务平台。

【人大代表调研视察】　组织全国人大代表 ３名、

省人大代表１７名，围绕雅安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

市进展情况及面临困难和问题，先后到天全县喇叭

河、荥经县极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名微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进行现场调研，并听取市政府关于

雅安市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情况汇报。指导雅

安人民广播电台制作题为 《旧楼装电梯 雅安人大出

实招解决老人 “爬梯之痛”》的节目，该作品荣获

第２８届中国人大新闻奖二等奖、第２７届四川人大

新闻奖一等奖，为全省唯一一个获中国人大新闻奖

的市州。策划制作专题片 《雅安中心城区交通管理

专题询问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调查》，引起省市有关

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在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开展中，开展 《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

研究》课题研究，得到省人大常委会充分肯定。持

续跟踪社会事业灾后重建项目运营管理经费争取工

作。对全市学前教育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形成调研报告，提出可操作性建议。对全市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情况进行调研，形

成调研报告，调研报告中征对性提出４方面１１条意

见建议。调研黑砂产业发展，促进 “荥经”砂器一

条街、１０８黑砂艺术村建设。跟踪调研雨城区医养

结合试点市工作推进情况，现场调研雨城区孔坪镇

福兴敬老院、上里助老之家康养中心和四合院康养

小院。开展野生鱼类保护情况专题询问，到部分县

（区）开展野生鱼类保护工作调研，拟定关于野生

鱼类保护情况专题询问的意见交市政府办理。调研

脱贫攻坚、金融支持种养殖业、调研全市农村专业

合作社运行、雅安藏茶产业、菜篮子工程建设、林

竹产业发展等情况。持续开展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管理，中心城区餐饮油烟、汽车尾气、工地和道

路扬尘污染治理，中心城区 “一江三河”污水截流

管网建设等情况调研，深入研究、认真剖析空气、

水质部分指标异常根源，形成的审议意见全面真实

反映政府工作成绩和存在问题，针对性提出８项具

体工作建议。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　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以来，市人大代表共提出建议 １８７件。经各督办、

承办单位的共同努力，１８７件建议已全部办理完毕，

并答复代表，代表建议办复率达１００％。１８７件建议

中，代表对承办部门的办理工作表示满意 １８２件，

基本满意２件，留用工作参考的３件。抓好代表建

议质量和办理实效 “双评价”工作。

【人事任免工作】　加强与市委组织部、 “一府两

院”人事部门沟通联系工作。继续做好拟任命人员

参加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任职承诺工作。对拟任命

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认真进行阅卷工作，并及

时将考试结果向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报告。

加强对人大任命干部的任后监督。在第十二次常委

会上，继续通过计算机随机抽取１０个部门主要负责

人脱稿开展口头述职。全年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共计３３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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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决策

【雅安市 “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　１月１０

日，市政府印发 《雅安市 “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

规划》，积极应对老龄化，进一步推动雅安市老龄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１月２４日，市

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

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完善规划科学布局、优化畜

禽品种结构、推进绿色标准化建设、创新转型经营

方式、创建品牌集成示范等５项重点工作。

【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　１

月３１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疫

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从完善

管理工作机制、强化疫苗全程监管、规范预防接种

管理、全面落实保障措施、加强工作组织领导等５

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雅安市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宪法宣誓】　２月７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

市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

誓实施方案》。

【雅安市地方志工作管理办法】　２月８日，市政府

印发 《雅安市地方志工作管理办法》，从规范和加

强全市地方志工作，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载、保

存、利用地方志文献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雅安市税收征管保障暂行办法】　２月２３日，市

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税收征管保障暂行办法》，

从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的纳税环境，维护纳税人

合法权益，规范税收行为，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保

障国家税收收入等方面作工作要求。

【雅安市企业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　２

月２７日，市政府印发 《雅安市企业住所 （经营场

所）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住所 （经营场所）

登记及监督管理，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２月

２８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关于进一步深化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加

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和总额控制、实行多元复合式

医保支付方式、重点推行按病种付费、开展按人头

付费试点、开展按床日付费试点、积极推进支付方

式改革、协同推进医药卫生体制相关改革、强化医

保对医疗行为的监管等８项重点工作。

【整体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实施意见】　２月

２８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整体推进信息进村

入户工程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加快益农信息社建

设运营、加强村级信息员队伍建设、整合集聚信息

服务资源、建立完善可持续运营机制、建立健全制

度规范、统筹推进 “互联网 ＋现代农业”发展等６

项重点工作。

【国务院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３月 １２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转发国务院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

调查通知》，从高度重视工作开展、确保经费到位、

保证调查质量等３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加快推进建立雅安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３月２０

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湿地保护修复制

度，全面保护湿地，强化湿地利用监管，推进退化

湿地修复，全面提升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

【雅安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　４月

１６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实施方案》，明确普查目的和意义、普查总

体思路、普查时点、普查对象和范围、普查内容、

普查技术路线、普查组织与实施、普查经费、普查

质量保证、培训与宣传等相关事宜。

【雅安市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　４月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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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考核办法》，有效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雅安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４月２８

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

制考核办法》，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雅安市推进 “放管服”改革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　

５月１１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推进 “放管

服”改革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从优化服务方式、加

强协调联动、加强组织领导等 ３个方面提出工作

要求。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不

动产登记办法】　５月２１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不

动产登记办法》，进一步加强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

区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管理，促进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确保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权利人合法

权益。

【雅安市市级部门 “局长进大厅”活动实施方案】

　５月２５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市级部门

“局长进大厅”活动实施方案》，进一步优化全市政

务服务环境，提升行政效能，营造良好的政务服务

环境。

【雅安市市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２０１８年本）】　５

月２８日，市政府印发 《雅安市市级行政许可事项

清单 （２０１８年本）》，明确各县 （区）政府梳理行

政许可事项清单并对社会公布。

【严格国家投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结算办理加强内

部审核】　６月１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严

格国家投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结算办理加强内部审

核的指导意见》，明确总体要求、竣工结算办理责

任、积极推行代建制、加强项目建设过程管控、提

升竣工结算审核质量、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机构选取

使用、加大对工程结算 “高估冒算”的惩处力度、

监督保障、附则等相关事宜。

【雅安市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６月１日，市政府办

公室印发 《雅安市医疗废物管理办法》，进一步加

强医疗废物管理，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生态环境。

【开展清理服务业企业入规上限专项行动】　６月４

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开展清理服务业企业入规

上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活动对象、工作职责、工作流程、保障措施等５个

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　６月１４日，市政府办

公室印发 《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从总体要求、工作任务、实施步骤、保障措施

等４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雅安市涉及产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方案】

　６月２２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涉及产权

保护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方案》，明确清理目的、

清理范围、清理职责、清理要求、进度安排及报送

要求、组织实施等相关事宜。

【雅安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７月２日，市政府办

公室印发 《雅安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进一步完善水域滩涂规划工作，大力发展高

品质，高附加值的特色养殖品种，实现提质增效、

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的发展总目标，促

进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７

月６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

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明确降低

准入门槛、精简审批环节、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加

强诚信体系建设、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

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推进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创

新、提高老年人生活便捷化水平、加快养老服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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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建设、建立医养结合绿色通道、大力促进老年

产品用品升级、拓宽适老金融服务渠道、建立完善

保险保障制度等１３项重点工作。

【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７月６日，市政府办公

室印发 《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

施意见》，结合雅安市情，着眼老年人权益保障和

服务需求，逐步扩大照顾服务范围，让全市老年人

享受更多优质、便捷、公平、安全的优先优惠

服务。

【推进 “雅安政务事、最多跑一次”改革】　７月

２０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推进 “雅安政务事、最

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明确 “一卡明”办理

指南、“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般事项 “一小时

办结”改革、重点项目 “一次委托、全程代办”工

作机制、“一车制”现场联合踏勘、自助服务 “一

程办、不打烊”、异地服务 “一网通”、“一号对外”

从严监管等８项重点工作。

【推进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县域经济改革发展重点工作】

　７月２４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县

域经济改革发展重点工作推进方案》，从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增强县域发展动力活力、实施

特色经济强县行动、全面改善县域发展条件、推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和改善民生

等６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四川省促进川菜走出去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雅安市贯彻落实方案】　７月２４日，市

政府办公室印发 《四川省促进川菜走出去三年行动

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雅安市贯彻落实方案》，明

确进一步提升 “雅安味道”特色美食的竞争力和影

响力，打造餐饮经济新增长极。

【雅安市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意见】　８月２日，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实施

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推动证券市场支

持绿色投资、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积极发展绿色保

险、丰富环境权益融资工具、推进县 （区）绿色金

融发展、推动开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完善绿色金

融发展配套机制等８项重点工作。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８月６日，市政府

办公室印发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

案》，明确健全医院治理体系、完善医院管理制度、

加强医院党的建设等相关事宜。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８月７日，市政府印发 《关

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探索构建

广泛有效的政务诚信监督体系、建立健全政务信用

管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等３项重点

工作。

【雅安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８月 ７

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方案》，从促进行政审批提质增效、切实降

低实体经济成本、着力提升便利化水平、创新市场

监管方式、做好组织实施等５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

业经济】　８月２２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加

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

济的实施意见》，明确夯实粮食产业发展基础补齐

短板、培育壮大粮食产业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加快

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创新粮食产业发展方

式促进融合发展、推进粮食科技创新强化人才支

撑、加大支持力度构建政策支撑体系等 ６项重点

工作。

【雅安市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９月１２日，市政府

印发 《雅安市教学成果奖励办法》，鼓励在教学活

动中开展教育教学研究，进一步推广教学成果，实

施素质教育，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雅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实施方案】　９月

２９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五年实施方案》，从强化规划引领、加快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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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推进厕所革命、开展水环境治理、强化技术支

撑、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等７个方面提出

工作要求。

【雅安市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实施

方案】　１０月３１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

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明确总体要求、深化巡游出租汽车改革、规范发展

网约车、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加强服务质量信用

体系建设、健全责任体系、保障措施等相关事宜。

【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　１２月１０日，市政府

办公室印发 《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

见》，从切实增强文物安全意识、严格落实文物安

全责任、加强文物安全执法监管、夯实文物安全保

障基础４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强市】　１２月１０日，市政府

印发 《关于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强市的实施意见》，

明确优化发展布局、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协同发展

基础性和新兴服务业、强化项目支撑、打造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着力做大做强骨干企业、实施服务业

品牌战略、鼓励制造业主辅分离等８项重点工作。

【推进花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１２月１３日，市政

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推进花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从培育优质基地、优化产品加工、做

大做强品牌、促进三产融合、开拓产品市场、构建

风险防范机制、开展区域合作等７个方面提出工作

要求。

【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工作】　１２月２１日，市

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进一步加强规划和计划管控、

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工作、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工

作、进一步加强以地融资监管等４项重点工作。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砂石管理暂行办法】　１２

月２４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

城区砂石管理暂行办法》，切实规范雨城区中心城

区砂石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雅安市生态环境保护 “十三五”规划】　１２月２４

日，市政府印发 《雅安市生态环境保护 “十三五”

规划》，明确雅安市 “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工作

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重要会议

【四届市政府第２６次常务会议】　１月１８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２６次常务会议。审议 《设

立雅安市驻外招商分局工作方案 （送审稿）》《雅安

市金融创新服务奖励办法 （送审稿）》《雅安市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改革工作方案 （送审稿）》；

研究雅安市ＬＮＧ物流一张网项目、确定大熊猫国家

公园科普教育中心建设项目设计标段实施单位、雅

安市粮食现代物流中心灾后重建项目工程量变更、

人事任免等有关事宜。

【四届市政府第２７次常务会议】　２月２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２７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

市委经济工作、农村工作暨全市金融工作会议精

神、《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四川省审计厅关于印

送 ＜四川省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

重点风险提示清单 ＞和 ＜四川省市县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重点风险提示清单 ＞的通知》精神；审议 《政

府工作报告 （送审稿）》 《雅安市 ２０１７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送审稿）》 《雅安市 ２０１７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草案 （送审

稿）》《关于２０１８年市级财政综合预算安排建议》

《雅安市企业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

（送审稿）》 《雅安市税收征管保障暂行办法 （送

审稿）》《雅安市人民政府及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

人员宪法宣誓实施方案 （送审稿）》；研究雅安市

执纪审查谈话场所和涉案物品管理场所建设项目、

人事任免等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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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市政府第２８次常务会议】　２月２７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２８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及全省干部大会精

神；审议 《＜市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任务分工

方案 （送审稿）》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

“五美乡村”的意见 （送审稿）》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

“项目攻坚年”工作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支持

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实施方案 （送

审稿）》 《雅安市人民政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川

省分行战略合作协议 （送审稿）》《四川雅化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２万吨电池级碳酸锂 （氢氧

化锂）生产线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送审

稿）》《雅安市中心城区大兴片区１０－０８宗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 《雅安市

“农村土坯房改造行动”实施方案 （送审稿）》《大

兴二桥ＰＰＰ项目 “两评一案”》；研究雅安万达广场

和雅安国际商贸城接电工程留电补贴、未来嘉年华

雅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华阳公司遗留问题处置

方案、人事任免等有关事宜。

【四届市政府第２９次常务会议】　３月２８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２９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精神、省地震局局长皇甫岗来雅调研讲话精神及雅

安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 《关于政府系统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建议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度雅安

市县 （区）目标管理办法和市级部门绩效管理办法

（送审稿）》《雅安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

革的实施方案 （送审稿）》《雨城区中心城区三宗幼

儿园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

《“八大行动”实施意见及２０１８年实施方案 （送审

稿）》，听取雨城区中心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开展情况的报告，研究２０１７年度县 （区）政府和

市级部门目标绩效考核、人事任免等相关事宜。

【四届市政府第３０次常务会议】　４月１１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３０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常委会扩大会、省政府双月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

议精神、杨兴平副省长来雅调研指示精神，审议

《雅安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改制实施方案 （送

审稿）》《雨城区大兴片区 （城中村）五期和羌江

南路云母厂大院棚户区改造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

模式实施方案 （送审稿）》《雨城区北郊、草坝片区

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实施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地下

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登记暂行办法 （送审稿）》

《中心城区大兴片区１４－０６、１４－０７宗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城市规划

区内新建街道拟命名方案 （送审稿）》，研究文旅公

司收购蒙顶山景区相关企业股权、市公安局机关警

务辅助人员用人额度及用人计划、人事任免等相关

事宜。

【四届市政府第３１次常务会议】　４月２６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３１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彭

清华同志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读

书班上的讲话精神及市委常委会第 ６２次 （扩大）

会议精神、彭清华同志在走访省政府机关座谈时的

讲话精神、全省地质灾害防治暨防汛减灾工作现场

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 《雅安市政府系

统集中整顿作风、提升行政效能专项活动工作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阳光考评、公开承诺实施细则

（送审稿）》《雅安市落实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 （送审稿）》；研究调整

补充雅投公司资产事宜，研究雅投公司收购苍坪路

农贸市场未售部分事宜；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小水电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研究贯彻落实

意见。

【四届市政府第３２次常务会议】　５月１７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３２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尹

力省长在省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通报２０１７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结

果，研究部署市政府系统廉政工作、通报５月６日

石棉县发生 “４·３”级地震有关情况；审议 《雅安

市城乡垃圾收运体系ＰＰＰ项目、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ＰＰＰ项目、雨城大道和新区大道及综合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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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Ｐ项目 “两评一案”》、《成雅高速雅安东金鸡关

互通综合提升改造项目及省道１０４线草坝至姚桥改

建项目工作推进》 《划转雅安市供排水公司等企业

股权整合国有资源》 《雨城区 “天网”一、二期工

程升级改造及后续服务采购》 《雅安市人民医院川

西医养中心建设项目》《中心城区大兴片区１４－０６、

１４－０７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

稿）》《雅安市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送审稿）》 《关

于加快推进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意见 （送审

稿）》；听取全市打击地条钢工作情况报告，安排部

署相关工作；研究启动 《雅安通史》编写工作、人

事任免等相关事宜。

【四届市政府第３４次常务会议】　６月１５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３４次常务会议。审议 《关

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送

审稿）》《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分置

办法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雅安市养殖水域滩涂

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送审稿）》《雅安市国有林

区改革实施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创建四川省森

林城市工作方案 （送审稿）》 《康藏路２７号佳益公

司自有地块协议出让方案 （送审稿）》《雨城区中心

城区２０１８年第一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雨城区中心城区２０１８年第二批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雨城区大兴前

进龙溪村片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模式实施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市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管理办法 （送审稿）》《关于雅投公司收购

苍坪路农贸市场未售部分的请示》 《关于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 （送审稿）》。

【四届市政府第３５次常务会议】　６月２７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３５次常务会议。学习传达全

国、全省生态环保大会精神及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精神、四川省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

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情况报告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审议 《关于推进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来雅办学相

关事宜的请示》 《拨付雨城区中心城区购房补贴资

金的请示》《关于建安公司棚户区改造有关事项的

请示》《大兴周山九龙村片区棚户区 （城中村）改

造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实施方案 （送审

稿）》《雅安市市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实

施办法 （送审稿）》《雅安市市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 （送审稿）》。

【四届市政府第３６次常务会议】　７月１１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３６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第６６次 （扩

大）会议暨中心组学习会精神、省委书记彭清华来

雅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第６７次 （扩大）

会议精神；传达学习 《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 ２０１８

年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

见》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 《关于市政府

系统集中整顿作风提升行政效能阶段性工作总结的

报告》；审议 《推进 “雅安政务事、最多跑一次”

改革实施方案 （送审稿）》 《四川发展 （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人民政府 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合作投资框架协议 （送审稿）》《雅安市中心城区

Ｊ－２７等地块控规调整专题报告及修改方案 （送审

稿）》《雨城区北郊镇陇西村Ａ－０１号宗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２０１８年全市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请示、关于 “地沟油”

智能收运和智慧监管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

请示、关于雅安航空工业联合技工学校深化改革促

进发展有关问题的请示；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四届市政府第３７次常务会议】　７月 ３０日，邹

瑾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３７次常务会议。传达学

习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暨全省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尹力省长在省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讲

话、全省艾滋病防治攻坚工作会议精神；听取近

期疫苗事件相关情况的报告；安排当前政府运行

中的相关工作；听取上半年 《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推进情况和公开承诺目标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议 《关于加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 （送审

稿）》《雅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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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 （送审稿）》《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定

向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 （送审稿）》《雨城区中

心城区建设定向限价商品住房方案 （送审稿）》

《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 Ａ－０５－０５、Ａ－０５－０６号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打捆出让方案 （送审

稿）》《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 Ａ－１６－２０－１号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四

川雅安经济开发区 Ａ－１６－２０－２号地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雅安市名山城

区蒙顶山大道 Ｅ３－２５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方案 （送审稿）》、关于审定雅安交通建设投资

基金组建方案及合伙协议的请示、关于调整全市

最低工资标准的请示；研究项目工作、人事任免

事宜。

【四届市政府第３８次常务会议】　８月９日，邹瑾

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３８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副书记、省长尹力来雅检查指导防汛防灾减灾、

督导环保督察整改、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指示精神，

市委书记兰开驰同志就切实做好近期值班值守与防

汛减灾工作作出的指示精神。

【四届市政府第４２次常务会议】　１０月１０日，邹

瑾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４２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相

关情况的报告》《关于贯彻落实全省 “大棚房”暨

重点区域违规违法占用国家资源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相关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防范和惩治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的通知》 《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内江市资中县和自贡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统计违法案件情况的通报》精神及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审议 《关于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

的实施方案 （送审稿）》 《雅安市人民政府 江苏天

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送审稿）》《雅

安市多营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加快

建设现代服务业强市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雅安

市雨城区中心城区砂石管理暂行办法 （送审稿）》

《关于批准雨城区中心城区第三批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方案 （送审稿）》、关于雨城区主城区派出

所建设相关情况的请示、关于审定拟推荐四川省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单位、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优秀

民营企业名单的请示、关于拨付代建雅安市总工会

广场人防工程项目建设资金的请示、关于审定雅安

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启动新一轮债券发行工作

的请示、关于调整市投资促进委员会组成人员、关

于启动雨城区 “３８号大院”项目地块 （带基坑及

支护工程）收储和出让工作的请示；研究人事任免

事宜。

【雅安市第四届人民政府第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

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２月 ２日，

邹瑾主持召开四届市政府第二次全体 （扩大）会

议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学习贯彻

上级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送审稿）》《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送审稿）》 《雅安市 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草案 （送审稿）》 （第一

阶段）；安排部署全市政府系统工作 （第二阶

段）。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新精神、

新要求，总结 ２０１７年安全生产工作，签订 ２０１８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安排部署２０１８年安全

生产工作。

市政府办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市政府办公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一届三

次、四次全会及市委四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精

神，紧紧围绕服务全市中心大局，旗帜鲜明讲政

治，充分发挥参谋辅政、统筹协调、督办落实、服

务保障等职能职责，推动各项政务服务工作取得新

的成绩和进步，为市政府工作的高效运转和各方面

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性服务。全面贯彻落实市

委四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精神。自觉围绕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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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大力实施 “六大工程”，加

快建设 “四个中心”等重大工作部署，密切关注

国、省相关政策导向，切实加强分析研判，发挥参

谋辅政作用，尽力为市政府决策提供有前瞻性、有

针对性、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围绕构建 “５＋１”

绿色产业体系，牵头组织全市重大项目开工仪式，

及时协调推进、汇总反映相关工作情况，积极牵头

或配合做好雅安纳入全省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大

数据产业聚集区、发起成立中国·大熊猫文化联盟

等工作。聚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主动会同市级

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国家、省相关工作总体部署，参

与完成我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贯彻落实意见的制定工作，切实做好具体工作事

项的承办落实。全力以赴做好重大活动承办工作。

成立工作专班，抽调人员力量，统筹做好迎接中央

环保督察、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省政府第一次大

督查、省环保督察回头看、全市征地搬迁 “攻坚大

会战”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重大活动顺利开展。

牵头组织全市政府系统集中整顿作风提升行政效能

专项活动，制定出台 《专项活动工作方案》，重点

解决全市政府系统４方面１８个突出问题，促进严、

紧、实工作导向加快形成。

【提升以文辅政水平】　深入调研当参谋。结合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着力提升以文

辅政水平，形成调研报告 １０余篇。提升文稿质

量。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要求，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把文稿起草放到

市政府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力求文稿服务与市

政府工作大局合拍共振，与领导意图紧密对接。

统筹综合文稿。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市政府经

济运行分析、尹力省长调研等综合汇报材料，编

印 《市政府大事记》１２期、 《政府工作通报》

８期。

【信息服务工作】　及时反映国务院、省政府、市

政府重大政策和重要工作部署的执行情况、我市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亮点特色和重要动态，为市政

府领导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全年共采编上

报省政府信息８３０条，上报专报２４篇，省政府办公

厅 《川政晨讯》采用 ７４条，省政府转报国办 １７

条，其中被国办要情采用２篇，被国办专报采用１

篇，《雅安市聚焦绿色攻坚打造全省铅锌矿产业集

中区》《雅安市实施 “八大行动”迎接新发展》等

３篇信息得到省领导批示。与市委办共同编发 《雅

安信息》１１８期。

【会务保障工作】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

细则精神、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以及

市委市政府具体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和时间，

全年承办市政府全体会议１次，市政府常务会议２１

次，市政府党组会议５次及全市政府系统集中整顿

作风提升行政效能专项活动动员大会、第二届四川

旅游新媒体营销大会等专题会１００余次；迎接国家

部委、省领导来雅考察调研等重要政务活动 ２０

余次。

【绩效保证目标考评】　拟定２０１８年全市政务目标

任务，及时制定 “公开承诺、阳光考评机制”报市

政府审定。制定印发 《２０１８年度政府系统政令畅通

绩效保证目标部分指标考评细则》，发挥考核指挥

棒作用，强力推动政令畅通。对县 （区）政府工作

结果考评月通报、季登报、年终社会综合评测，每

季度在 《雅安日报》通报县 （区）经济完成情况和

在全市的排位情况。

【督查督办工作】　严格执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

结制、责任追究制，扎实开展重点督办、专项督

办，突出抓好市政府常务会议定事项和市政府领导

的批示指示等工作办理。编制年度民生工程实施方

案，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狠抓督查督办，全面完

成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全年开展各类督查５００余

次，发出 《督办通知》 《督查通报》１３１期，编发

《督查工作信息》９８期，上报 《督查报告》９３期。

【建议提案办理】　全年按时全部办结１７５件人大

代表建议、２３８件政协委员提案，代表、委员普遍

表示满意，实现建议提案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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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办结率达１００％。

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

【自然灾害概况】　２０１８年汛期，雅安市先后经历

１８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主汛期密集出现１３次

暴雨过程，共发生地质灾害８９起，直接经济损失达

２０１亿元，发生险情６６起。

【暴雨灾害】　６月 ２６日，全市普降暴雨、大暴

雨，全市暴雨 １１６站，大暴雨２３站，特大暴雨 ２

站，雨城区李坝２４小时雨量３６７４毫米。暴雨致

雨城区乡道垮塌９处，村道垮塌３０余处６００余米，

受灾人数２００００人，农作物受灾２５公顷，房屋严

重损坏２户８间，一般损坏１０户２０间，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 １５９人，直接经济损失 ５００万元。６月

２７—２８日，全市普降暴雨、大暴雨，全市暴雨５４

站，大暴雨１８站。暴雨致名山区万古、新店、百

丈等１８个乡 （镇、街道）２７４４８人受灾、因灾转

移 ２０７０人，房屋受损 １４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２７２１公顷，成灾面积２２０公顷；公路中断 ３３条

次，损坏护岸 １９处，损坏灌溉设施 １１处，直接

经济损失２８３２４万元。７月１—２日，全市普降暴

雨、大暴雨，全市暴雨 ５９站，大暴雨 １９站。暴

雨致名山区蒙阳、车岭、联江等 ８个乡 （镇、街

道）８２００人受灾，因灾转移 ９６人，倒塌房屋 １９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５１３３公顷，成灾面积 ３６０

公顷，绝收面积 １９３３公顷，公路中断 ９４条次，

直接经济损失 １９６０３９万元。７月 １０—１１日，全

市普降暴雨，全市暴雨 ９２站。暴雨致名山区黑

竹、马岭、城东等 ８个乡 （镇、街道）２６８７人受

灾，因灾转移４２人，倒塌房屋３间，农作物受灾

面积８１３公顷，成灾面积 ６３４公顷，绝收面积

４３公顷，水产养殖受灾 ５６公顷，损坏护岸 ２８

处，灌溉设施 ３７处，直接经济损失 ９２７８万元。

７月１４—１５日，全市普降暴雨、大暴雨，全市暴

雨９６站，大暴雨 １５站。暴雨致名山区蒙阳、百

丈、城东等 （镇、街道）９８８６人受灾，因灾转移

２３人，倒塌房屋４０间，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４４３公

顷，成灾面积 ２０３７公顷，绝收面积 １３２公顷，

水产养殖受灾４７公顷，公路中断５８条次，工交

损失３５１５万元，损坏护岸４７处，冲毁塘坝６处，

灌溉设施７６处，直接经济损失共１７１３７万元。７

月２０—２１日，全市普降暴雨、大暴雨，全市暴雨

８９站，大暴雨 ６站。暴雨致名山区黑竹、红星、

前进乡等６个乡 （镇）６８０８人受灾，因灾转移２８

人，倒塌房屋 ２６间，直接经济损失 ９９７６万元。

其中：农作物受灾面积 １１８１公顷，成灾面积

９８０公顷，绝收面积７２７公顷，减产粮食８４吨，

水产养殖受灾５４公顷，减产１５吨；公路中断３０

条次，工交损失１３２０万元，损坏护岸６２处，冲

毁塘坝 ２座，灌溉设施 ３２处，水利设施损失

５１８０万元。７月 ２６—２９日，全市普降暴雨、大

暴雨，全市暴雨１２７站，大暴雨１７站。暴雨致名

山、石棉、天全、宝兴 ４县 （区）２２个乡 （镇）

１８８１３人受灾，倒塌房屋２２间，转移人口４４１人，

直接经济损失 １７１０２２万元。８月 １—２日，荥经

县普降暴雨、大暴雨，全县暴雨２１站，大暴雨 ５

站。致全县４１０８人受灾，因灾转移２０８人，倒塌

房屋 ８间，直接经济损失 ２３５８９９万元。其中：

农作物受灾面积 １３６３公顷，成灾面积 ５２２７公

顷，绝收面积６７３公顷，损失粮食９吨。８月２１

日夜间，石棉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

雨量超过３０毫米的有安顺大中营、先锋解放、栗

子坪公益等 ３０站，致先锋、安顺、蟹螺等 １１乡

（镇）９５９０人受灾，经济林木核桃、花椒、八月

瓜等受灾８４公顷，林区道路受损１７０００米１处管

护站房屋受损和 １座桥坍塌，直接经济损失

２４７５３万元。８月 ２１日午后至 ２２日夜间，宝兴

县普降中雨，局部地方降大雨。２２日凌晨 ５时左

右，陇东镇自兴村发生山洪泥石流，受灾农户２１

户、转移群众 ７９人，此次山洪泥石流致 １人死

亡，１人失踪。９月 ２—３日，全市普降暴雨、大

暴雨，全市暴雨 ７３站，大暴雨 ３２站，暴雨致名

山区车岭、新店、黑竹等７个乡 （镇）９３９８人受

灾，因灾转移 ２１０５人，倒塌房屋 ２０间，直接经

济损失２７４２万元。其中：农作物受灾 ３００公顷，

成灾面积 ２４０公顷，绝收面积 １００公顷，农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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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６４７万元；公路中断 ７１条次，供电中断 ２次，

工交损失５０８５万元，损坏护岸２４处，灌溉设施

１５处，水利设施损失３３８万元。

【地质灾害】　２０１８年，查明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

１５９５处，受地质灾害威胁２１００２户８３６５８人。全市

汛期发生地质灾害灾情９１起，险情６８起，直接经

济损失４９３１万元，实现成功避险６起，避免人员伤

亡１２２人，避免经济损失１２０万元。

【地震与地震灾害】　２０１８年，雅安及邻区发生

３０级以上地震 ９次，其中：３０—３９级 ６次；

４０—４９级３次。最大为５月１６日石棉两次４３级

地震。２０１８年雅安境内无致灾地震事件发生。

　　图１６　２０１８年雅安地区≥３０级地震分布图 （雅安

市地震台网中心供图）

【芦山飞仙关滴水岩发生塌方】　７月２９日１１时，

芦山县境内 Ｇ３１８线飞仙关滴水岩处发生塌方，方

量约为３００方。塌方发生后，芦山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进行应急处置，派出应

急、公安、消防、交通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救援、处置。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小

轿车被砸中，车内有一人。１３时１７分，被困人员

被成功救出并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救援人员对

塌方体进行生命迹象探测，未发现有生命迹象。截

至２９日下午６时，灾害现场仍存在不间断零星塌方

和飞石，尚不具备抢通条件，对道路两端实施交通

管制，禁止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区域，过往人员和

车辆经Ｇ３１８线飞仙关隧道通行。

图１７　飞仙关滴水岩塌方现场（雅安日报供图）

【汉源县山体塌方】　８月１日晚，汉源县持续降

雨，辖区 Ｇ１０８线沿线唐家、清溪、双溪及大树等

乡镇，相继发生落石、泥石流等严重损毁、阻断道

路交通状况的险情。８月２日中午１１时，Ｇ１０８线汉

源县境内唐家镇集贤村同一路段谢家洼 （小地名）

附近发生山体塌方，岩石砸中一辆小车和一辆货

车，货车驾驶员左小腿骨折，无人员死亡。

图１８　集贤村谢家洼路段塌方现场 （雅安日报供图）

【雨城区南外环山体塌方】　８月６日上午８点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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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南外环山体塌方现场（北纬网图片）

分左右，雅安市区南外环线高家坝 （小地名）路段

突然发生山体塌方，３０００立方米左右的泥石瞬间垮

塌到公路上，砸中一辆小货车、一辆电动汽车，造

成两车受损，１人受轻微伤。事发后，该路段交通

中断，雅安市公安、消防、国土、交通、１２０等部

门随即赶往现场，在排除有人、车被掩埋的可能

后，制定抢险方案并组织大型机具进场。截至当日

晚上９点，现场没有发现有其他车辆和人员被埋的

情况。

【水文中长期预报】　２０１８年汛前共发布雅安市各

江河主要控制站洪水长期趋势预报８站。根据洪水

实际情况进行误差评定，洪水长期趋势预报中有６

站预报合格，合格率达７５０％。

【水文短期预报】　２０１８年汛期，根据大渡河上游

丹巴、泸定站河段洪水情况对下游石棉站河段进行

洪水过程预报３次；根据青衣江上游支流来水情况

对雨城电站入库流量 （多营坪站河段）２０００立方米

／秒 以上洪水进行过程预报３９次。汛期合计短期预

报４２次，按水库入库精度要求８０％进行评价，合

格率９０４８％。

【地震处置与震情跟踪】　结合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度震

情跟踪工作实际，制订全市２０１８年度震情跟踪工作

方案。成立以单位负责人

为组长的震情跟踪工作领

导小组工作机构，加强震

情研判，为雅安市人大、

政协会议、春节期间、高

考期间等重要时段提供地

震安全保障。５月１６日石

棉县发生两次 ４３级地

震，市防震减灾局在震前

通过地震监测资料分析处

理，发现异常信息并有所

准备，为震后有序开展应

急处置工作提供依据。

【地震台站建设及管理】

　２０１８年，雅安全市有测震台站１９个、测震台网

中心２个，监测能力达到１６级，水库台网区域达

到０５级；有地球物理台网中心１个，地球物理台

站１３个，涵盖地下流体、电磁、形变三大学科的地

震观测网络体系。全年测震台连续率达９５％以上，

地球物理台数据产品完整率和原始数据连续率均达

９６％以上。所有地震监测数据均汇入雅安市地震台

网中心，实现数据共联共享。

【抗震设防管理】　依法将 “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

观测环境建设项目审查” “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

估结果的审定及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两项行政许

可事项纳入市、县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完善办事指

南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 “三

项制度”。市防震减灾局承接的审批事项，均入驻

雅安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严格按照审批流程进

行审批。督促全市新建、扩建或重建项目业主完善

抗震设防手续，全年全市共完成工程抗震设防备案

１６６件，群众评议满意率达到１００％。推进农村民居

地震保安工程建设，加强农居地震安全示范点示范

引领，对８县 （区）１０余个农居地震安全示范点进

行检查、指导。

【防震减灾服务】　２０１８年，全市有１４７个乡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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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石棉县 “５·１６”地震应急处置工作会议 （市防震减灾局供图）

理员、７３个地震宏观观测点，均建立防震减灾助理

员、宏观员数据库，纳入数字化管理。建立雅安市

地震宏观观测信息交流微信群９个，将各乡镇、村、

组防震减灾助理员、宏观员均纳入微信群，为及

时、有效捕捉地震宏观信息和震后灾情上报畅通快

速上报渠道。２０１８年通过微信群上报芦山太平镇蛇

群聚集、宝兴五龙乡梨花反季开花等宏观异常，有

效防止地震谣言舆论的产生。利用各县 （区）防震

减灾年度工作会开展培训，参训人员涵盖全市各县

（区）防震减灾助理员、宏观观测员及部分中小学

校负责人和安全员，培训人次达８００余人。完成中

国地震局监测预测科研三结合课题之一 “雅安市基

岩高精度地温观测异常识别”研究工作。印发 《雅

安市防震减灾局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度地震应急演练工

作的通知》，组织开展２次全市防震减灾系统应急

技术保障演练、多次地震灾情速报演练，与甘孜州

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局开展跨区域联合地震现场演

练。组织和参与芦山县芦阳二小校园防灾减灾综合

演练、雅安监狱地震应急避险演练等。组织部分县

政府分管领导观摩２０１８年省级防震救灾综合演练。

【防震宣传教育】　深入荥经县严道一中、芦山县

二中、芦阳二小、名山中学、石棉中学、川心店社

区、名山区中心社区等 ５所学校和 ４个社区开展

“走基层送防震减灾知识”及科普宣传月等活动，

举办防震减灾专题讲座１２

场次，发放挂图、书籍、

手册等宣传资料 １３０００余

份。联合市教育局印发

《关于举办防震减灾知识

大赛的通知》，组织开展

以 “防震减灾·知识先

行”为主题的全国防震减

灾知识竞赛雅安地区赛事

活动。举办首期 “雅安市

防震减灾科普夏令营”活

动；举办第七届 “平安中

国防灾宣导千城大行动”

雅安站活动，联合名山区

防震减灾局和名山区科技

局、科协深入车岭镇石堰村、名山区实验小学等７

个基层单位播放防震减灾科普电影１５场，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共计１５０００余份。联合荥经县防震减灾局、

人保财险支公司赴新庙乡新建村开展科普讲座，联

合雅安市公安消防支队名山区大队在名山区马岭镇

康乐村举行马岭镇防震减灾、消防应急演练暨培训

会；全年深入基层乡村、企业、学校、机关等开展

防震减灾宣传活动８０余次，受众达１０万余人次。

【气象管理】　开展雅安首届熊猫灯会、春运、冬

春道路及交通安全、森林防火等气象保障服务工

作；为宣传 “天府之肺·生态雅安”，在雅安碧峰

峡、熊猫绿岛公园、名山蒙顶山承建３套负氧离子

监测站。与市安监局联合印发 《关于在全市开展防

雷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组织收集防雷重点场所

２５２家，对１０６家易燃易爆及危化企业开展防雷安

全检查，覆盖监管对象名录库的４２％。强化气象灾

害风险管理能力，开展定量化农业气象服务监测、

预报和评价，推进农业气象灾害影响预报；完成芦

山、天全、名山农田小气候观测站资料的收集。加

强乡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和防灾减灾能力培

训，将地质灾害防御责任人、监测员、防汛责任

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等手机号码纳入气象

预警信息接收发布平台，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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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开

展 “一县一品”特色农业气象服务，在春耕春播

期、秋收冬种期间等农事关键期每日滚动发送预报

预警信息，在灾害性天气来临时加强对种植户的指

导。开展防雹增雨作业，实施高炮作业 １８炮／次，

用弹４３７发，实施重污染防治火箭增雨作业５５箭／

次，用弹２０１枚。推进 《大气电场仪和闪电定位网

资料的处理与应用》 《雅安市短时强降水潜势预报

系统》《气象装备监控维修信息平台》等科研成果

的转化应用；组建 “短临预报技术” “短期暴雨天

气预报预警”两个创新团队开展本地的短期暴雨天

气预报预警方法研究；年度立项科研课题 １１项，

《风廓线雷达和天气雷达在雅安暴雨中的应用研究》

被列为２０１９年度高原与盆地暴雨旱涝灾害四川省重

点实验室科技发展基金科研项目。

图２１　雅安首座多普勒天气雷达 （雅安日报供图）

【雅安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　５月１７日，雅安市

首座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塔楼竣工并投入运行。雷

达站址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周公山顶，海拔１７２５米，

雷达塔楼距地高度６８米。雷达为 Ｃ波段多普勒天

气雷达，定量探测距离为１５０公里，定性探测距离

为４００公里。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将极大地

改善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系统的监测和预报水平，能

提供各类暴雨和灾害性天气的位置及强度；能实时

提供暴雨、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系统的落区预报，

空间分辨率达到中小尺度要求；能提高短期灾害性

天气预报和临近预报准确率，及时发出危险天气警

报；提高气象部门对云水的探测能力和分析水平，

具有探测范围大、灵敏度高、全自动、全天候等运

行特点。

【地质灾害防治服务】　制定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地质

灾害防治汛前检查工作方案》，重点对学校、医院、

旅游景区、场镇等人口密集区开展４次地质灾害隐

患拉网式排查；健全完善６级群测群防工作体系，

对威胁城乡居民的１４６０处隐患点落实专职监测人员

１６３４人，建立地质灾害避险场所５９０处。建立重要

天气信息地质灾害防范会商机制，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预警预报信息７０期，汛期２４小时双人双岗值班。

开展宣传培训１２５２次，参与培训人员８６万人；开

展应急演练１６３７次，参演人员８９万人次。强化汛

期技术支撑，协调落实１３支专业地勘队伍、１６名

专业技术人员在各县 （区）驻守开展防灾技术服务

和应急抢险。

【政府应急管理】　２０１８年进一步完善应急体制机

制建设，对应急管理目标考核细则进行再修改、细

化。参加四川省 １３市 （州）应急联动协作会议，

强化与毗邻市州应急联动机制、完善市级信息共享

机制，加强与驻地军警和有关企业的应急联动机

制，成立雅安市民兵应急营和雅

安市通用航空应急抢险救援队。

进一步加强应急预案管理，督促

县 （区）、市级部门严格落实预

案制度要求，强化预案动态管

理，促进预案体系建设，全年新

增、修订各类应急预案约 ３００

部。协调有关部门和县 （区）成

功处置 “５·１６石棉县地震”

“成雅高速名山段交通事故”

“汉源富泉镇山体滑坡” “雨城

区南外环线山体滑坡”等较大突

发事件。加强应急宣教演练工

作，邀请省上应急管理专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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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培训，加强与县 （区）、市级部门应急管理交

流培训工作；督促全市各行业 （领域）开展应急演

练累计３０２７次，参加群众约１７３５万人次，并结合

“５·１２地震”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活动等宣传

教育形式，加强对防震、防汛等重点自然灾害的避

险宣传工作。加强通讯保障和科技支撑，加大对应

急无线电通讯的检查和信号测试工作，确保与县

（区）保持２４小时无线电联通；完成市政府总值班

室改造，将公安天网、旅游监控视频及１２０调度系

统等接入总值班室。进一步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工

作，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高度重

视节假日、特殊敏感时期和汛期值班值守工作；坚

持做好突发信息报送，全年向省政府总值班室报送

突发信息 ３３期，全年抽查各级各部门值班情况

１２００余人次，坚持汛期２４小时督促抽查，确保人

员在岗在位在状态。

图２２　甘孜州、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地震应急演练 （市防震减灾局供图）

【地震应急管理】　印发 《２０１８年防范和化解重大

地震灾害风险工作任务清单》，将防范和化解重大

地震灾害风险工作任务逐项分解并落实到各县

（区）政府和市级各部门，明确完成时限。修订

《雅安市防震减灾局地震应急预案》，并配套修订

《突发地震应急处置手册》《雅安市防震减灾系统通

讯录》等。制定 《２０１８年高考地震安全服务保障专

项应急预案》，从工作机构、考前准备、应急措施

等多方面保障２０１８年全市高考顺利进行。开展地震

监测和应急准备及安全度汛工作检查，采取实地查

看、查阅相关资料、交换意见等形式，深入监测台

站、乡 （镇）、村 （社区）深入了解各县 （区）防

震减灾部门落实地震监测和应急准备及安全度汛工

作存在的问题，并现场提出整改建议。投资１２２万

元，完成防震减灾系统地震现场工作装备购置，向

各县区防震减灾局下拨应急装备补充经费近５８万

元。对全市地震灾情速报员进一步清理和登记，组

织全市１７６名地震灾情速报员进行业务培训。

政务服务

【办事指南】　建立前端服务导入制，逐个事项逐

一编制办事指南并印制成卡，受理内容、办理时

限、申请方式、申报材料等要素全部规范统一，清

单式面向群众，实现网上公开可查、政务热线可

询、办事大厅可取。聚焦不动产登记、市场准入、

投资建设、民生事务等事项，重新梳理１５００余事

项，流程入卡。

【一窗受理】　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

统一窗口出件机制，实行智能一体化管理，建成行

政许可、税务服务、民生事务、公安事务、不动产

交易登记五大综合窗口，实现 “一窗进出”。截至

年底，行政许可综合窗口办

结１２万余件事项，较改革

前平均提速５０％以上。

【一小时办结制】　建立一小

时办结制，设立３０００余平方

米的专门服务区，梳理公布

公积金、户籍办理、超限运

输等一般事项 ３００余个，出

台相应事项目录清单，通过

压环节、减材料、限时间，

确保群众立等可取。截至年

底，一小时办结区办结３０万

余件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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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办服务】　建立重点投资项目全程代办制，实

行集中受理、联合办理、限时办结、统一送达、事

后评价。组建专业代办队伍，施行审批进度红黄绿

三色亮牌，实现对重大投资项目、招商引资项目的

高效服务。截至年底，代办中心为川西农业博览城

等２０余个重大项目提供１９０余次全程无偿服务。

【“一车制”现场踏勘】　建立 “一车制”联合踏

勘制度，在项目选址、规划许可、建设施工、竣工

验收等关键节点，统一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

场评定、当场签字确认。截至年底， “一车制”完

成国盛商贸城、天立学校二期等３０余个项目的联合

踏勘。

【自助服务】　建立自助服务机制，建成５００余平

方米的 “２４小时不打烊”服务区，依托智能服务设

备，全天候办理征信查询、社保缴费、税收缴纳、

出入境签证、交警罚没缴纳、水电气费用缴纳等事

项。新设５０余台自助终端设备联通政务服务大厅、

西部云谷、手机终端等，确保企业群众自助服务高

效便捷。

【异地服务】　建立异地通办联动机制，依托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完善网厅、ＡＰＰ等功能，企业注

册登记、建筑企业资质认定、招标控制价备案实现

全程网办，社保、医保等社会保障实现全市通办。

截至年底，办理自助和网办服务事项２４５万余件。

【１２３４５政 府 服 务 热 线】　 整 合 形 成 统 一 的

“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一号受理、监督、反馈。

建立２０余人的专业服务队伍，落实来电受理、交

办、回复责任，做到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截至年底，“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共办理２６万余

件市民诉求。

【开办企业综合窗口】　按照 “能并则并、能免则

免”的原则，将企业开办流程从８个环节精简为工

商登记、公章刻制、社保登记、发票申领４个环节，

重新编印４个环节整合后的办事指南。将所有的商

事登记综合窗口与公安、人社、税务等部门的综合

窗口部分进行优化、整合，建立企业开办综合窗口

和企业开办 “一站式”服务区，让申请人只需面对

一个综合窗口，即可接受相关部门的全面服务。通

过精环节、改流程、编指南、制表格、设综窗，进

一步将企业开办时间极限压缩至２个工作日。截至

年底，为８３户企业的开办提供优质服务。

【周六政务延时服务】　印发 《雅安市各级政务服

务大厅延时服务实施方案 （试行）》文件，明确实

施主体为全市各级政务服务中心 （含人社分中心）

办事大厅、公安交警服务大厅、税务办税大厅、不

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办事大厅，各乡镇 （街道）便

民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村 （社区）便民服务点等相

关政务服务窗口。市本级和各县 （区）政务服务大

厅基本实现周六延时服务。截至年底，市本级政务

服务大厅周六延时服务已办结２３００余件事项。

【不动产交易集成服务】　印发 《雅安市不动产交

易登记集成服务窗口建设实施方案》，明确相关部

门的责任分工和工作任务以及实施步骤等。建立不

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窗口，重新梳理不动产

交易登记过程中房管、不动产、税务等窗口办事流

程及群众所需提供资料，有效整合三家资源，实行

“一机取号、一套资料、一次受理、一网缴费、一

窗出证”，实现不动产登记 “一站式”办理。截至

年底，不动产集成服务窗口共办理５９００余户交易申

请，有效激发不动产交易市场活力。

【交易平台标准】　建立 《雅安市交易平台现场异

常行为处理办法》等制度，健全交易服务大厅日常

巡查制度，对相关人员采取提醒、约谈等方式进行

督促。与相关部门共同完成 《雅安市国家投资工程

建设项目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

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 （试行） （适用于采用计

算机评标系统评标的工程）》的修改，并在雅安市

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平台上发布。制定 《关于进一

步规范招标代理机构进场代理行为的通知》，对代

理机构组织交易各环节的要求、代理机构的义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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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以及招标代理机构服务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作

出规定。

【一体化自助平台】　在政务服务大厅 Ａ区二楼建

设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自助体验区，安放２０余台电

图２３　雅安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自助区 （市政管办供图）

脑一体机供办事群众使用。推动综合窗口全面使用

一体化平台。截至年底，有２３个市级部门共８４０余

项事项入驻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综合窗口，超过

５０％的新设立企业通过全程电子化，实现 “在家办

公司、一次都不跑”。

【中介服务】　细化梳理中介机构执业不规范的各

种类型，完善中介机构清退淘汰和惩戒机制，探索

实现中介机构信用记录与信用中国、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等的数据共享。印发

《关于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类中介机构入库相关事

宜的通知》等文件，在新的中介机构选取使用办法

中增加 “随机抽取 ＋谈判”、直选等方式，拓宽中
介机构信息库使用范围。截至年底，入库中介机构

１０８８家，项目业主５６９家，完成各类中介机构选取

项目２７０６个 （含５５个直选项目）。

【电子化平台】　引入网络安全服务公司，为公共

资源交易电子化平台网络信息化安全提供安全事件

预警、渗透测试、审计监测、安全咨询、应急响应

等多维度保障。完成与北京筑龙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五年合作合同及保密协议的签订，升级公共资

源交易电子化平台，为交易系统提供更有力的技术

保障。优化电子化平台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搭建

完成电子化平台光纤

交换机、核心交换机、

磁盘阵列及四台物理

服务器，部署 １３台虚

拟服务器。采购云计

算基础服务，开展电

子化平台安全防控系

统建设，确保电子化

平台 的 安 全 性 和 稳

定性。

【土地及矿产交易】　

做好土地及矿产交易

职能承接的前期准备

工作，赴乐山、眉山

等市 （州）和土地矿

产交易中心全流程学习，梳理优化土地及矿产交易

流程、交易文件范本、公告范本、委托书范本等。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组织雅安市大兴片区 ９—０８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成交溢价率高

达４０％。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共组织开展土地

交易项目６６个，实现交易 “零差错”。

【政府采购】　依据省财政厅出台的五类政府采购

文件范本，制定符合雅安市实际的政府采购文件范

本。加强政府采购内控机制建设，制定 《政府采购

工作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政府采购办事指南》等

规范性文件以及 《采购文件编制、采购公告发布工

作流程图》《开评标流程图》《ＰＰＰ项目资格预审阶

段流程图》 《ＰＰＰ项目采购公告阶段流程图》等规

范化流程。推进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工作，完成

网上竞价、商场直购等系统的修改及测试工作，完

成 “雅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竞价采购系统”

的功能设置和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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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侨务和港澳台工作

【外事工作】　４月，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瑞典、

荷兰三位外籍专家考察调研石棉栗子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大熊猫项目合作。４月底，美国苹果公司副

总裁葛越来雅安市调研 “４·２０”芦山地震苹果公

司向雅安灾区捐款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使用情况。６

月，挪威驻华大使馆发展参赞Ｊａ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ｒｙｔｈｅ就

“４·２０”芦山地震挪威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的 “雅

安市地震灾后生态恢复及雅安国家公园与水资源管

理框架能力建设项目”赴雅安进行进一步沟通交

流。９月１８－２１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四

川省对外友好协会部署安排下，２２名来自印度、斯

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等五个南亚

国家的青年领袖莅临雅安市，与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师生共同开展职业技能体验、学术讲座、文化体育

交流等系列活动。１０月１９－２１日，应全国对外友

好协会的邀请，法中友协联合会代表团一行七人访

问碧峰峡熊猫基地、蒙顶山茶文化博物馆及皇茶

园、上里古镇茶马驿站。

【侨务工作】　１月２５日和３０日，市外侨和港澳台

办分别在芦山县大川镇快乐村和名山区前进乡清河

村举行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冬赈扶贫爱心捐赠仪

式，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捐赠３万元人民币，用于

帮助１４０户农村贫困人员顺利过冬。香港福慧慈善

基金会是香港回归之后首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

的非营利性慈善机构，该基金会从１９９８年起共为雅

安市名山、荥经、汉源的贫困孤儿捐资助学６００余

人次，捐赠款物达５０余万元。２月２８日，省外事

侨务办一行４人专程赴雅安雨城区看望慰问为支援

我国抗日战争时从印尼来到云南参加抗战的南洋机

工后代。

【对台工作】　２月１７日至２２日，由中国友好和平

发展基金会、中华文化联谊会和四川友协共同主办

的 “欢乐春节”熊猫故里·锦绣四川—第八届海峡

两岸春节民俗庙会在台湾南投县会展中心举办。３

月１３日，四川省台办一行四人亲临雅安市台办看望

慰问全体工作人员，期间，听取雅安市台办２０１７年

对台工作的开展情况和雅安市台办２０１８年贯彻全省

对台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汇报。５月１０日，台湾慈

善慈济事业基金会副会长王端正一行３人莅临雅安

名山区和雨城区考察 “５·１２”和 “４·２０”地震援

建学校使用情况。５月２８－６月３日，应台湾 “财

团法人海峡两岸商务发展基金”邀请，荥经县现代

农业及乡村旅游考察团一行１０人赴台进行为期７天

参访交流，分别参观考察台湾金山穈隐农场、好时

节农庄、飞牛牧场、台一生态农场、桃米生态村、

头社活盆地、良作工场农业文创馆、菁山农场、新

芳春茶行等。６月２４－２６日，台湾台东县少数民族

民意代表廖国栋服务处王秋兰女士率领基层及农业

代表团一行２５人先后在汉源县清溪镇同心新村、双

溪乡申沟桃村、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花椒

博物馆、果岭云仓电商平台和名山区蒙顶山、蒙顶

山茶史博物馆、牛碾坪万亩观光茶园进行参访交

流。９月３日，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政为一

位因涉台婚姻关系在雅安生活的台胞黄文宏办理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９月１８日，台湾顶新公益基金会

援建雅安市名山区、甘孜州泸定县 “顶新康师傅图

书室”在泸定县第二中学举行交付使用仪式。台湾

顶新公益基金会自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共向雅安市捐

建 “顶新康师傅图书室”４７所，此次交付的名山区

中峰乡中心小学图书室是顶新公益基金会捐建雅安

市农村图书室项目之一。１０月１４－２１日，雅安市

六县两区的乡村产业带头人共２０人参加由省旅发委

和省台办联合组织的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乡村旅游产业

带头人赴台学习交流活动”，先后沿 “台北市 －宜

兰县－花莲县 －台东省 －高雄县 －台中市”一线，

对台湾当地潭心阁、云山水、富杉晴等独具特色的

民宿及驳二、车埕等优秀的文创产业进行实地学习

调研。１０月２６－２８日，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慈济

人文交流暨 “２０１８四川 ‘深耕·生根’教师成长

工作坊第二次研习”活动在雅安市名山中学举行，

来自雅安、成都、绵阳、什邡的慈济援建学校共５０

名教师相聚名山中学开展研习交流。１１月９日，以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涂金助先生、台湾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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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台湾慈善慈济事业基金会副会长王端正在名山区考察援建学校使用情况（市外侨和港澳台办供图）

会理事长简明忠先生为正副团长的交流考察团带领

台湾云林、台北、嘉义、台中、屏东等五县市一行

２７人赴雅安市参访交流。１２月６日，台湾慈济慈善

基金会副理事长王端正一行３人赴雅安雨城区、芦

山县考察 “４·２０”地震援建学校———雨城区汉碑

路小学、芦山县第二中学、教师培训中心使用运行

情况。

【港澳工作】　１１月６－１０日，雅安市委书记兰开

驰率领市投资促进局、市经信委、市旅发委等相关

部门领导组成的党政代表团赴港澳参加四川省举办

的 “川港澳合作周”活动。活动期间，在香港举办

“一座最滋润的城市———四川·雅安旅游专题推介

会”。同时，签订６个项目、总金额达１５亿元的投

资协议。拜会相关企业时，市委书记兰开驰诚挚邀

请企业家共享 “天府之肺·生态雅安”发展新机

遇，共谋互利合作新发展。

机关事务管理

【机关国有资产统一管理】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按照市委 “１４８５”工作部署，围绕 “管

理、服务、保障”宗旨，坚持科学化管理、规范化

服务、法制化保障，有序做好机关事务管理各项工

作。积极推进机关国有资产统一管理，开展市级部

门不动产权清理、登

计、移交。全年会同市

纪委、财政、审计、发

改委等部门开展专项调

研８次、检查指导工作

１５次，全年共调剂办公

用房和业务用房 １５６７７

平方米，审批维修改造

办公用房１７８１平方米。

【公务用车使用管理】

　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

备使用管理要求，加强

监督指导力度，制定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

理流程》。全年审批报废及配备更新公务用车共３６

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市级部门和县 （区）开

展不定期检查５次，核查车辆管理台账等２５次。并

推进全市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草拟 《雅安市

市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等配套

文件，９月份启动市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管理】　开展公共机构节约能

源管理，推进全市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各项重点

工作，荥经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汉源县综合

服务中心、雨城区人民医院、天全县城区第三完全

小学四家单位成功创建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名山区政务中心、芦山县人民医院、市国税局

三家单位通过国家级示范创建初步验收。开展公共

机构节能宣传活动，通过电视、宣传栏、电子屏标

语、街头横幅标语等形式广泛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参加全省公共机构节能知识竞赛获得一等奖。

【机关后勤服务保障】　做好机关后勤服务保障，

完成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度市行政中心物业服务单位招标

工作。细化完善雅安市行政中心物业服务标准化手

册，进一步加强监管与考核，物业服务水平有新的

提高，并着手创建我市 “机关办公区物业考核规

范”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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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档案局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和市委四届四

次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秉承 “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

　　图２５　专家组查看雅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目录数据采集及
数据库建设项目 （市档案局供图）

务”宗旨，持续推进脱贫攻坚档案工作，

针对脱贫攻坚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共组织

培训７次，组织观摩学习１８次，并于５月

１１日组织全市档案系统召开档案规范化认

定工作研讨会，特邀专家到场指导。不断

推进档案工作规范化建设，对２０１８年需要

认定的 ２０个单位开展全面督导。按照

２０１８年执法检查工作计划，对 “双随机”

抽取的１５个检查对象进行档案执法检查，

审查规范性文件３个，制定市本级规范性

文件２个。

【馆藏档案概况】　雅安市档案馆馆藏案

卷１６７２０４卷，１５９８８３件，保存档案资料

１９８９２册，照片档案 ２７１２张，实物档案

１１３件，馆藏档案中民国清朝时期档案 １０８４４卷，

其中 《雅州府志》年代最早，形成于 １９１９年。馆

藏档案包括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以及专业档案等，

反映雅安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

育、卫生、科技等方面情况。

【档案征集利用】　２０１８年度雅安市档案馆未征集

到有收藏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雅安市档案馆提供

函查、电话查询、网上查询以及节假日预约查档服

务，全馆共提供查阅利用 ２１４人／次，查阅档案

１９７０卷／次，有记录的复印资料达３６０５页。为党委

政府、机关工作查考、编史修志提供原始凭证和参

考资料，为企业职工办理社保、医保、退休，落实

待遇等提供原始依据。与雅安日报合作编研 《走进

雅安档案》第三季共１２期。

【档案接收进馆工作】　按照国家档案局８、９、１０

号令开展到期档案接收进馆工作，全年共接收档案

６５５５卷，进馆 １０５９４０件。鉴定开放档案涉及 ４个

全宗，共计 ５３７６卷，开放档案４９３卷。定期检查、

维护馆库安全管理设施设备，保持库房清洁卫生，

控制库房温、湿度，馆藏档案无虫霉现象发生。完

成雅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目录数据采集及数据库建

设项目。

地方志工作

【史志鉴编纂】　在全省率先启动地方史——— 《雅

安通史》编写工作；《雅安市志》进入省政府终审

阶段。编纂出版 《雅安市年鉴 （２０１８）》。完成 《芦

山强烈地震雅安抗震救灾志》出版采购项目公开招

标；完成 《雅安市乡镇简志》初纂。完成续修 《汉

源县志》终审工作。各县区均完成地方综合年鉴编

纂出版任务。雅安首次参编 《成都年鉴 （２０１８）》。

完成 《雅安市脱贫攻坚大事记 （二）》 《雅安市脱

贫攻坚志》（２０１５—２０１７）资料征集。

【地方志文化宣传】　联合相关部门对贯彻执行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和专项督

查；召开年鉴工作经验交流会，邀请专家来雅开展

资政报告撰写方法、地方史编写工作培训。为党

委、政府和各级各部门提供地情信息咨询服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雅安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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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

【市政协四届五次常委会议】　１月１８日，市政协

主席杨承一主持召开四届五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

副市长孙久国代表市政府所作关于市政协四届一次

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及市纪委关于２０１７年

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市中级

人民法院关于２０１７年全市法院工作情况通报，市人

民检察院关于２０１７年全市检察院工作情况通报。会

议审议通过政协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

有关事项。

【市政协四届二次全体会议】　２月８—１０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图２６　２月８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雅安日报供图）

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市政协主席杨承一所作的常委

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韩冰所作的提案工作报

告。会议期间，委员们列席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 《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工

作报告。会议通过 《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和 《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决议》。

【市政协四届六次常委会议】　４月９日，市政协主

席杨承一主持召开四届六次常委会，传达学习全国

“两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

神，通报 《政协雅安市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

和 《２０１８年度协商计划》，围绕 “加快 ‘飞地经

济’发展”建言献策，协商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市政协四届七次常委会议】　７月１８—１９日，市

政协召开四届七次常委会议，传达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精神、省委书记彭清华来雅调研指示精神以及

市委四届６６次、６７次常委会议精神，学习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意见精神，听

取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上半年工作通报，审议通

过 《关于雅安市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的调研报告》，并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题议

政性协商。

【市政协四届八次常

委会议】　９月２０—

２１日，市政协主席

杨承一主持召开四届

八次常委会议，传达

贯彻市委四届四次全

会精神，围绕川西交

通枢纽建设情况建言

献策。会议期间，常

委们视察雅安火车

站、成雅快速通道、

青衣江特大桥等重点

工程建设，听取浙江

大学教授徐延安结合

雅 安 实 际 所 作 的

“生态城市建设与全

域旅游发展”专题报告。

市政协工作

【市政协办工作】　２０１８年，市政协办公室围绕

“市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

里”，加强统筹协调，为各项视察、调研活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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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服务。全年汇总调研协商成果和社情民意

信息４１项，及时报送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推动

落实 《中共雅安市委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梳理市政协四届二次会

议围绕 “一府两院”工作提出的产业转型、乡村振

兴、民生改善等十个方面６９条协商建议，跟踪市政

府办印发的 《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对市政府工作建

议责任分工方案》，分类处理、逐项落实。会同人

资环委、市交通局制定方案，完成市政协常委会视

察铁路、公路交通重点项目的各项保障任务。草

拟、校核报告，以市政协党组名义向市委建议全力

推动 “４８１４”交通建设规划布局落地落实，加快实

施 “交通通达行动”。协助经济委围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组织市级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等界别委员在市内视察调研和外出考察学

习，向市委建议把支持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与当前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工作相结合，增强农

业农村发展动力。支持民宗委组织市政协委员深入

寺观教堂调研，听取相关寺观教堂教职人员、教徒

信众等各方意见，向市委建议注重发挥宗教场所在

雅安市全域旅游行动中的特殊作用，加强宗教人士

培养，正确引导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与经济社会发

展相适应。全年共处理各类公文２６００余份，印发文

件３７０余个。承办市政协四届三次全会和市政协常

规例会，召开 “全市政协系统我为扶贫攻坚做件事

现场会”。

【提案工作】　２０１８年，征集提案２７４件，其中委

员个人或联名提案２４３件，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市政协专门委员会及各委员界别、各委员学习

小组的提案３１件，参加提出提案的委员共 ７０９人

次。经审理，共立案 ２４１件，占收到提案总数的

８８％。加强与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

办公室衔接，掌握办理工作动态和进度，加强督促

检查，提案已全部办复，办复率为１００％，委员们

均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起全面完成市政协四届二

次会议提案网上提交、审理、立案、转办、交办、

对外发布等工作。遴选８件主席领衔督办协商重点

提案，列入 《２０１８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开展督办协

商。开展 “山头”旅游开发专题调研，形成报告供

报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在 《雅安日报》设置 “问

效政协委员提案”专栏，选择一批重点提案，开展

提案办理跟踪问效，强化协商民主监督和舆论监

督，引导办理单位重视提案办理工作。选派骨干力

量参加高校举办的 “政协提案工作实务专题培训

班”培训，开展２０１８年度优秀提案和提案先进承

办单位评比活动，组织开展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

《关于熊猫文化景点打造的建议》重点提案督办协

商工作，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议，就提案问题

和相关工作与主办单位市住建局、会办单位市旅发

委互动协商，对提案及相关问题建议达成共识，形

成 《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情况的报告》报送市委、市

政府决策参考。围绕 《关于加快芦天宝飞地产业园

区配套设施建设的建议》重点提案，组织召开督办

协商会议，切实研究解决问题。组织开展 “关于优

化雨城区城市道路交通信号设置的建议”重点提案

督办协商，促进主城区的城市道路交通信号设置和

地面标志得到改进完善。对市政协委员提出的 《关

于在民商事案件裁判中维护公平正义的建议》 （第

２７４号）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协商工作，提案人对提

案的办理及答复表示满意。会同提案委组织相关市

政协委员，对２０１７年社法委提出的 《关于进一步

规范公安交警非现场交通违法查处行为的建议》集

体提案追踪问效。以 《关于在雅安市推广油茶种植

的建议》重点提案督办为支撑，积极开展互动协

商，巩固提案办理成果，强化委员履职成效。

【调研视察】　组织市政协四届六次常委会议开展

专题视察，形成 《关于加快推进我市 “飞地经济”

发展的报告》。组织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进行调研，

召开 “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界别协商会

议，形成协商报告送市委市政府。围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调研，形成 《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建议》和 《积极发展农旅融合新业态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分别在市政协四届三次

全会作书面发言。召开全市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听

取雅安市各行业民营企业家代表建议，为促进我市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建言献策。组织部分委员、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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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公私合作研究院部分专家，四川省体育局、四

川省航空运动学校等领导多次调研，召开专题协商

会，形成 《关于发展低空体育运动产业的专题协商

报告》报市委供决策参考。专题视察全市铁路和公

路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形成 《关于我市铁

路和公路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的视察报告》

报送市委。紧扣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围绕

科技、教育、卫生等热点难点问题，牵头组织开展

常委会专题议政协商和调研视察，形成 《关于我市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题议政性协商情况的报告》

《关于雅安市中心城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

点提案督办协商情况的报告》 《关于强化我市艾滋

病防控工作的建议》等调研报告，得到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的肯定批示，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

进一步完善整改措施。组织开展分级诊疗制度推进

工作跟踪监督、茶旅融合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等专

题视察活动，组织委员参与 “我为扶贫攻坚做件

事”活动，及时上报委员履职情况。组织部分政协

委员围绕强化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开展调研，提出６

点建议报送市委。开基层调研活动，形成 《关于加

强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组织部分少数

民族界别委员赴凉昭觉县考察学习彝族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工作，调研石棉县、汉源县、荥经县彝族贫

困乡村，形成 《关于赴凉山州昭觉县学习考察彝族

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报告》，对雅安市彝族地区脱

贫攻坚工作提出针对性建议。实地调研开放的佛教

寺庙１３处、天主教堂５处、伊斯兰教堂１处、基督

教堂１处，形成协商报告，提出相关建议。组织部

分委员深入６县２区进行专题调研，形成 《发挥独

特宗教文化优势助推全域旅游行动》调研报告。

【课题研究】　在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中，牵头组织９个相关部门单位组成专题调研组

开展大调研，形成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聚力打造中

国生态康养典范城市促进全域旅游新发展的思考》。

就 “雅安市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开

展主席领衔重点课题调研，形成 《关于雅安市缓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调研报告》。开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课题调

研，在省政协农业委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交流发

言。专题调研 “成雅工业园区的建设发展”和 “如

何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力度”等课题，将成果提交省

政协十二届二次全会。组织委员和专家完成主席领

衔重点调研课题 “雅安雾霾问题研究”，形成 《关

于雅安市主城区雾霾形成分析及防治对策的调研报

告》报送市委，为市委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落实

改进措施提供建议。收集整理编报涉及脱贫攻坚、

交通安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和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各类社情民意信息３１篇，其

中 《关于严格执行四川省人民政府第２０５号令 落实

水资源税分享政策的建议》被省政协采纳，并以专

报的方式报省政府领导。对如何抓好社情民意信息

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形成具体的工作办法。

【文史研究】　开展 “挖掘文史资源 助推雅安发

展”专题研讨活动，征集研讨文稿２３篇，组织１６

位撰稿人员进行研讨交流发言。征编出版 《四川新

康石棉矿文史》（专辑）、《雅安市文史资料研讨文

集》两本文史资料。组成课题调研组，对云南省玉

溪花灯、傣族慢轮制陶技艺、傣族织锦技艺、普洱

茶制作技艺和雅安市硗碛多声部民歌、硗碛锅庄、

荥经砂器烧制技艺、荥经竹号、周记棒棒鸡制作技

艺、尔苏木雅藏族 《母虎历法》、尔苏藏族民歌

“萨里安多曼”等２０余个非遗项目进行专题调研、

学习考察，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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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　６月，市纪委启动纪检监察系统首轮内部督察 （市纪委供图）

概　述

【概况】　开展党的十九大等重要会议精神贯彻执

行情况全覆盖调研督导和监督检查，加强对脱贫攻

坚等重大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追责问责 １２７人。

派员督导县 （区）党委和市级部门领导班子民主生

活会。建立覆盖全市９９７名市管干部和纪检监察领

导干部的廉政档案。出具党风廉政意见 ９７９人次。

完成市、县两级监委组建和挂牌运行。对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反馈并督促整改问

题６６个。以汉源县纪委为试点，开展县 （区）纪

委落实监督责任情况专项督查。全市追究落实 “两

个责任”不力党组织１４个、党员领导干部 ８５人。

开展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５１５２人次、领导干部任前

廉政谈话１１３６人次、谈话函询１０３０人次、诫勉谈

话２８４人次。开展 “阳光问廉 ＋述责述廉”并进行

全媒体公开。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受理信访举报９４２

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２３９９件次，同比分别增长

１０６６％、６５３％，运用 “四种形态”处理２５５８人

次。组织开展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回头看”，发现

并督促整改问题２４５个。修订四届市委巡察工作五

年规划。市本级完成常规巡察、专项巡察、 “机动

式”巡察４轮 （次）。提级办理的大兴镇 “１１·２０”

专案共立案 ３８人、处分 １９人、移送司法机关 ３８

人。深化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惠民惠

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完

成首轮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督察，发现并督促整改问

题３６个，立案查处 ４人。坚持 “刀刃向内”查处

纪检监察干部１９人，制定关心关爱措施，帮助一线

纪检监察干部解决后顾之忧。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牢记纪委监委政治机关属

性，突出政治引领，开展 “忠诚卫士”机关党建品

牌创建，推进机关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推动纪委

监委融合发展。扎实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确定２０个重点调研课题，领导班子成

员主动认领并深入基层蹲点调研，形成调研成果用

于指导工作。围绕提高战斗力，分层分类开展学习

培训１０期１６００余人次。制定 《关于进一步改进工

作作风的实施办法》 《关于加强和改进督查检查工

作的若干措施》，祛除陈规陋习、繁文缛节。加强

市纪委监委机关内部廉政风险防控。完成首轮纪检

监察系统内部督察，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３６个，移

送问题线索 ４件，立案查处 ４人。坚持 “刀刃向

内”，查处纪检监察干部１９人，其中市管干部２人。

严管厚爱相结合，制定关

心关爱措施，帮助一线纪

检监 察 干 部 解 决 后 顾

之忧。

【市纪委四届四次全体会

议第一次大会】　２月１１

日，市纪委四届四次全体

会议第一次大会召开，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赵乐际

同志所作工作报告，传达

学习王东明同志在省纪委

十一届二次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王雁飞同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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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作报告，审议通过黎明同志代表市纪委常委会

所作的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工作报告。

党风廉政建设

【自觉落实 “两个维护”】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市纪委常委会带头学习贯

彻，带动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学懂弄通做实，自觉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担当落实 “两个维护”政

治责任，组织开展党的十九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省纪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贯彻执行情况全覆

盖调研督导和监督检查，推动发现解决问题，加强

对脱贫攻坚、环境保护、土地督察、项目推进等重

大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追责问责１２７人，以铁的

纪律保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通过派员督导县

（区）党委和市级部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加强

党内政治生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自觉遵守党章党规

党纪。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紧盯 “关键少数”，建

立覆盖全市９９７名市管干部和纪检监察领导干部的

廉政档案，为干部精准 “画像”打牢基础。严把党

风廉政意见回复关，出具党风廉政意见 ９７９人次，

向市委建议终止２名、暂缓３名市管干部任用程序，

取消１１名市管干部评先评优资格。

【健全完善监督体系】　稳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顺利完成市、县两级监委组建和挂牌运行，内

设机构增加 ２９个，划转编制 ９４名、转隶干部 ５２

人，监督对象由９９万余人扩展至１３９万余人，实

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分类

制定业务运行、措施使用、对外协作３大类１２项制

度和监察留置场所运行管理１８项配套制度，初步形

成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相互衔接、执纪与执法

相互贯通的工作机制。建立监督检查、审查调查、

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工

作机制，在市一级纪委监委机关实现监督检查和审

查调查职能分离、部门分设。发挥纪委监委合署办

公优势，贯通运用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全要素试

用 《监察法》赋予的１２项调查措施，实施留置４２

人，移送司法机关４３人。有序推进国家监察向基层

延伸，８个县 （区）向乡镇 （街道）派出监察室

１４３个，覆盖率达１００％。加快推进派驻监督全覆盖

改革，采取单独派驻、综合派驻两种方式，实现对

市、县两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

【锲而不舍正风肃纪】　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纠正 “四风”全覆盖专项督查，向 ８个县

（区）、飞地园区 （经开区）和５个市级部门 “一对

一”反馈问题４９个。针对省委正风肃纪督查发现

的４大类１５个方面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举一反三

整改落实，共清理规范资金１３８８万元，清退收缴

４９４万元。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结合政

府系统集中整顿作风提升行政效能专项活动，坚决

纠正回避问题、庸懒无为、冷硬横推等不作为、慢

作为行为，逗硬问责处理１２６人。保持正风肃纪的

韧劲和执著，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一个问题一个

问题突破，严防 “四风”反弹回潮，推动党风政风

持续向好。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１２７件１８１人、处分１４３人，通报曝光５６批次１７０

人次，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全市党风

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满意度指数和排位连续五年实现

“双提升”。

【坚定不移惩贪治腐】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

贿一起查，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立案 １１０１件、处分 １０７６人，同比分别增长

２６３％、３８８％。其中，立案审查调查市管干部２５

人、乡科级干部２０３人。加大征地搬迁、金融领域、

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高标

准建成市级留置场所、谈话场所和涉案物品管理场

所，高起点建立２２７人公安看护专班，建成４３个乡

镇纪委规范化接访谈话场所，确保审查调查绝对安

全。重视做好审查调查 “后半篇文章”，开展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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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纪律教育，制作雅安首部警示教育片 《滥权之

殇》，市委常委会和市委中心组带头观看，并组织

全市５０００余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纪检监察干部全

覆盖观看。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中国工农红军强渡

大渡河纪念馆成功创建省级廉洁文化基地，培育命

名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纪念馆、红军长征翻越

夹金山纪念馆等６个市级廉洁文化基地。

【统筹推进巡视整改】　以高度政治自觉推进巡视

整改，将中央第四巡视组反馈意见指出的５个方面

突出问题，细化为 ４５项整改任务、１８８条整改措

施，狠抓整改落实。组织开展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回头看”，开展 “机动式”巡察和专项督查，发现

并督促整改问题２４５个。持续深化政治巡察，修订

四届市委巡察工作五年规划，把 “两个维护”作为

巡察工作根本政治任务。市本级完成常规巡察、专

项巡察、“机动式”巡察４轮 （次），发现问题１４７１

个，移交问题线索 １４４件，立案审查 ３１件 ４７人。

探索开展 “提级巡察”和 “交叉巡察”。从严从实

督促巡察反馈问题整改。

【整治基层 “微腐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突出 “三个方面”重点，采取 “六个一批”

措施向 “微腐败”开刀，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持续增强。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４７７

件６２７人、处分５００人。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基

层 “拍蝇”结合起来，处置问题线索１２７件，查处

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２１件２８人，其中

“一案三查”１０人。提级办理的大兴镇 “１１·２０”

专案共立案 ３８人、处分 １９人、移送司法机关 ３８

人，取得良好政治、纪法和社会效果，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两次作出肯定性批

示。深化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集中整治履

行 “两个责任”不力、扶贫领域腐败、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等突出问题，立案查处２６１件３３２人、处分

２７３人，市纪委约谈提醒查处问题排名靠后的县

（区）纪委书记３人。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追缴退赔资金

５８４７８万元，清退返还群众２４１３万元，２４２人在

限期内主动说清问题，１３２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巡察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委巡察工作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按照 “六围绕一加强”和 “五个

持续”要求深化政治巡察，把 “两个维护”作为巡

察工作的根本政治任务，全面审视被巡视党组织工

作。全年市本级完成２轮常规巡察、１轮脱贫攻坚

专项巡察和１次 “机动式”巡察，对６４个党组织

开展 “政治体检”。发现问题１４７１个，移交问题线

索１４４件，立案审查３１件４７人。在四届市委第四

轮巡察 （脱贫攻坚专项巡察）中，共发现问题５５１

个，线索７７件。

【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注重创新方式方法，在四

届市委第四轮巡察 （脱贫攻坚专项巡察）中积极探

索开展提级巡察，市委巡察组直接对８个县 （区）

的３２个承担扶贫专项牵头任务的部门和有贫困村的

乡 （镇）开展巡察，直插到底，巡出 “真章”，共

发现问题３８６个，线索５５件。围绕脱贫攻坚，在芦

山县、宝兴县之间，探索开展交叉巡察，共发现问

题４７个，线索１８件，对破除 “熟人社会”影响进

行探索。２０１８年，围绕脱贫攻坚，市县统筹联动，

实现对承担扶贫专项牵头任务的单位、有贫困村的

乡镇和贫困村 “三个巡察全覆盖”。发现问题２６４１

个，移交问题线索 １６３件，立案审查 ５１件 ６４人。

开展 “提级巡察”和 “交叉巡察”。从严从实督促

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整改率达９９％。

【巡察整改工作】　坚持将每轮巡察的有关情况向

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通报。向 １２位市领导发函

２４件 （次）。坚持向市纪委机关、市委组织部及相

关职能部门通报巡察有关情况，形成有序衔接、互

为补充、协调一致的整改监督链条。坚持巡察进

驻、反馈、整改等情况 “双公开”，既在党内公开，

又坚持通过 《雅安日报》、雅安电视台、雅安市纪

检监察网 “一报一台一网”向社会公开。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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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反馈的８２３个问题，整改到位８１６个，整改率

达９９％。

【巡察队伍建设】　把巡察岗位作为发现、培养、

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选派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

到市委巡察机构挂职锻炼，抽调县 （区）专职巡察

干部参加市委巡察工作。建立市本级组长人才库５

人，副组长人才库４４人，巡察专业人才库２８３人。

强化学习培训，先后召开４次培训会，培训市县巡

察干部２００余人 （次）。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强

化自我监督和管理，打造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

纪守法、清正廉洁的巡察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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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雅安市委员会

图２８　民革雅安市委、民革雨城区委关爱抗战老兵暖冬行动（民革雅安市委供图）

【民革参政议政】　２０１８年，民革雅安市委向政协雅

安市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交大会发言２篇、联组发言

２篇、集体提案５件，个人提案２８件；向雅安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意见７

件；向中共雅安市委、市政府，市委统战部及上级民

革组织提交参政议政材料、社情民意２９件。

【民革建设与帮扶】　２０１８年，民革雅安市委新发

展党员１１人，有县级委员会 １个，市直总支部 ２

个，支部２２个，党员７２５人。民革雅安市委与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保定市委员会缔结友好关系；民

革雅安市委荥经县总支部委员会第三支部与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西安市委员会曲江新区总支部委员

会启厦门支部缔结友好关系。５月５日，通过民革

雅安市委荥经总支部和眉山东坡区支部的共同努

力，为推动雅安、眉山两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四川坡

仙黑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荥经县成立，跨区共建

的民革三苏暨黑砂文化研究实践基地同时成立。

【关爱抗战老兵】　２月３日，民革雅安市委、民革

雨城区委和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在名山区举行关爱

抗战老兵暖冬行动仪式，向１２位抗战老兵赠送暖冬

慰问品，价值人民币１８万元。８月７日，民革雅

安市委举行关爱抗战老兵轮椅捐赠仪式，向雅安籍

４名抗战伤残军人捐赠轮椅，并争取四川省抗战研

究会向雅安市 ２０名抗战老兵发放 １万元慰问金。

２０１８年编撰 《雅安民革》刊物 １期，宣传信息

８４条。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７０周年】　２０１８

年，民革雅安市委以 “一次知识竞赛、一次座谈

会、一次征文、一次现场教学、一次考察和一次文

化交流”的方式，开展纪念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

号”７０周年活动。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列活动】　２０１８年，民革

雅安市委组织开展以知识竞赛、趣味运动会、总结

会为主要内容的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活

动”。

中国民主同盟雅安市委员会

【民盟参政议政】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提交加大棚户区改造、加快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等建

议１２件，函复１０件。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上，提交 《关于乡村振兴要与新型生态农业模式有

机融合的建议》 《关于发

展茶旅游业助力我国茶区

乡村振兴的建议》、《关于

做好深度贫困县的脱贫攻

坚工作的建议》等提案。

在省政协十二届一次全会

上，提交 《山区产业扶贫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建

议》 《关于制定出台四川

省水电管理办法等规范性

文件的建议》 《关于将汉

源县纳入大小凉山片区政

策范围的建议》３件提案。

在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上，提交 《关于推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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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议》等３件建议。在市

政协四届二次全会上，民盟市委提交集体提案４件，

个人提案２８件，民盟市委作 《同城建设·交通先

行》的大会发言，提交 《关于借助大熊猫国家公园

建设之力，加快融入３１８黄金旅游线的建议》的大

会书面发言材料；联组会上，民盟市委作 《关于我

市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建议》和 《充分利用新旧

媒体·实现全民食品安全监督》的发言，其中 《关

于我市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建议》促进环境保

护，石棉县小水河上２６座电站已决定全部拆除、雨

城周公河上拆除电站３座。民盟在市政协四届一次

全会上提交的 《关于加快推进雅安市有机产业发展

的建议》《雅安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关于加强脱贫攻坚后续管理的建议》荣获优秀提

案称号。全年共向民盟省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

报送社情民意信息２８条，其中：《关于加强慢性病

特殊门诊管理的建议》 《关于完善法规政策加强畜

禽规模以下养殖污染防治的建议》 《关于规范我省

电视药品广告的建议》 《关于破解种业发展困境促

进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被省政协、省委统

战部采用， 《关于摒弃恶俗陋习建设文明乡村的建

议》等１７条信息被民盟四川省委采用。积极参与

民盟省委组织的论坛活动，向法治论坛提供征文１

篇，教育论坛提供征文３篇。开展调查研究，形成

《关于推进城乡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建议》《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的建议》 《关于健全生

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 《关于做大雅安道地

中药材产业的建议》４篇调研报告。联合承接民盟

省委调研课题 《关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中生态补

偿实施的建议》《生态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建议》《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并形成

调研报告。开展暑期学习实践活动，赴江苏泰州开

展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共享课题调研并形成调研报

告。协助民盟省委开展 “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交

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法律援助工作的研究”课题调研，协助郑州

民盟开展 “公共图书馆建设力度”课题调研。

【盟员发展与专题学习】　全年共发展新盟员 ４５

人，有盟员 ９１９人。召开十九大精神培训会暨全

国 “两会”精神传达会，开展 “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召开 “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动员会，开展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征文活动。全年编辑 《雅安民盟》内刊１期，

雅安民盟网站发稿 １５０余篇，向有关单位报送信

息７０多期，其中被雅安党政网内网采用３０多篇。

在 《四川民盟》 《四川统一战线》 《川报观察》

《华西都市报》《雅安日报》等报刊杂志新闻媒体

发稿件３０余篇。２０１８年，民盟市委被民盟中央评

为 “思想宣传工作先进集体”，被民盟四川省委评

为 “盟务工作先进集体” “思想宣传工作先进集

体”。民盟荥经总支、盟员方勇被中共省委统战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各民主党派省委评

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先进集体和个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雅安市委员会

【民建参政议政】　２０１８年，向省两会提交建议２

件，提案９件，向市两会提交建议 ８件，提案 ４４

件，其中：《关于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关

于激活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被

选为市政协联组讨论发言材料； 《关于提升我市城

乡住房建设水平的建议》 《构建和谐社区，共筑美

丽中国梦》《关于提升民商事案件裁判质量，维护

公平正义的建议》被选为市政协大会发言材料；

《关于在我市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建议》《关于

提升民商事案件裁判质量，维护公平正义的建议》

被确定为市政协主席领衔督办协商重点提案。４篇

建议获市人大优秀代表建议，占所有优秀代表建议

的２４％，４篇提案获市政协优秀提案，占所有优秀

提案的１４％。

【会员发展与信息提案】　２０１８年发展新会员 ２４

人，净增率５２％。报送各类信息 １３０余篇，被国

家级媒体采用５７条次，被省级媒体刊物采用１７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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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版 《雅安民建》４期。省市两会上，共提交

建议１０件，提案５３件，２件提案被列为主席重点

督办提案，３件被选为政协大会发言材料，２件被

选为政协联组发言材料；８件建议、提案被评为市

人大、市政协优秀代表建议、优秀提案；２件社情

民意获中共雅安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

图２９　４月１２日，市工商联召开四届三次执委会 （市工商联供图）

【捐资助学与培训】　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和指导２０

余期，培训人数３７９４人次，协助就业安置８５３人，

投入各类培训资金４５万元。捐资助学６０人次，资

助金额１５１万元。开展三下乡活动３次，受益群众

５７８人次。推荐２人参加非公论坛，调研走访会员

企业５４次，举办会员企业发展推进会，开展会员企

业家培训 １次，参加人数 ５０人，维护会员权益

７件。

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 （总商会）

【工商联参政议政】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市工商联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１４次，开

展学习讨论活动１８次，形成 《进一步在东进融入中

找准着力点加

快融入成都平

原 经 济 区》

《成德眉与三

州开展飞地经

济 合 作 的 启

示》 等 调 研

成果。

【调查研究】

　深入基层调

查了解民营企

业发展面临的

困难，向市委

上 报 《关 于

当前我市部分

民营企业面临

的困难及对策建议的报告》，为研究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提供决策参考。全程参与全市民营经济发

展情况专题调研，实地走访民营企业５０余户、召

开座谈会９次、听取１００多位企业家代表的心声，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成果上报市委市政

府。完成全联、省联开展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民营企业关键领域自主

创新情况、２０１８年度全国营商环境评价等专题

调研。

【建言献策】　组织工商联会员提交个人提案、议

案和建议１９篇、市政协大会发言材料２篇、联组讨

论会发言材料２篇、集体提案３篇。针对大熊猫国

家公园区划对雅安市区域经济的影响，形成 《关于

妥善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促进我市资

源永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并通过市

政协、省工商联等多渠道向上反映，为雅安经济社

会发展争取空间。围绕绿色发展、环保整治、招商

引资、高质量发展，形成 《强化服务引导促进民营

企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环保政

策宣传和技术指导的建议》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

招商引资工作的建议》等调研成果，为市委市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在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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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前，针对民营企业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开展调

研，形成调研报告上报市委；组织３０余名民营企业

家参加市政协召开的座谈会，就雅安市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形成 《关于促进雅安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赴杭州市学习考察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经验，向市委上报 《关于赴杭

州学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情况报告》，提出

２４条措施建议，为市委市政府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图３０　５月８日，全国工商联第四联系调研组雅安政策宣讲会（市工商联供图）

【理想信念教育】　在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深

入开展以 “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伟业”为主

题，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典范为重点，

以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教育重点的理想信

念教育活动，通过召开执委会、常委会、座谈会、

政策宣讲会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省

委、市委全会精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通

过民营企业家专题学习座谈会、微信群、ＱＱ群等

多种方式及时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 “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回信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１１月１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及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精神，并

进行学习讨论，引导民营企业家进一步认清形势，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心无旁骛地抓发展，踏踏实

实办企业，自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

新、回报社会的表率和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

典范。

【教育培训】　加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训

工作力度，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加省、市举办

的培训共计 ３００余人次。与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

“东进融入·同心讲堂”专题讲座暨雅安市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绿色发展振兴培训班，通过主题为

《坚持绿色发展践行生态文明》的培训，加快推进

雅安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与市委统战部共同承办

“海联金桥·巡回讲堂”暨川港企业服务业交流会，

雅安民营企业与香港企业就 《香港设计及包装服务

助力内地企业转型升级》 《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

资本市场优势走出去》等进行合作探讨。推荐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到清华大学等专

修班学习。组织民营企业家参加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建工作、南非肯尼亚项目投资考察、民营企业管

理创新与领导力提升等培训班。推荐民营企业、民

营企业家参加评比表扬表彰，注重典型示范引领。

１名企业家荣获 “改革开放４０年四川百名杰出民营

企业家”称号，３

名民营企业家荣获

“第三届四川省优

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称

号，３名企业家荣

获 “四川省优秀民

营企业家”称号，

３家企业荣获 “四

川省优秀民营企

业”称号，２家企

业荣登２０１８四川民

营企业１００强榜单。

２０名企业家和 ２０

家企业被市委市政

府授予优秀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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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和优秀民营企业。

【招商引资】　发挥友好商会、异地商会桥梁作用，

加强与杭州市、温州市、成都市工商联和石家庄商

会、吉林商会友好交流，组织企业家返乡考察１００

余人次。通过开展以商招商、商会招商、产业链招

商等形式引进民营企业来雅投资，２０１８年，国盛基

业集团雅安实业有限公司新增项目２个，总投资额

５６亿元。国盛仓储物流园项目总投资 １１亿元，

已建成运行；国盛基业二期项目 （小商品批发和居

然之家）共投资４５亿元，基本完工。邀请知名企

业参加２０１８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雅安投资说明

会，邀请异地商会参加西博会雅安投资推介会，北

京、深圳、重庆、昆明、成都等商会分别组织企业

家返乡考察 １００余人次。加强与杭州市、温州市、

成都市工商联和石家庄商会、吉林商会友好交流，

宣传和推荐雅安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芦山、宝兴、

荥经、石棉等４个县工商联配合党委、政府开展招

商引资活动，２０１８年协助完成新签约项目７个，总

投资３４１亿元。

　　图３１　４月９日，雅安市窗口服务行业 “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五”暨政务服

务行业 “三个好”劳动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雅安市政务中心举行 （市总工会供图）

雅安市总工会

【全市工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雅安市共有基

层工会 ３５３１个，工会会

员２６０９７０人。雅安市总工

会有在职职工 １５人，其

中男８人，女７人；有员

１２人。

【惠民帮扶】　２０１８年，

“春送岗位”活动筹集资

金２７万元，帮扶９００名下

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夏送清凉”活动走访企

业 （基层）１１０家，慰问

职工 ７７１８人次，发放防

暑降温用品４２万元；“秋

送助学”活动资助１０３６名困难职工子女上学；“冬

送温暖”活动筹集资金５８２９万元，慰问企业２７８

家，慰问职工５８２９户。

【行业技能竞赛】　２０１８年４－６月，市总工会联合

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组织开展 “践行新理念，建

功 ‘十三五’”暨政务服务行业 “三个好”劳动竞

赛活动，评选出先进集体１５个，先进个人 ３０名。

１０月２５日，市总工会联合宝兴县总工会开展宝兴

县藏乡特色烹饪技能大赛，共设荤菜类、特色菜、

自选菜 ３个赛项，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各 １名，

优秀奖６名。２０１８年，市总工会联合市农业局开展

雅安市动物防疫技能竞赛；联合市农业局、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雅安赛区农机维修 （拖拉机

维修）技能竞赛预赛；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等单位开展首届 “雅安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

联合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开展雅安市文化执法岗

位练兵技能竞赛；联合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

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开展雅安市首届中国医师节

寻找 “大美医师”活动。７月，市总工会组织７名

企业技术职工参加四川省总工会第六届四川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并获得 “优秀组织奖”。各级工会组

织开展 “我为节能减排做贡献”活动，加强企业职

工节能减排义务监督员队伍建设，企业参与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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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举办女职工提升素质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岗

位练兵技术比武１８场次，参加的女职工６３６３人次，

开办女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３场，参加听课１０００

多人次。２０１８年安康杯竞赛活动中，共组织２２６家

企业３５５８１名职工参赛。

【职业权益维护】　２０１８年，市总工会接待职工

（农民工）有关劳动争议、讨薪等问题咨询２００余

人次。办理１６件职工法律援助案，涉及职工 （农

民工）８４人，挽回经济损失２８３２４万元，获得四

川省总工会项目经费补助 ３５０００元。市总工会在

“四川省总工会２０１８年法律工作经费补助”中，受

到四川省总工会通报表扬。市总工会律师团和法律

顾问委派制度工作获得四川省总工会二等奖、宝兴

县总工会申报的 “洋汉武、杨永芳等２２名职工补

缴社保纠纷案”和 “王强、王建兵等３６人追索劳

动报酬案”分别获得四川省总工会工会维权典型案

例一等奖和三等奖，共计获得经费补助 １６０００元。

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律师团律师黎文，获得第五届

“四川省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入围奖。市总工

会建立分公司、车间、班组一级劳动保护监督小组

１４８５个，工会职业病防治及劳动安全卫生集体合同

２１９家，覆盖职工２９０１９人。２０１８年，市总工会完

成安全生产事故调查９起，维护职工生命健康权益。

【职工民主管理】　２０１８年，全市已建工会的企事

业单位有２２３０家，涵盖企事业单位３７９２家，其中

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８２户，职代会制度建制率

１００％，厂务公开推行面１００％。雅安市签订工资集

体合同８６７份，覆盖企业３１２９个，覆盖职工１２６４９７

人。其中行业性工资集体合同９０份，覆盖企业９８０

个；区域性工资集体合同 １５７份，覆盖企业 １２８２

个。全市签订率为９６％以上。市总工会编印民主管

理 《工资集体协商》指导手册５０００本，内容包括

《工会法》《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四川省集体

合同条例》《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办法》《企业

民主管理规定》 《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策文件、工作问答、参考文本，免费发给县

（区）总工会、市属企事业工会和工资集体协商指

导员。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县 （区）总工会联合人社

部门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

规情况专项检查活动，共出动检查人员６２人，检查

各类用人单位１３９户，其中企业１１６家，劳务派遣

单位６家，个体工商户４家，其他企业１３家，涉及

职工１３０２６人。对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登记的１家

用人单位下发责令整改文书。责令１４家用人单位补

签劳动合同，涉及１７９５余人。检查期间共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８１６０份，现场解答咨询４００余人次。

【“工人先锋号”创建】　以争创 “五化五强”班

组为载体，通过开展班组技能素质竞赛、班组文化

建设活动、班组精细化管理和标准化建设活动以及

在非公企业班组开展 “我为企业发展献一策”提合

理化建议等形式，开展创建 “工人先锋号”活动，

推进班组建设，企业参与面达９０％。

【职工维权宣传】　４月１９日，市总工会带领职工

维权律师团到宝兴县举办法律知识培训。市总工会

职工维权律师团律师对 《宪法》修改内容进行宣

讲，宝兴县乡 （镇）、社区、部分企事业单位工会

主席及工作人员共５０余人参加培训。４－５月，市

总工会在雅安市电视台宣传劳动模范７名，在雅安

日报宣传劳动模范７名。６月２４日，市总工会在雨

城区新民街设置宣传点开展 “６·２６”禁毒宣传活

动，共发放宣传资料千余份，接待职工群众百余人

次。６月２６日，市总工会深入雨城区清江路社区开

展 “法律进社区”普法宣传活动，发放宣 《劳动法

律法规百问百答》 《雅安市工会职工维权卡》等法

律宣传资料６００余份。７月４日，市总工会带领职

工维权律师团一行前往飞地园区 （经开区）王老吉

大健康产业 （雅安）有限公司开展普法宣传交流座

谈活动，王老吉大健康产业 （雅安）有限公司工会

干部、职工代表和飞地园区 （经开区）工会工作委

员会负责人共计３０余人参加活动。１２月４日，市

总工会与相关单位齐聚雨城区新民街，开展以 “尊

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

法”为主题的 “１２·４”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活动，

雅安市总工会向职工群众发放 《宪法》 《工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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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２　６月２６日，市总工会深入雨城区清江路社区开展“法律进社区”普法宣传
活动（市总工会供图）

《劳动合同法》《雅安市总工会职工权益卡》等法治

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

【职工文体活动】　２０１８年，市总工会报送优秀职

工摄影作品５件，选送４部微电影参加四川省职工

微电影大赛。４月 ２１－２２日，由雅安市总工会主
办、雅安市羽毛球协会承办的２０１８年雅安市职工羽
毛球比赛，在雅安经开区职工活动中心爱尚羽毛球

馆举行，市级部门、县 （区）、企事业单位的２６支
代表队２６０多人参赛，设置单项赛和团体积分两项

内容，单项比赛有男双、女双、混双、男单、女单

等比赛项目，雅安市羽毛球协会、雅安职业技术学

院、汉源县总工会获团体前三。由市总工会主办，

雅安市区两级体育部门承办，雅安足协和雨城区体

育总会联合协办的２０１８年第三届职工足球邀请赛于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３日结束，雅安６县２区２２支代表队

５００多人参加比赛，历时近 ２个月、１０个比赛日、
１００场比赛，雅安工行—中国人寿代表队获得冠军，

荥经县代表队获得第二名，雨城区政府代表队获得

第三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雅安市委员会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８年，共青团雅安市委共有青年

干部职工７人，内设综合

部、宣传思想与学生工作

部、青年发展与社会联络

部。全市共有青年４０５２１３

人，有共青团员 ５０６５９人

（２０１８年发展团员 ４４１４

名），团员占青少年比例

为１２５％；有基层团组织

２９５３个，其中团委 ２４７

个，团工委５个，团总支

９个，团支部２６７６个。

【思想政治引领】　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引领广大

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以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为统揽，开展 “开学

第一课”“致团员青年的一封信”“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等系列活动，深化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

程，组建 “小喇叭”青年政治宣讲团，引领广大青

年进一步坚定 “四个自信”。深入开展主题宣传教

育，全年共开展各类宣讲活动２０００余场次，有效覆

盖青年２０余万人，推送学习资料２万余份。创新开

展的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主题团日活动被中国青

年网、团省委广泛宣传推广。推进 “智慧团建”，

构建市县两级 “青年之声”和微信、微博全覆盖互

联网矩阵，开展网上 “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 ２４

期，全市在线学习达３０余万人次；“雅安青年”全

年推文４０００余条，推出 “芦山记忆，感恩奋进这

五年”等阅读量 “１０万 ＋”的网络话题，成为全

市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务公众号之一，引领数

千名青年网络志愿者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突出典型

示范引领，深入开展 “两红两优”“新时代好少年”

等系列评选表彰。深化 “青年文明号”创先争优活

动，２０１８年推选全国优秀共青团员１名，省级优秀

个人３９名，优秀集体３１个，创建省级 “青年文明

号”１２个。提炼总结的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经验

“‘四三’工作法”被誉为 “团内 《求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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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　２０１８年主题教育实践暨五四主题团日活动 （团市委供图）

的 《中国共青团》专题刊登宣传。

【服务中心大局工作】　推进脱贫攻坚青春建功行

动，发挥社会资源联动机制，争取社会资金支持，

全年累计投入资金３００余万元，对接项目４０余个，

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２０００余名，累计帮扶贫困村

３２个，帮扶５５名贫困青年脱贫致富，助力脱贫攻

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大力实施 “乡村创客

青春汇”项目，全年扶持创业青年２０余名，发放

创业扶持资金２００余万，带动就业４００余人。开办

“创业在路上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青年创

业研修营”３期，培训创业青年３００余人，助力创

新创业；全年累计开展各类服务青年人才活动９次，

服务青年人才２０００余人次，联合市科技与知识产权

局启动青年科技人才库建设，服务培育科技人才

２００余人，助力人才强市；实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

“领头雁”培养工程，组织创业青年常态化参加

“创青春” “挑战杯”等赛事，包装推荐荥经 “牛

鸣谷生鲜牛肉”青年创业项目参加全省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并荣获金奖。承办全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青年红色之旅”活动，吸引１０９所高校的创新创

业团队和投资机构、企业代表共３００余人参加项目

对接会，助力创新创业；深化青年志愿者行动，联

合市文明办开展 “创城青春跑”，现场招募创城志

愿者２０００余人，活动现场直播粉丝量超百万。开展

“青年文明号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行动”和 “青年志

愿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行

动”，参与青年志愿者达２

万余人次，助力文明创

建；动员青年积极投身污

染防治攻坚战，以绿美生

态提升工程为统揽，开展

“凝聚青春力量，共建绿

美雅安”公益植树活动，

吸引３００余名青年参与公

益活动，共植一片共青

林。常态化开展 “美丽雅

安—我是行动者” “把雷

锋带回家” “护我莘莘学

子”“温暖回家路”等主题志愿服务，形成 “青字

号”志愿服务品牌，弘扬志愿精神；全市全年招募

５１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截至年底，全市在岗

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１２７名。

【青年服务体系建设】　落实 《四川省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完善青年服务体系。立足青年职业体

验、婚恋交友、社会融入等现实需求，深入开展

“逐梦计划”“授渔计划”，为高校、中职学生提供

实习实践岗位２０００余个。常态化开展 “相约七夕”

系列青年婚恋交友活动 １０余场，服务青年 ８００余

人。在全市建立各级心理咨询服务站点２０余个，为

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服务；延伸服务青年手臂，打造

“身边共青团”，统筹市县乡三级团的力量，建立青

年之家旗舰店９个，在医疗机构、书吧等服务场地

创新建立青年之家特色店３个，改造提升乡镇、村

（社区）群团中心，建成青年之家连锁店 １１６个。

在太平洋影院建立全市首个 “共青影院” “共青团

影厅”正式上线售票，为 １０００余人次留守儿童、

困难儿童、优秀青年代表提供免费观影；主动关心

和掌握青少年特别是贫困家庭青少年、残疾青少

年、城乡间流动的农村青年、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

的成长需求，引进吉利集团在雅实施 “吉时雨”扶

贫助困项目，被央视２台财经频道 “筑梦中国”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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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专题报道。持续开展 “童伴计划”“流动少年宫”

“四点半课堂”等留守儿童关爱活动，１２万余留守

儿童、困难儿童得到关心关怀。

【团干部队伍建设】　召开市县两级团的代表大会，

一线代表在市县乡各级委员会的比例提高至６０％以

上；牢固树立 “全团抓学校”意识，组建市县两级

教育团工委。加大挂兼职团干部选配力度，优化干

部队伍结构，扎实推进 “走转改”，落实 “１＋１００”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机制，全市３８２４名专兼挂

团干部共联系５万余名青年。落实团员发展规划，

对不合格团员及时清理，开展好团员 “第二课堂”，

利用雅安红色文化，共建党团教育培训基地，强化

团员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认真落实 “三会两

制一课”，实施团干部教育培养工程，全年赴江西

共青城等地开展团干部党性修养提升、中职中学团

干部业务提升 ２期培训班，培训团干部 ２００余人；

创新开办 “团干夜校”，被团中央开办的 “共青团

移动频道”和 “中国青年网”宣传报道。

图３４　市妇联、汉源县妇联开展订单式竹编培训 （汉源县妇联供图）

雅安市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基本情况】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在全市户

籍人口总数 １５４万人中，女性有 ７５３万人 （据

２０１８年统计口径）。育龄妇女住院分娩率 ９９９％。

妇女就业人员 ５０７８万人，

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４８９４％；

城镇单位就业人数 １１６万

人，其中女性５２７万人。全

市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

女 生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是

４８４８％、４８７１％、５５９％，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８８６

年。全市出生人口性别比

１０７４７％ （据２０１８年统计口

径），出 生 婴 儿 缺 陷 率

４０１‰，婴儿死亡率 ４２‰。

三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６７４％。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９２７７％，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９２４％ （比上年提

高５个百分点）。

【妇女权益保障】　在市、县、乡三级设立婚姻家

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门从事婚姻家庭纠纷人

民调解工作。依托妇女之家、儿童之家等阵地，建

立妇女儿童维权站点。全市共设立１５２个婚姻调解

委员会，广泛开展婚姻家庭纠纷辅导和妇女儿童法

律咨询服务，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纠纷５５９９件。扩大

“１２３３８”妇女维权热线知晓率，整合资源构建妇联

系统来信、来访、来电、网络综合维权平台，健全

信访工作制度及定期办结制度，为来访妇女宣讲政

策，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等服务。全年共办结信访件 １４０件，办结率达

１００％，依法维护妇女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

纠纷、社会矛盾的化解。

【妇女就业培训】　争取１００万元项目资金建成省

级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为城乡妇女搭建创业就

业技能培训平台，帮助妇女群众拓宽就近就地就业

渠道、提升增收能力。整合资源在全市各县 （区）

广泛开展订单式实用竹编培训１５期６００余人；举办

巾帼电商骨干培训班，为全市基层妇联主席、巾帼

合作组织女带头人及未就业的女大学生等６０名创业

女性讲授电商知识；开展家政服务、农家乐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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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业技能免费培训５期，培训失业失地和低收入

家庭妇女４００余人次。

【雅安市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月３—５日，雅

安市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兰开驰参

会并指出，市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广大

妇女紧跟时代步伐，大力弘扬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精神，勇挑重担、施展才华，主动参与雅安各

图３５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救济金发放现场（市妇联供图）

项事业发展，涌现出

各级 “三八红旗手”

“巾帼建功标兵”等一

大批先进典型，充分

展示雅安妇女的优秀

品质和时代风貌。各

级妇联组织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把握时代

脉搏，贴近妇女实际，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在引领和动员妇女建

功立业、维护妇女合

法权益、促进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等方面做

了大量特色鲜明、富

有成效的工作，成功

打造一批 “妇”字号工作品牌，为促进全市妇女事

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大会选举产生主席１名、

副主席 ２名、兼职副主席 ２名、常委 １名、执委

３５名。

【全市妇联工作会】　４月３日，雅安市妇联召开全

市妇联系统工作会，市妇联全体工作人员、各县

（区）妇联主席及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议强调，

２０１８年是雅安市实现 “五年整体跨越”目标的决胜

之年，也是妇联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全市

妇联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 “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

服务全市工作大局、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深化

妇联改革、做好维权服务等方面下功夫，动员广大

妇女为建设 “美丽雅安·生态强市”作出新贡献。

【关爱女性保障计划】　争取全国妇联、省妇联救

助资金，向８７名身患 “两癌”的农村贫困母亲每

人发放１万元专项救助金，切实减轻其经济负担，

防止出现因病返贫、致贫现象。持续实施 “关爱家

庭保障计划”，各级妇联组织宣传家庭 “四癌”保

险，引导广大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增强自我关爱意

识，全年全市累计保费 ８８９４万元，同比增长

２４％，累计赔款４３２万元，赔付率达４８６％。争取

中国妇基会、中国儿基会春蕾女童扶贫项目资金，

向５００名贫困女学生 （包括小学、初中生、高中

生、大学生）发放５４７４万元助学金。

【儿童权益保障】　开展留守儿童关爱和困境儿童

关爱保护保障工作，指导县 （区）制定 《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实施意见》，建立儿童关爱保护保障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落实困境儿童监护人并签订监护协议。截

至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雅安市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３４７３

人，其中困境儿童１６６９人。

【关爱儿童计划】　推进 《雅安市关于指导推进家

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落实。指导

基层妇联和社区建立家长学校，名山区、雨城区２

个省级 “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服务项目”和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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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名山区、芦山县３个市级城乡社区家庭建设项

目稳步推进，定期举办家长培训班，帮助家长更新

家庭教育理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

联合市教育局，结合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以 “画未来”为主题开展儿童绘画比

赛；与中国人寿雅安分公司共同开展第四届“爱·

有家”留守儿童成长夏令营活动，共组织５０名儿

童赴成都营地参加为期５天的活动。

雅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基层科普】　２０１８年，共计争取到四川省科协省

级科普专项资金２７５万元，用于支持农村专业技术

图３６　５月２４日，在宝兴县红军广场开展科技活动周活动（市科协供图）

协会转型升级、科

普示范基地建设、

社区居民科学素养

提升、科技教师队

伍能力提升、科普

志愿者队伍建设、

科普阵地建设等

内容。

【科普宣传】　全

市科协系统紧紧围

绕 “三月科普宣传

月”“科技活动周”

“全国科普日”“防

范邪教宣传日”等

主题科普活动，深

入六县两区乡镇、

社区、学校、机关等开展大型科普 “六进”活动５０

余次，发放各类科普宣传资料７５万份，开展各类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科普专题讲座８０场次，接受义

诊、咨询和宣传群众达１８万人次。

【创新科普宣传平台】　创新科普宣传平台，让科

普知识 “上报、上网、上街”。在 《雅安日报》开

设 “科普之窗”专栏、借助 “四川雅安”微信公众

平台开通 “雅安科普”专用频道、“雅安科普”入

驻北纬手机报、 “雅州科普之窗”宣传栏等形式，

多渠道宣传科协工作和传播科普知识。支持雅安科

技馆、芦山科技馆、宝兴科技馆等科普场馆开展科

普展览、科普放映、科学表演秀、科普培训等

活动。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全市共有各类农技协 １１３

个，会员９２８万户，辐射带动１５８万农户，培养

产生优秀专业技术骨干８万多名。７６个农技协累计

获中国科协、财政部和四川省科协、省财政厅专项

科普资金支持１１４４万元，带动近３８项产业发展。

【青少年科普活动】　举办雅安市第３３届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活动，参赛作品４８２项，评选出市级一

等奖１１４项、二等奖１３８项、三等奖１７２项，优秀

科技辅导员３５名，基层优秀组织单位４６个，基层

优秀组织工作者９名。组织参加全国、省级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获省级一等奖１４项、二等奖２３项、

三等奖４２项、专项奖２项；获全国二等奖２项、三

等奖１３项、优秀创意奖２项；市科协被评为 “市级

优秀组织单位”和 “全国基层赛事优秀组织单位”

（全省仅５个市州获奖）。２月 －３月，首次在雅安

科技馆举办 “雅安市第３３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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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７　１月，雅安市第３３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审现场 （市科协供图）

作品展”，展出２００余项优秀参赛作品，６０００余人

次参观咨询。争取到中国科协 “农村青少年校外教

育”项目资金１１万元，开展培训２６期，培训农村

青少年近３１５１人次。组织２名老师和２０名高中生

参加由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高校科学营活

动，市科协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指导学校积极开

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名山区实验小学和雅

安中学被中国科协评为２０１８年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

体验优秀实施学校 （全省仅５所学校荣获）。

【专题调研活动】　组织开展９个专题大讨论和提

升基层科协组织力 “３＋１”试点工作调研、院士

（专家）工作站建设调研、科普小镇创建调研活动，

全市科协系统撰写调研报告１０篇。编制 “雅安市

茶叶科普小镇建设”项目争取到四川省科普专项资

金５０万元。

雅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科研究】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规划项目课题立项８２项，结项７６项。编报 《重要

成果专报》１２期，其中 《从荥经周坪永续社区的实

践看乡村治理》受到市政协主要负责人批示肯定，

《大熊猫保护四十

年的实践探索———

以雅安为例》被推

荐参加省委宣传部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

年征文。组织省社

科界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征文活动，

征集、推荐 《服务

改革开放 助推雅安

发展———雅安社科

研究工作回顾与展

望》等１７篇。推进

图书 《探密熊猫家

源———大熊猫从雅

安走向世界》编辑

工作，年底前完成

１０余万字的初稿。

【社科普及】　借助雅州讲坛以 “将改革开放进行

到底”为宣传内容，在机关、乡镇进行专题讲座７

讲，直接听众２０００多人，间接参与近２００００人。与

雨城区社科联于 ５月联合开展 “书香雅安社科阅

读”活动。６月２５－２６日在名山区召开全市社科普

及工作现场推进会，邀请省社科联领导进行专题培

训。与北纬网合作共建 “雅安社会科学网”，于 ９

月上线运行。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契机，征

集一批展陈品参加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四川社

科发展成就展》，并编印 《认识世界 传承文明———

雅安市社科普及工作回眸》。指导红军强渡大渡河

历史文化省级社科普及基地通过省委宣传部、省社

科联的复查评估；完成感恩奋进、红军翻越夹金山

历史文化２个市级社科普及基地整改验收。

【学术交流】　开展雅安市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推选活动，共收到申报参评成果 １２８项，

经过专家评审，在 《雅安日报》公示。推荐 《汉源

花椒志》等２项成果参加四川省第十八次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协办５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在雅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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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中华文化论坛·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学术研讨

会暨雅州文化大讲堂，推出 《雅安倡议》，推动

“中华文化论坛”品牌永久落户雅安。参加９月１７

－２０日在河北承德市召开的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第

２９次工作会，《打造平台 服务大众—雅安推进社科

普及基地建设的实践》 《在服务灾后恢复重建中彰

显 “社”“科”“联”职能职责优势》《服务改革开

放 助推雅安发展—雅安社科研究工作回顾与展望》

３篇文章入选会议交流文集。动员社科工作者以

“深化区域合作 推动高质量协同发展”为主题，撰

写研究文章，推荐１１篇成果参加１１月１－３日在资

阳召开的第八届成都经济区建设与发展学术交流

会，市社科联 《雅安东进融入成都经济区研究》课

题组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雅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概况】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雅安市共有残疾人１１５万人，占全市总人口

的７５７％。截至年底，持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有

图３８　雅职院附属医院康复科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市残联供图）

５３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 ４６０８％。雅安市残疾

人联合会２０１８年有在职职工８人，内设办公室、康

复维权科、宣文

教就科。

【量服工作】　

全市各级残联持

续全面深化 “量

体裁衣”式残疾

人 “一人一策”

服务改革，对全

市５３万持证残

疾人实行数据

化、信 息 化 管

理，统 一 录 入

“量服”平台，

对残疾群众的需

求和服务落实情

况采取手机终端

平台进行监管，确保不漏一人。

【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　２０１８年，争取到中央和

省残联项目奖补资金 （物资）及社会助残资金共

１２００余万元。其中：争取到中、省残联７５５４万元

的项目专项奖补资金及价值１２０余万元的康复设备、

体育健身器材；争取到省残联扶贫资金７５万元，用

于贫困残疾人扶贫资金股权量化试点工作；争取到

４台总价值７４余万元的残疾人流动服务车，实现全

市８县 （区）残疾人流动服务全覆盖；争取社会扶

残助残资金２００余万元，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困难

群众进行产业帮扶、技能培训。

【残疾人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　２０１８年，扶持城

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１００３０人，扶持２３２１名农村

残疾人发展生产。为２２８８名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的

基本型辅助器具，为１８９名贫困家庭脑瘫儿童提供

康复救助，救助贫困家庭听力残疾儿童４６人，配合

民政部门为２２００１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为

持证残疾人低保对象每月发放８０元／人困难生活补

贴，为１１７户贫困残疾人提供家庭无障碍改造，为

１４名０—６岁贫困家庭残疾儿童实施康复项目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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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６名贫困家庭智残儿童实施康复训练，为１７３９

名精神病患者实施服药救助。

【残疾人文化体育】　组团参加四川省第九届残运

会暨第四届特奥会，雅安市３９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

１２个大项６１个小项的比赛，共夺得１９枚金牌、１９

枚银牌、７枚铜牌。雅安市残疾人运动员苟定超代

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残疾人射击锦标赛，为中国夺得

２枚金牌和３枚银牌。

【残疾人特殊教育】　持续完善以特殊教育学校为

骨干、以随班就读和特教班为主体的残疾儿童少年

义务教育体系，视力、听力、智力残疾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到９３％；雅安市第一特殊学校为１５３名残疾

儿童少年免费提供特殊教育。

【发放免费电子旅游卡】　临近春节，雅安市向残

疾人发放免费电子旅游年卡，免费旅游的地点包含

全国５００多家景区，有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休闲

娱乐、博物馆、主题公园等多种类型景点，四川省

有１７个。对残疾人的陪护人员每人均赠送一张全国

旅游卡，共向全市残疾人和陪护家属提供超过１０万

张的旅游卡。

雅安市红十字会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红十字会 （含下属事业

单位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在职人员１１人，其中在

编７人 （含工勤控制数１人，政府雇员１人）。有

专、兼职工作人员５８人，基层红十字组织２２９个，

团体会员 ５７６个、成人会员 ２３９４人，青少年会员

７３７１人，志愿者 ２０６８人，冠名医疗机构 ３个，社

区公益服务站点２８个。

【无偿献血】　全年共培训救护员２２２６人；结合当

地实际，在社区、农村、学校开展救护知识普及活

动，普及人数３５１２３人；开展 “三献”宣传，共组

织开展１４次大型造血干细胞、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全市采集全血人数达到

１４３８４人次，共计采血４７０３２８５毫升。开展５次大型

血样采集活动，入库志愿者３５４人，超额完成省干

细胞管理中心下达指标数。

【器官捐献】　２０１８年，全市新增遗体器官捐献登

记１１１例，实现４例遗体、３例眼角膜捐献。截至

１１月３０日，全市遗体器官捐献登记累计 ２２１人，

实现遗体捐献１９例、眼角膜捐献１５例、器官捐献

５例；累计 ３０００余名志愿者资料加入 “中华骨髓

库”，５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地震援助项目】　截至年底，“５·１２”地震红十

字会援助项目１８０个，援助资金３１８亿元，所有项

目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４·２０”芦山地震红十

字会援助项目 ２９９个，项目资金 ７６７亿元，完工

２９８个，完工率９９７％。

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作品展示】　２０１８年，在芦山县和德阳市举办

“一路风光”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推出 《“一路风

光”美术书法摄影作品集》，共展出美术书法摄影

作品１００件。举办 “古路飞歌”主题摄影作品展，

共展出作品８３件。举办 “诗意二郎山”知名作家

采风创作暨培训活动，邀请辽宁省作协副主席、第

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得者鲍尔吉·原野、

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诗人刘年等１０位作家，推出

诗歌 《二郎山歌》 《喇叭河》、散文 《山思而行》

等作品近 ２０首 （篇）。助力 “美丽雅安·生态强

市”建设，成功举办 “熊猫家园—雅安市首届美术

新人新作展”，共展出作品７１件。举办 “刘明华、

刘智尹、冯先强迎国庆油画作品展”，共展出三位

油画家近年来油画代表作７５件。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和摄影作品展。

【文艺调研】　按照四川省文联 《关于开展四川省新

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大型调研的通知》要求，系统

调查全市８个县 （区）即 “四新组织” （新文艺组

织、新文艺群体、新文艺聚落和个体文艺工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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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发展状况，完成 《雅安市 “四新组织”现状和

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拟订 《雅安市文联深化改革方

案 （送审稿）》，完成雅安市传统村落保护和民间文

艺之乡建设调研材料。规范管理文艺阵地、文艺组

织、文艺队伍，制定并印发 《雅安市文联各协会工作

经费管理办法》《雅安市文联全市委员会委员履职暂

行办法》《雅安市文联文艺家协会管理办法》《雅安

市文艺培训管理办法》。

【创作扶持】　开展２０１８年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

申报工作，共收到申报材料５１项，经省级专家评审

共有１４个文艺项目获得扶持。举办第二届文学期刊

编辑改稿培训班等文学、书法、摄影、音乐、舞蹈

骨干培训活动２０余次，培训学员１０００余人次。

　　图３９　市老促会领导在荥经县附城乡烟溪沟村调研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市老

促会供图）

雅安市法学会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法学会有个人会员１７７４

名，团体会员２５７个，所属研究会４个，联络组１７

个。全市建有法学会 “县 （区）法律服务诊所”８

个，“乡镇 （街道）法律服务站”１４１个，“村 （社

区）法律服务室”１０４９个。６月前，市、县两级党

委先后出台文件，全部批准设立法学会党组，县

（区）法学会全部配齐

党组成员。

【法学研究】　发挥法

学研究引领作用，把

党委政府关注、群众

关心，经济社会发展

和法治建设中急需解

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共组织法学法律工作

者撰写论文 ４４２篇，２

篇论文获市委、人大

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１２篇论文获中国法学

会举办论坛表彰，８篇

论文获省 “治蜀兴川”法治论坛表彰，２个单位获

论坛先进组织单位表彰。成功申报并结项省法学会

法治实践创新课题 《基层法学会党组规范化建设及

其作用发挥》，在省部级重点课题申报上取得突破。

石棉县法学会、名山区法学会、市法学会刑事法学

研究会 ３个单位被评为全省法学研究年度先进

集体。

【法治宣传】　２０１８年， “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

化基层行”活动和 “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

宣讲覆盖全市各县 （区）法学会，累计发放普法材

料２００００余册，调解矛盾纠纷１０９件，提供法律咨

询２０００余次，举办法治宣讲５８４场，约有５万余人

聆听报告。

雅安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调研活动】　２月２３日，市老促会汇同市级有关

部门赴名山区调研百丈关红军小学建设项目，并考

察调研建设中的红军百丈关战役烈士纪念园。２—３

月，市老促会撰写的 《雅安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

况和建议的调研报告》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

视。７月２０日，市老促会在石棉县召开全市村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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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发展研讨会。１２月，市老促会按照年初办公

会议关于 “全年深度调研村级集体经济３０个乡镇、

６０个村情况”的要求，共调研５３个乡镇、９６个村，

形成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专题调

研报告》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

【《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编纂工作】　全市

《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编纂工作于２０１７年７月

启动。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６日，市老促会派员参加中国

老促会在延边召开的全国１５９９个革命老区县发展史

２０１８年编纂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发

言。６月２９日，在天全县召开全市 《革命老区县发

展史》丛书编纂工作第二次座谈会，传达全国革命

老区县发展史丛书编纂工作座谈会精神，交流革命

老区发展史编纂工作。１１月１２－１３日，雅安市老

促会在荥经县研究 《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编纂

工作，同时成立丛书编纂工作指导小组，负责具体

指导编纂工作。截至年底，各县区基本完成初稿

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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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地方立法】　３月１３—１４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吴志君先后在芦山县、名山区参加 《雅安市青衣

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

３月１５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志君，秘书长罗

强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出席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

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３月３０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

吴志君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法制委第一次全体会

议，会议对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进行统一审议。５月９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吴志君在成都向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询关

于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

的意见。５月１１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罗强参加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立法

听证会。５月１６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志君在

芦山县太平镇春光村调研脱贫攻坚、青衣江流域水

环境保护、村级河长制立法和玉溪河巡河等工作。

６月１４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志君在成都向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再次征询关于 《雅安市青衣江流

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的意见。６月２０—２１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市人民政府提请的 《雅

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进行初步审议。６

月２８—２９日，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智

刚、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杨筠在汉源县和荥

经县就 《四川省教育督导条例 （草案）》 《雅安市

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开展立法调

研。７月１６—２０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志君在

浙江调研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村级河长制立法工作。

９月７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毅主持召开 《雅

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第二次

立法听证会。９月２７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

主持召开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

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关于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

保护条例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 《雅安

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

的报告。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

水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待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后公布实施。会议审议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 （二次审议稿）。１１月２日，市委书记兰

开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在成都向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黄新初汇报雅安市生态环

境保护地方立法工作。１２月７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

护条例》。该条例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此为

雅安市第二部实体性地方性法规。１２月２８日，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志君参加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

水环境保护条例》新闻通气会。

【依法治市工作】　出台 《雅安市依法治市２０１８年

工作要点》 《２０１８年依法治市专项行动方案》，制

定 《雅安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班子成员履行推

进法治建设职责实施办法》。完善全面依法治市 “１

＋４”分类考核指标体系；开展法治雅安书法绘画

展、２０１８雅安十大杰出法治企业家公益推选等系列

活动。开辟 “法治方圆”专栏、“法治雅安”特刊、

“法治雅安”网页、“法治雅安”微信公众号、法治

脱口秀、法治漫画，构建全媒体法治宣传教育

矩阵。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依法侦办一批涉黑恶案件，打掉一批 “关系

网”“保护伞”，对一批治安乱点和行业乱象进行集

中整治，对软弱涣散村 （社区）党组织进行动态提

升，所做工作受到中央扫黑除恶第１０督导组肯定。

开展社会面依法治理、危爆物品、寄递物流、网络

安全、禁毒防艾等方面集中整治，切实提升人民群

众安全感。全面推进农村 “雪亮工程”建设，完成

４３１个村 （社区）建设联网任务。弘扬新时代 “枫

桥经验”，创新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全年共排查矛盾纠纷４６３２５件，化解成功４４８６２件，

化解成功率达９７％。将汉源县作为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的省试点县，探索形成 “三创四化五联”工作

模式，共建成 ４个县 （区）、１１８个乡镇 （街道）、

６６７个村 （社区）的综治中心。抓实网格化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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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网格管理员收集上报信息１１万余条、办

理事务２２２万余件。

【执法监督工作】　启动 “建立健全公职律师、公

司律师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共建立７３个法律援

　图４０　７月９日，市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大会 （市委政法委供图）

助工作站。推动规范刑事诉讼涉案

财物管理处置和集中保管场所建设

工作，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大

排查大化解活动，确保不发生中央

交办的进京重复访案件和极端涉法

事件。强化审判、检务、警务公开，

将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及

时公开，确保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大力推广大数据智能辅助办案

系统应用，提升办案系统实际运用

能力和智能化水平。

【保障经济发展】　把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作为

政法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着

力点，以遏制非法聚集、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

件为重点，严防金融风险、利益诉求群体集访风

险、重大项目建设风险等。制定 《雅安市政法机关

聚焦法治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以严打

违法犯罪、夯实法治根基助力脱贫攻坚，以法治扶

贫 “五个一”典型做法打造服务保障脱贫攻坚的雅

安政法品牌。贯彻落实 《四川省政法机关保障服务

绿色发展的意见》，结合市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

设，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犯罪，对

涉及环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企业关停可能引发的涉

稳问题进行研究，切实做好风险防控。贯彻落实

省、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精神，制定服务和保

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社会环境和服务环境。

【政法队伍建设】　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

大调研”活动，全市政法系统组织集中学习６５６场

（次），讨论 ６７９场 （次），开展课题调研 １４８项，

形成调研文章３８９篇。加强政治督查，建立市委政

法委委员联系县 （区）和基层政法单位等制度。推

出雅安政法文化大讲堂、政法文苑、政法在线 “三

大文化品牌”，通过举办全市政法领导干部 “专题

读书班”、政法干警素能培训班、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知识竞赛等教育培训活动，全面提升干警的能

力和水平。进一步健全查处政法领导干部违纪案件

信息沟通机制，规范干警违规违纪案件线索的移送

办理程序。

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情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政法工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和市

委四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平安雅安、

法治雅安、过硬队伍和智能化建设，提升新时代政

法工作能力水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全市未

发生政治安全事件、暴力恐怖事件、群体性事件、

重大恶性刑事案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负面

舆情事件，为雅安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提供坚

强政法保障。

【维稳工作】　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

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严防境外敌对势力的

渗透破坏活动。加强反恐防暴工作，持续深化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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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整治行动。健全完善不稳定因素常态化排查化

解、安保维稳、应急处置等机制，全市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开展重大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２４６

件，从源头防范化解一批稳定风险和不稳定因素。

公安工作

【打击违法犯罪】　２０１８年，全市刑事立案同比下

降１５７％；命案发案同比下降１７６５％、破案率持

平，连续两年实现命案现案１００％侦破；八类暴力

犯罪案件发案数全省第三； “盗抢骗”案件立案同

比下降 １９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摸排线索 ６２８

条，核查中央督导组、中央巡视组、省公安厅扫黑

办交办线索４５条，立案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２

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８起、恶势力犯罪团伙案

件９起、九类涉恶犯罪案件 １９２起，起诉 ２６６人；

打掉保护伞２个，侦破申文健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刑事侦查】　开展 “三打击一整治”，打击入室盗

窃专项行动，全市侵财类发案、盗抢汽车发案、入

室盗 窃 案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１８８９％、４７６８％、

５５２６％，破 案 率 分 别 上 升 ０２２％、１８４％、

２１％。全力开展农村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绘

制男性家系９万７千余支，采集录入农村男性身份

信息５８万余人。

【经济侦查】　侦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扣

押冻结涉案资金８２０余万元，督促涉案单位、个人

缴税７９９余万元；警银协作推进反假币工作，收缴

假币５５４４万元，同比上升８８８３％。

【缉毒禁毒】　打掉涉毒犯罪团伙数同比上升

１６３６％，打击处理毒品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下降

７８％，缴获各类成品毒品同比下降 ９３０％，破获

（协破）部、省级目标大要案件４起，市级目标案

件８起，其中特大涉恶集团制贩毒案１起，缴获液

态冰毒２３１公斤。

【环保整治】　淘汰黄标车１２９９６辆，查处非法采

矿 （采砂）案１２起、非法排污案１２起、噪音污染

案１７起。

【道路交通违法管理】　２０１８年，公安改革创新项

目 “雅安公安城市交管网上便民服务平台”完成

“车上码”微信服务平台、“一键报警”平台、交通

违法行为群众举报平台、临时停车位分时共享平台

四大功能建设和投用，截至年底，平台关注用户达

２９５１６人，大部分用户绑定手机号、车牌号和车架

号等相关信息；通过平台系统记录违停现象达

１５２５８１人次，有２２１３６人次在接到挪车通知后立即

将车辆驶离，降低公安部门处理挪车的出警次数，

同时针对挪车频发的部分小区与物业公司进行合作

推广，每日接警数量下降４１％。全市共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５７２起，死亡８６人，受伤７６５人，财产损失

３３２万元。

【消防安全监管】　在４６个社区、４５０家重点单位

建成微型消防站，成立区域联防组织２１个，全市共

发生火灾事故１０起，死亡２人，经济损失 １７７０６

万元。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消防支队集体退出现役

转制为消防救援支队。

【治安场所管理】　２０１８年，全市未发生危爆物品

被盗、打响、炸响等案事件，加油站、寄递物流行

业严格执行散装汽油购销实名制和实名登记、开箱

验视、过机安检 “三个１００％”制度。启动高等级

勤务２２次，确保重要敏感节点全市稳定。

【出入境管理】　下放港澳台二次签注的审批制证权

限至区县，提升全市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效能。自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在全省率先实行办理出入境证件

免费照相服务，开通自助缴费机服务，内地居民可在

全国范围内异地办理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出入

境证件签发时限缩短到７个工作日。全年全市公安出

入境管理部门受理审批内地居民出国 （境）人员申

请共计６８８３８人次，同比增长３８％。其中：办理因

私普通护照首次、换发、补发２６２７６人次，同比增长

１１％；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首次、换发、补发各类



!""# !$%&'(()

*+,-

!

"

#

$

法　治

!""# !$%&'(()

*+,-

*+,.

１１５　　

法
　
治

签注共３７３３０人次，同比增长８９％；大陆居民往来

台湾通行证首次、换发、补发及签注５１６１人次，同

比下降１７２％；办理外国人普通签证、停居留许可共

７１人次，同比增长６５％。

【公安改革】　试点天全县公安局 “大部门、大警

种”制改革，被市委编办作为 “全省机构编制系统

最佳工作案例”上报省委编办，入选 “２０１８雅安十

大改革创新案例”；落实 “八个一” “放管服”改

革举措，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网上可办事

项”占全市总量４０％以上，居全市第一。推进 “互

联网＋政务服务”，清理规范７项公安机关证明事

项、４项中介服务事项、１３项行政权力事项实现

“一小时办结”；３５项行政许可、６项行政确认、２

项其他行政权力等共计４４项行政事项实现 “就近

办”。坚持发展 “枫桥经验”，治安纠纷调解成功率

达８７２％；《人民公安报》头版专题报道雅安矛盾

纠纷调解工作，特别是河北派出所公调对接和天全

“藏汉双语调解室”运行模式；成立合成作战中心，

所有情报归口管理，建立集约高效的现代警务综合

情报体系。

检察工作

【指控犯罪】　２０１８年，依法起诉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强奸、非法拘禁等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

暴力犯罪７８件１０３人；依法起诉抢劫、诈骗、敲诈

勒索、抢夺等多发性侵财犯罪２２４件３６９人。严惩

黑恶势力犯罪，全市检察机关办结实名举报线索１０

条，提前介入涉黑涉恶案件１４件，批准逮捕涉黑恶

案件１６件５４人，受理审查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１件１０人，恶势力犯罪案件７件７１人，包庇纵

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２件２人，保护伞案件

３件３人，涉黑恶案件中追诉漏犯４名，追诉漏罪８

人，发现职务犯罪等线索并移送有关部门１条，向

公安、国土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５份。打击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起诉５２件１４５人。受理移送审

查起诉职务犯罪案件５８件６６人，其中贪污贿赂类

案件５２件５９人，渎职侵权类案件６件７人。应监

察委邀请提前介入案件２７件３４人。受理公安机关

移送审查起诉毒品犯罪案件１４４件２０９人，提起公

诉１５５件２３８人。

【诉讼监督】　加强对遗漏罪行和遗漏同案犯的监

督，纠正遗漏罪行１２３人，纠正遗漏同案犯２５人。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９１件１３２人，其中法定不诉１

件５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诉１２件１６人，微

罪不诉７８件１１１人。对侦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及时发出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法３８件，已纠正３１

件，发出检察建议３６件，被采纳２２件。提出抗诉１１

件，法院现已改判７件。开展量刑建议和诉讼监督工

作。提出量刑建议７６２人，被法院采纳５１０人。提出

书面纠正审判违法活动１６件，被法院采纳１５件。

【侦查监督】　受理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案件２４件２７

人，决定逮捕２４件２７人。受理普通刑事审查逮捕案

件７２０件１１１５人，批准逮捕５７５件８５６人。其中：审

查批准逮捕危害公共安全案２１件２１人，破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案１９件２８人，侵犯公民人身、民主

权利犯罪案件７２件９３人，侵犯财产案１９７件２６８人，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２６５件４４５人，危害国防利益案

１件１人。办理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２４件７５

人；办理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案件４件２１人；办

理不批准逮捕复核案件２件４人。批捕邪教等危害国

家安全的犯罪２１人。共批捕涉黑涉恶案件１６件５２

人。批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１１件１３人，批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破坏金融秩序

犯罪４件１１人。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类和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类犯罪３１件５２人，建议行政机关移送涉

及生态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线索１件，公安

机关立案１件。立案监督涉及生态环境资源、食品药

品安全案件５件。推进 “两法衔接”工作，监督移送

涉嫌犯罪案件线索３２件。

【刑事执行检察】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８０件，

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６９件。审查 “减假暂”案件

提请６９３件，书面向雅安监狱提出提请减刑、假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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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２１件。对全市１个监狱和５个看守所监管场所巡

视检察，检查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各类违法

７４件，发出检察建议１５件；检查纠正监外执行 （社

区矫正）各类违法７９件。６月，雅安市检察院成立

“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办案组”和 “刑事执行职务行为

监督办案组”，利用原驻雅安监狱视频监控联网、远

程监控平台优势，采取每月不定期查看、巡回检察查

看等方式巡查监控存储内容，巡查监狱干警日常执法

情况，２０１８年共开展３次巡回检察工作，提出口头纠

正意见１０条，检察建议２份，书面纠正违法意见１

份。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活动，核查自２０１７年７

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４月３０日生效涉财案件的判决共计

４９４人、２４２１余万元。向法院发出财产刑执行相关检

察建议５１份。对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底新增

的审前未羁押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案件进行核查

摸底。核查清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剩余刑期在

三个月以上的仍羁押在看守所的罪犯，督促交付监狱

执行刑罚。对发现的被撤销假释、撤销缓刑、暂予监

外执行条件消失尚未收监执行的罪犯，采取措施予以

监督纠正。

　　图４１　１０月９日，由雅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雅安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在石棉县人民法院开庭 （市检察院供图）

【民事行政检察】　２０１８年，全市检察机关民行部

门办理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共４７９件。其中：

民事行政诉讼结果监督案件８１件，民事行政审判活

动监督案件１５件，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１５

件，行政违法行为、行政强制措施监督案件１７件，

支持起诉案件１７件、督促起诉１件，刑事附带民事

案件１件，移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线索２件，执行

和解２件。摸排公益诉讼线索３９０件，公益诉讼立

案３３４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或公告３２７件，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１２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１

件。芦山县检察院办理支持农民工讨薪起诉案３件、

宝兴县检察院办理３件、天全县检察院办理 １件，

汉源县检察院办理５件，荥经县检察院办理 １件，

名山区检察院办理１件，涉案金额共计２５５２９０元。

创建公益诉讼工作站，搭建检察、行政连接新平

台。２０１８年，雅安检察机关共摸排公益诉讼线索

３９０件，公益诉讼立案３３４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３２７件，行政机关回复３１２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１２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１件。开展

民行工作法律法规知识、典型案例教育宣传，发放

宣传手册２０００余份。

【控告申诉检察】　２０１８年，受理来访 １７８人次、

来信１５３件，网络信访３件、视频接访３５件，民事

行政诉讼监督案件１２７件。办理律师参与化解信访

案件３４件。完成１２３０９检

察服务中心大厅挂牌和改

建，在检察服务中心划分

控申接待区、检察长接待

区、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

工作区、远程视频接访

室、律师接待室、案件讨

论室、公开审查、心理疏

导室等检务功能区。刑事

申诉复查决定书公开率和

首次申诉的不服检察机关

处理决定申诉案件立案复

查率均为 １００％，办理不

服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

件，立 案 复 查 率 达 到

１００％。完成 ２０１８年确认



!""# !$%&'(()

*+,-

!

"

#

$

法　治

!""# !$%&'(()

*+,-

*+,.

１１７　　

法
　
治

事实孤儿的国家司法救助资金救助，发放人数达到

７４人，发放救助金３５７万元。推进刑事申诉案件

公开审查工作，已结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申诉案

件公开审查率为１００％。对立案复查的刑事申诉案

件和作出给予赔偿决定的国家赔偿案件开展反向审

视，反向审视报告上报率为１００％。

【司法体制改革】　加强审前过滤，落实证据裁判

规则，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特别是定案关

键证据存在矛盾、无法排除，达不到起诉证据标准

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２０１８年，退回补充

侦查４４５件，其中二次退侦 １４２件。以轻刑快办、

繁简分流高效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形成轻刑快办常

态化机制。推行庭审实质化四类人员出庭３４件。开

展听庭评议活动１４次，邀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侦查人员等共１００

余人次旁听庭审。利用庭前会议提高庭审质效，解

决案件管辖、回避、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程

序性问题，明确诉辩焦点，做好庭前预判和准备工

作，召开庭前会议２４件。按照权利清单明确检察官

可以独立决定的各项职权，减少案件办理中层层审

批的复杂程序，减少案件办理程序性耗时。

【社会治理】　坚持对不起诉、疑难复杂等案件进

行释法说理。在审查起诉中达成刑事和解１３件１５

人，共作出不起诉决定９１件１３２人。雨城区人民检

察院与雅安市交警支队共同签署 《雅安市雨城区人

民检察院、雅安市公安交警支队关于办理轻微交通

肇事、危险驾驶案件拟不起诉实施办法 （试行）》，

对上述轻微犯罪拟作不起诉案件前置履行社会化服

务的环节，由交警部门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拟定相应

社会化服务项目，由犯罪嫌疑人在１５日完成８小时

社会服务，检察机关再根据案件事实、情节和犯罪

嫌疑人认罪认罚情况作出是否适用不起诉的决定，

共开展社会化服务７件。成立毒品犯罪案件调研组，

由市检察院牵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调研，涵盖雅安

全市地域，纵深五年毒情实际，易稿二十余次，形

成 《雅安市毒情形势分析及综合治理防范对策》的

重要调研，获得雅安市委书记兰开驰、市长邹瑾、

市政协主席杨承一的肯定性批示。在学校、单位、

企业、乡镇、社区针对不同受众，举办禁毒、非法

集资、环境保护专题讲座，利用春节、两会、开学

季等重要时段集中开展宣传活动。雅安市检察院会

同雨城区检察院、四川农业大学成功举办 “远离毒

品·无悔青春—巡回庭审进高校”活动，邀请省市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共青

团市委等禁毒成员单位领导、媒体记者、四川农业

大学在校师生共计５００余人参加。

【智慧公诉】　在重大疑难案件及被告人不认罪或

认罪后翻供的案件一审、二审办理中，推进出庭一

体化平台应用，２０１８年，共开展１４次听庭评议活

动，全部使用出庭一体化平台。加大 “三远一网”

和智能办案区建设力度。加大远程提讯系统应用力

度，全市共２５件案件使用远程提讯系统。加大远程

开庭系统建设力度，汉源县检察院已建立远程开庭

系统。推进智能办案区建设，雅安市检察院承担四

川省检察院办案指挥中心建设试点任务，已将智能

办案区建设纳入规划。

审判工作

【刑事审判】　２０１８年受理刑事案件 １１５４件，审

结１１１１件。维护国家安全，审理邪教犯罪案件２

件；打击 “全能神”邪教组织专项行动受到市级

表彰；维护公共安全，审理故意伤害、故意杀人、

毒品、“两抢一盗”、强奸等犯罪案件２４８件；毒

品案件重刑率３４５％，高于全省平均值 ８个百分

点；审结涉案成品冰毒 ７２公斤、半成品冰毒 ６１

公斤的钟某某等人特大制造毒品案；维护群众人

身财产安全，审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非法集资

等犯罪案件９件；坚决惩治贪腐，审结贪污受贿

案件 ２３件、行贿案件 ５件，巩固反腐败斗争成

果。依法保障人权，试点律师辩护全覆盖。公开

审理减刑、假释案件５９８件。

【民商事审判】　受理民商事案件１３４３７件，审结

１２７４１件。审结建设工程、买卖、租赁、房地产、



!""# !$%&'(()

!

"

! "

*+,-

!""# !$%&'(()

*+,-

１１８　　

　　图４２　２月１３日，在市法院主持下用人单位向１７名农民工兑付余下调解协议款１３万余
元 （市法院供图）

投融资等合同案件２３４９件；开展涉金融案件专项审

判，审结金融借款、担保、保险、民间借贷等案件

１９１９件；审理破产案件１４件，稳妥推进鼎恒公司、

雅惠商贸、鑫荞煤业等案件审理，受理 “执转破”

案件３件；审执结涉军 “全停”案件２８件；审结

房屋、股权等财产权属纠纷案件１７９件，化解国电

雅安分公司与天全县西部能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

纠纷；市中院保障民营经济发展成效突出，被市委

市政府评为先进集体；审结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

村土地承包合同、林权等纠纷案件 １１０件；审结

“小米”“七匹狼”等商标侵权案件２９件。

【行政审判】　全年共受理行政案件５２４件，审结

５１０件；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征收征用、

社会保障、信息公开等重点领域行政案件９９件，支

持原告率９０９％；依法支持违法用地、违章建筑专

项整治，保障区域开发顺利推进；促进争议实质解

决，一审调撤 ４２件，占比 １３３８％，实体裁判率

３１５３％；邀请庭审观摩、培训授课７２１人次，发出

司法建议 ７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９０６９％，同比上升１３３９个百分点。连续七年发布

年度司法审查白皮书，在全省率先设立城市管理巡

回法庭，服务全

国 文 明 城 市

创建。

【案件执行】　

受理执行案件

８４５７件，执 结

７８４３件，标 的

额达 １７９９７亿

元。实施 “五大

专项活动”和

“雅州风雷”系

列行动，曝光失

信自然人 １６７４

人、 法 人 ３８２

家， 限 高、 限

乘、限 制 出 境

１１００１人次，罚

款、拘留６５人次，移送犯罪案件５件８人。审结杨

某某、高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实现打击拒执

“零”的突破。主动沟通协调，涉军、涉党政机关

案件全部执结。突出执行信息化，案件全部网上办

理全程留痕，网络查询反馈信息３００多万条，网络

司法拍卖 ３１１件，成交 ４８件，成交额 ３４７亿元，

溢价率３３５７％。网拍四川天力公司下属电厂资产，

成交金额突破３亿元，个案标的额全省最高。突出

执行规范化，２２２３件终结本次执行案件管理更加严

格，“两个平台”实质化运行。

【环境资源案件受理】　受理环境资源案件５７９件，

审结５６８件。推进部分重大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提级

管辖试点，２件案件入选全省 “十大环境资源典型

案例”。直播 “汉源湖非法电鱼案”庭审，《人民法

院报》专题报道。审结公益诉讼案件２件，创设生

态环境修复赔偿基金制度。探索 “一带三”建设模

式，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实践基地

（雅安）”建设， “一个中心、四个分支”初具规

模；联合甘孜州打造全省首个跨市州 “生物多样性

司法保护实践基地”，推动区域协作，筑牢长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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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图４３　１０月１２日，环境资源司法实践基地建设启动仪式 （市法院供图）

游生态司法保护屏障。省法院新闻发布推广雅安环

资审判经验。最高法院专程来雅调研大熊猫国家公

园司法保护工作，点赞雅安绿色发展和环资审判

成效。

【司法责任制改革】　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

院庭长承办案件 １１７２３件，同比增长 １４０８％。选

升、遴选、交流、退出法官３９人，实现员额法官常

态化选任及退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严格落实 “三项规程”，实质化审理案件

１８７件，占全部普通程序案件的４５４％；召开庭前

会议２８次，“四类人员”规范出庭７７人 （次），落

实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错案。推进繁

简分流、调解速裁机制改革，简案快审、轻刑快审

案件１０６１２件，简易程序适用率 ８１２４％，实现简

案快办、难案精审。健全业绩考评机制，激励法官

办案，法官人均结案 １２３８４件。强化审判管理监

督， “三评查”全覆盖员额法官，规范监督管理

“四类案件”４５３件。建成科技法庭５０个，在全省

第五个完成库存５７８万卷诉讼档案数字化。初步建

成 “一个数据中心、四大平台、五大系统”的智慧

法院信息系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面排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以

来审结刑事案件，系统梳理出符合 “三人三案”标

准的案件８件；深入宣传

发动，核查群众举报线索

５９条；落实 “两个一律”

要求，加强与监委、检

察、公安等单位联动协

作，摸排梳理在审案件线

索１２条，甄别移送线索２

条，审理涉黑恶犯罪、保

护伞案件６件４６人，对２

名涉黑犯罪的罪犯裁定不

予减刑。邹某、汪某某等

２４名被告寻衅滋事、敲诈

勒索、保险诈骗案，成为

全省首例审判环节发现的

涉恶案件和全市专项斗争

中判决的首例涉恶案件。

司法行政工作

【普法教育】　全面实施 “七五”普法规划，推进

国家机关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建立运

行 “１＋１０”普法工作机制。全市建成较大的法治

公园、法治广场、法治长廊、法治文化景点等宣传

阵地３７个，建成各类法治宣传教育基地３４个，全

市建成新村法治文化示范点 ６６个，法治宣传栏

１３００余个、法律图书角６６８个，组织开展法治文艺

乡村 （社区）巡演１００余场 （次）。共印发各类宣

传资料３０万余份，接受法律咨询５０００余人次。

【法治创建】　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法治示范创建，

创成全国、全省法治示范县 （区）３个、法治示范

乡镇 （街道）１个、依法行政示范单位５个、学法

用法示范机关 （单位）２个。

【法律服务】　全市共有律师事务所 ２６个，律师

１９１名，其中：社会律师１３９人 （专职律师１２９人，

兼职律师１０人）、法律援助律师１６人、公职律师

３６人。全年累计办理各类法律事务３０３８件，其中：

刑事辩护５９７件，民商事代理１８９５件，行政诉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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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４　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向从业人员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市司法局供图）

理１５５件，非诉讼专项法律服务３９１件，律师担任

政府、企业常年法律顾问４５７家。全市基层法律服

务所１５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８４人，全年办理

　　图４５　１２月２８日，雅安监狱开展监狱开放日活动 （雅安监狱供图）

各类法律事务 １２９６件。全市开展业务公证机构 ６

个，公证员１８人，全年累计办理公证案件８８６６件。

全市共有鉴定机构５个，司法鉴定人员４２人，全年

累计完成鉴定１２０１件，其中法医临床１１２８件，法

医病理７３件。推进市、县、乡、村四级 “窗口化、

综合性、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建设纳入２０１８年

市政府十项民生工程。已建

成并投用市、县 （区）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 ９个、乡镇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站６５个、村

（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１３４个，实现场所、人员配

备、业务受理、服务流程规

范有序。落实 “一村一法律

顾问”制度，全市１０８６个村

（社区）实现法律顾问全

覆盖。

【法律援助】　２０１８年，全

市共实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１８４１２人次，其中已结案件

１１３０件 （每件计２人次），

其他事项 １６１５２件，完成

省 上 下 达 目 标 任 务

１３１５１％。新建乡镇街道

规范化法律援助工作站任

务为 １３个。为特殊困难

群体办理案件 ３６０余件，

挽回 经 济 损 失 ４２０余

万元。

【罪犯改造】　２０１８年，

雅安监狱围绕省局 “四型

监狱”建设总体要求，坚

守安全底线，统筹推进五

大改造新格局，同步实现

“三个一流”。全年梳理目标任务３５４项，完成３４７

项，部分未达目标１项。实现无服刑人员脱逃、无

重特大狱内案件、无服刑人员群体性哄监闹事、无

服刑人员非正常死亡、无重大疫情、无食物中毒事

件、无生产安全工伤死亡、无民警重大执法过错。

实现生产总值４１７０万元，其中劳务产值３５５０万元，

月人均产值１５６７元，投劳率达８６７％。对外开展

警示教育活动５０余批次，共计１２００余人次。在脱

贫攻坚后勤保障、产业帮扶、慰问、 “以购代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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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共投入资金５０１８万元。２月１４日，雅安监

狱启动 “春暖归途”离监探亲活动。１２月 ２８日，

雅安监狱开展监狱开放日活动，雅安市委、市政

府、市人大、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省局教

育处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和社区工作人员代表、监

狱执法监督员、省市级媒体代表及部分服刑人员家

属共百余人参加。

【特殊人群管理】　加强社区矫正教育监管转化工

作，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４７３７人，累计解除矫正

３９３６人，无漏管、脱管；全年衔接并协调安置刑满

释放人员５０５人。

【人民调解】　坚持发展 “枫桥经验”，大力推进公

调、诉调、访调对接，探索人民调解进产业、进项

　　图４６　６月２０日，雅安市２０１８年人民调解员骨干培训会 （市司法局供图）

目工作。２０１８年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 ３９７５４件，

与去年同期３９９４６件相比下降０４８％，引导分流６４

件，调解终止 ３２２件，调解中 ３２１件，成功调解

３８８２９件，成功率９７６７％。名山区交通事故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获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荣

称号。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组织实施首次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入选全省９个机考试点市 （州），

全市客观题有效报名人数６４４人，主观题有效报名

人数３５５人。

依法行政

【行政责任】　配合市人大常委会编制 《雅安市第

四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２０１８年年度立法计

划，并顺利推进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起草工

作，先后开展涉及产权保护、著名 （知名）商标、

生态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与国家

法律法规和政策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废止和修

改；全年雅安市向省政府备案行政规范性文件７件，

备案率、及时率、合格率均达到 １００％；审查县

（区）政府和市级部门备案文件２８件。

【行政审查】　严格市政府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

全年共对 ５９件党委规范

性文件、１１件行政规定性

文件、６７份协议合同、

４６６件重大行政决策进行

合法性审查。

【行政执法监督】　高质

量完成行政执法 “三项制

度”专项改革销账任务；

按照 “一年一重点”原

则，将公安交警行政执法

作为执法监督重点开展专

项 检 查， 同 时， 各 县

（区）另行组织选择 １—２

个重点领域开展行政执法

专项监督；重点对公安、国土、城管、交通、安

监、食药监等部门执法案卷开展评查，共评查案卷

５４卷，合格率均为１００％；全年共审查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重大行政处罚备案８１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

人员持证上岗制度，采用网络培训、网上考试的方

式，对全市８３１名新申领和换证、３８２个年审行政

执法资格证的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考核。

【化解行政争议】　全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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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正式受理 ４４件，受理率为 ９３６２％，审结 ４１

件，审结率为９３１８％，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办理

以市政府为被告行政应诉案件１６件，严格落实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２０１８年，全市各级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９０６９％，较 ２０１７年的

７７３％提高１３３９个百分点；与雅安中院建立行政

应诉工作互动机制，有效合力化解涉稳定、涉群体

等重大敏感的行政争议案件。



农业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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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图４７　汉源县九襄镇乡村风光 （市规建和住房保障局供图）

【概况】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６９万公顷，比

上年减少００４万公顷，下降０５％；油料作物播种

面积０７８万公顷，下降２２％；中草药材播种面积

０７万公顷，增长５７％；蔬菜播种面积３０３万公

顷，增长 １９％。全年粮食总产量 ３５７８万吨，比

上年减产００６万吨，下降０２％。其中：小春粮食

产量下降０７％；大春粮食产量下降０１％。经济作

物中，油料产量１４７万吨，增长１１％；蔬菜产量

７０３７万吨，增长３９％；茶叶产量８４１万吨，增

长７１％；园林水果产量３９５５万吨，增长１７０％。

全年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０３８千公顷，年末有效

灌溉面积５３７２千公顷。全年新增综合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１５４５９平方公里，２０１１年以来累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１３６３９２平方公里。解决改善农村饮水

不安全人口４９５万人。新增农业机械总动力２１２

万千瓦，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１６４３１万千瓦，增长

１３％。全年农村用电量 ７６０３６万千瓦时，增

长１１６３％。

【落实惠农补贴政策】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惠农补贴

资金到位１０８９７６２万元，其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１００６７６２万元，市本级

２９８８１３万元，荥经县 １０７４１１

万元，汉源县２６４８６３万元，石

棉 县 ６１６０１ 万 元，天 全 县

１２９５８６万元，芦山县９１６９９万

元，宝兴县 ５２７８９万元。农机

购置补贴８３０万元，其中：雨城

区１００万元，名山区 ７００万元，

汉源县３０万元。

【高标准农田建设】　２０１８年，

雅安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总投资

４１１０７３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２９１万亩。

【农村能源建设】　２０１８年，新建雨城区雅安天兆

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猪场大型沼气工程 （发电装机容

量１５０千瓦）一处，项目总投资 ６４２万元，其中：

中央预算内投资２２５万元，业主自筹４１７万元。新

建新村集中供气工程３处，分别为芦山县龙门乡隆

兴村新村集中供气工程 （集中供气７０户）、芦山县

龙门乡古城村新村集中供气工程 （集中供气８０户）

和汉源县皇木镇红花村集中供气工程 （集中供气

１２５户），项目总投资１７８７５万元，其中省财政１４３

万元，县级配套２３万元，业主自筹１２７５万元。截

至年底，新建项目均通过县级验收投入运行。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农业财政资金 １０４４

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２９１万亩，完成土地整理

０５２万亩；实现农业机械总动力 １６４１８万千瓦；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３１４５平方公里；建设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１５４万亩；铜头引水工程、名山铜头引水

工程支渠全面完工；兴建３０处供水工程，实现２６

万人农村人口安全饮水；新建农村公路 ２０３７３公

里，改建农村公路１６０公里，建成农村公路安防工

程８１６６公里，新建改造机耕道６７５３８公里。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２０１８年，编制完成 《雅安

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雅安市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实施方案》和 《雅安市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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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坯房改造行动实施方案》。实施１５６个新村聚居

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３０％行政村农村生活污

水得到有效治理。在１８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大力推广

“高岗村模式”，７０％以上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得到

有效处理。新建乡村公厕３３座，改建乡村公厕１５

座，完成８０００余户农户厕所改造，农村户用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到７０％。

图４８　名山区万古乡红草村 （市委农工委供图）

【农机工作】　截至年底，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

１６４３１万千瓦，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４６８％。全面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全市累计组

织实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２１４２９７万元，补贴机具

６５６台，直接受益农户４８５户。全市累计机械耕种

面积１０７１万亩，机播插面积２０３万亩，机收面积

３２６５万亩，分别完成省级目标任务的 １０１８％、

１１８７％、１１６２％。检修各类农机具 ６３５万台套，

其中修复改造提灌机械１０３８台套。新增农村机电提

灌设施１５１台套，提灌保栽水稻面积７８万亩。农

机合作社机械化作业服务面积达到 ２２５万亩，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６６％。全市新建农机化生产道路２３８

公里，新建和维修改造提灌站６３座，分别完成省级

目标任务的５９５％、１０５％。农机安全监管各项措施

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全市未发生一起农机伤亡事

故。全市累计年检拖拉机１５４１台，完成省级目标任

务的１０３％；持续推进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配合

公安、交警等部门查处变型拖拉机超载超限、假牌

假证等违法违规行为５８起。

【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贯彻落实 《雅安市新村聚

居点管理条例》。印发 《关于大力推广 “高岗村模

式”加强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实施意见》 （雅委办

〔２０１８〕１１７号），推广农村垃圾分类处理 “高岗村

模式”。建成幸福美丽新村 ３００个、绿美新村 １００

个，创建省级 “四好村”６０个，市级 “四好村”

３００个。

农业产业化经营

【编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编制出台 《雅安市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雅委发

〔２０１８〕１７号），明确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

标任务、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在全市选择１８个乡

村振兴战略试点示范村，引领全市乡村振兴工作。

【乡村振兴产业带建设】　２０１８年，在巩固提升三

条百公里百万亩乡村振兴产业带基础上，全域统

筹，将乡村振兴示范点建在产业带上一并推进。乡

村振兴茶产业带以名山、雨城两区核心区６５万亩茶

叶基地为支撑，辐射带动全市茶叶基地 １００万亩，

建成中国藏茶村、中国至美茶园绿道、牛碾坪茶园

综合体等项目，该产业带以

名山区茅河乡为起点，沿

Ｇ３１８、Ｇ１０８延伸至雨城区上

里镇，全长 １３５公里，途经

１４个乡镇，辐射人口约２６万

人。乡村振兴果蔬产业带以

汉源、石棉两县 １１３３万亩

水 （干）果和有机蔬菜产业

基地为支撑，建成花海果乡、

桃源胜景、后山朴院·梨花

溪、挖角金果人家等项目，

该产业带以汉源县清溪镇为

起点，沿 Ｇ１０８和 Ｓ２１１延伸

至石棉县挖角乡七里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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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３０６公里，途径１７个乡镇，辐射人口约１８万人。

乡村振兴果药产业带以芦山、天全、宝兴、荥经四

县的猕猴桃和道地中药材为主，山药、魔芋、林竹

等产业为辅，打造果药产业基地１９６８万亩，建成

以龙门休闲农业公园、兰家山公园等为代表的乡村

旅游经济产业带，该产业带以荥经县兰家山公园为

起点，沿荥天芦环线和 Ｇ３５１，途经天全县和芦山

县，延伸至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全长２８２公里，途

经４７个乡镇，辐射人口４４６万人。

　　图４９　天全县乡村振兴果药产业带 （市委农工委供图）

三条产业带覆盖全市８个县

（区）７８个乡 （镇），辐射带动

全市９０％以上的农村和农民发展

产业，全市建成４８７８万亩特色

产业基地，其中：茶叶基地 １００

万亩，年总产量 ８４５万吨，主

要分布在雨城和名山２个区；林

竹面积１８９万亩，鲜杂竹材年产

量 ２０５万吨 （含竹片 １７５万

吨），主 要 分 布 在 北 部 六 县

（区）；水 （干）果基地面积 ９８

万亩，年生产以黄果柑、大樱

桃、枇杷等为代表的水果共计

５１０５万吨，以花椒、核桃、板

栗等为代表的干果共计０９９万吨，水 （干）果产

业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汉源和石棉２个县；中药材基

地面积４３万亩，年生产以川牛膝、云木香、天麻等

为代表的草本中药材３０３万吨，以厚朴、黄柏、杜

仲等为代表的木本中药材１２５万吨，主要分布在天

全、芦山、宝兴和荥经４个县；蔬菜基地面积５７８

万亩，年总产量８３３万吨，全市范围内均有种植；

雅鱼养殖面积１６７万亩，年总产量１２８万吨，主

要分布在雨城、天全、芦山和汉源４个区县。通过

乡村振兴产业带带动，全市共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

工企业７１家，全年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８９１２亿

元，同比增长 ２０１％，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１８２％。全市农产品共创建中国驰名商标６个，四

川省著名商标 ２８个，绿色 （食品）产品 １５８个，

有机 （食品）产品９０个，共培育蒙顶山茶、雅安

藏茶、花椒油、樱桃干、猕猴桃酒、山药片、鱼子

酱等特色品牌农产品８０余种。乡村振兴产业带沿线

已建成汉源锦绣田园、蒙顶山茶叶公园等农业公园

８个、乡村旅游景区１０４个，生态农庄 （场）、星级

农家乐 （特色民宿）７６５个，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２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５％。三条百公里百万亩乡

村振兴产业带带动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９８００

元，占总收入１３２４２元的７４％。

【农业项目资金投入】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共争取到

位农业项目资金８２２５７８万元，其中：农业公共安

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 ８８８３７万元，市本级

３６８２６万元，雨城区 ４７５万元，名山区 ３５万元，

荥经县 ５９２１万元，汉源县 １４５４５万元，石棉县

４３３５万元，天全县４３１７万元，芦山县１０６６９万

元，宝兴县３９７４万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２３６６万

元，其中：市本级２１万元，雨城区１７８万元，名山

区６８８万元，荥经县９４万元，汉源县８３７万元，石

棉县１０２万元，天全县１３８万元，芦山县１７７万元，

宝兴县 １３１万元。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１１３７万元，其中：市本级 １６万元，雨城区 ２３４

万元，名山区３４万元，荥经县３４万元，汉源县

１９９万元，石棉县 ３４万元，天全县 ２３４万元，

芦山县３４万元，宝兴县１７４万元。现代农业发展

工程３１６６万元，其中：市本级２５万元，雨城区４０５

万元，名山区５１０万元，汉源县７７１万元，石棉县

９３５万元，天全县 １１０万元，芦山县 ３１０万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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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１００万元。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１５０７０１万元，

其中：市本级９６３６２万元，荥经县４２３７万元，汉

源县 １７２１２万元，石棉县 ５７３５万元，天全县

８６４５万元，芦山县１１６８４万元，宝兴县６８２６万

元。猕猴桃溃疡病防控６５万元，其中：雨城区３５

万元，荥经县３０万元。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芦山县）５０万元，畜禽粪污染资源化利用工程

（汉源县）６０万元，渔业油价生产成本补贴资金

（汉源县）０７万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

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 （市本级）９万元。

【绿色 （有机）农业】　２０１８年，完成名山区、雨

城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和

芦山县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１５８万亩复评审；完

成２５个绿色食品续展和１３３个绿色食品年检任务；

新认证绿色 （有机）食品４３个，新增绿色 （有机）

认证面积５万亩以上。截至年底，累计认证 “三品

　　图５０　７月１０日，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名山区解放乡银木村调研（四川卫视截图）

一标”产品达

３２０个，其中：

绿色食品 １７３

个 （同比去年

增加 １５个），

有机食品认证

９０个 （同比去

年增加 １个）。

绿色 （有机）

食品认证名列

全省前茅；雅

鱼、天全竹笋

成功认证为农

产品地理标志。

雅鱼纳入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

护面积达１０３１公顷，天全竹笋纳入农产品地理标志

保护面积达６６６７公顷；成功创建全省首个 “全国

绿色食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组织

全市７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首次参加全国农产

品地理会展；组织１９家企业参加第十九届中国绿色

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二届全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获得绿色食品金奖２个、有机食品金奖３个；兑现

雅安市绿色 （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奖补资金１４４万元。

【休闲农业】　雅安市依托三条乡村振兴产业带的

建设，加快产业小环线的布局与建设，提升集休闲

观光、科普教育、体验养生等为一体的休闲农业景

区发展水平。加强农业产业基地景观化打造，提升

农旅融合发展水平，重点打造以休闲游乐为特色的

“茶旅融合景区”，以民俗康养为特色的 “果旅融合

景区”，以生态度假为特色的 “药旅融合景区”等

２０个休闲农业重要节点。继续打造汉源九襄花海果

乡、名山中峰牛碾坪茶旅综合体、雨城多营中国藏

茶村、芦山龙门休闲农业公园、石棉安顺场农业主

题公园等一大批休闲农业园区。２０１８年，新申报成

功中国美丽休闲乡村１个，名山区入选全国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名单。截至年底，

全市共有１个国家茶叶公园、１个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３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２个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６家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１０家省级

示范休闲农庄。

【“１＋８”现代农业园区】　投资１８亿元，加快雅

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中国·藏茶城”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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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蒙顶山国家茶叶公园、芦山现代生态农业

示范园、天全南天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汉源锦绣田

园、雨城冷水鱼产业园区、荥经天麻产业园区、石

棉黄果柑产业园区和宝兴道地中药材产业园区建

设，全市农业园区综合产值１６０２３亿元。

图５１　天全县始阳镇举办竹编培训班 （市委农工委供图）

　　图５２　８月９日，省长尹力检查指导雅安防汛减灾和特色产业发展（市政府办供图）

【农产品品牌】　建立区域公用品牌体系，努力扩

大 “雅字号”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知名度，

“蒙顶山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３０７２亿元，在全

国 “十大茶叶品牌”中排名第８位； “雅安藏茶”

品牌价值１８４５亿元，被评为 “最具资源力品牌”；

至年底，全市农产品有中国驰名商标 ６个，绿色

（食品）产品１７３个，有机 （食品）产品９０个，农

产品证明商标１８个，地理标志产品

１１个。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２０１８年

全年雅安市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合格率 １００％；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完成率

１００％。生产经营主体入驻省级追溯

管理信息平台增加６０个，入驻产品

１２０个，录入信息２４０条。雨城区、

芦山县、汉源县顺利通过 “四川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动态

考核；石棉县省级农产品质量监管

示范县自主创建通过市级验收，提

交省级考核；全市县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检验检测站项目验收率达

１００％。石棉县、名山区、天全县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站通过

“双认证”，荥经县提交现场评审申

请；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有效实施。

雨城区、名山区、天全县、宝兴县

省级财政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完

成项目总投资 １２４５万，资金使用

率１０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１１９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３９家，市级龙头企业８０

家；农民合作社 ２９７３家，其中：有国家级示范社

１５家，省级示范社５９家；家庭农场数 ８０４个，新

创建省级家庭农场示范场１０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林场）１２３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３５个。

【新产业新业态与农旅融合】　创建四川省首批美

丽渔村１个，新增８个省级休闲示范农庄，总数达

到１０个。新增２６家三星级以上 “森林人家”，总

数达到５０家，其中：省级森林人家５家。新增省级

“森林康养人家”４１家，总数达到 １３２家，其中：

省级森林康养基地２个，总数达到１８个。全市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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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接待游客约 ２１２４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１４％，

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１５４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３％。

实施绿美雅安 “七大行动”，创建省级森林小镇 ２

个、市级森林小镇１５个。

【农村劳务与电子商务】　全市劳务品牌技能培训

３６２４人，返乡下乡创业培训９３２人，转移就业人数

３５２９万人，同比增长１０６％，实现劳务收入４４０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５２％。建立县、乡、村三级农

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６４４个，实现网络零售额４２６

亿元，同比增长８９２５％。

　　图５３　７月２０日，市农业局开展羊包虫病免疫抗体集中监测（市农业局供图）

种植业

【粮食生产】　２０１８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６９万

公顷，比上年减少００４万公顷，下降０５％，全年

粮食总产量３５７８万吨，比上年减产００６万吨，下

降０２％。其中：小春粮食产量下降０７％；大春粮

食产量下降０１％。２０１８年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１２

万亩，其中，雨城区３万亩，汉源县７万亩，天全

县２万亩。

【茶叶生产】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茶园面积１００万

亩，其中：投产茶园面积７５．７０万亩，茶园鲜叶总

收入３５０５亿元，茶叶总产量９１８万吨，综合产值

１７０亿元。全市有中国茶行业百强企业４家、市级

以上农业 （茶叶）产业化经营重点龙

头企业４８家。有８家藏茶企业被确定

为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占全省

的８０％。蒙山茶叶市场、茶马古城等

茶叶交易市场发展平稳。发展 “互联

网＋茶”，蒙顶山茶叶交易所、 “在线

茶商” “智慧茶城”Ｆ２Ｃ垂直电商平

台、电子商务雅安茶业网运行良好。四

川蒙顶山味独珍茶业集团有限公司茶叶

销往马来西亚，全年自营出口达２万美

元，成为雅安市首家自营出口茶业企

业。推进 “雅安藏茶”申报生态原产

地产品保护工作，“雅安藏茶”品牌评

估价值达１８４５亿元，位列全国第４０位，居全国黑

茶第３位、四川黑茶第１位，被评为 “最具发展力

品牌”“四川十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全市新增

注册涉茶商标１４０件 ，累计１０１７件，其中 “蒙顶

山茶”“蒙山” “蒙顶” “吉祥”为中国驰名商标。

“蒙顶山茶”品牌评估价值达３０７２亿元，位列全

国第８位、四川第 １位，被评为 “最具经营力品

牌”。全年新建３个南路边茶制作市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和１个乌茶专家大院。

【水果生产】　２０１８年，全市水果总面积６３７８万

亩，同比增加２７５万亩，增长４５％；园林水果产

量３９５５万吨，增长１７０％；水果产值２３２亿元，

增加２３亿元，增长１１％，水果助农人均增纯收入

１１０４元。

【蔬菜生产】　２０１８年，全市蔬菜播种面积３０３万

公顷，同比增长 １９％。蔬菜产量 ７０３７万吨，增

长３９％；蔬菜产值１４９７亿元，减少０７２亿元。

【中药材生产】　２０１８年，全市中药材面积 １９１６

万亩，同比增加１万亩，增长 ５５％；中药材产量

３３２万吨，增加０１８；中药材产值４４７亿元，增

加１亿元，农民人均增纯收入４８元。

【农产品病虫害防治】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水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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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果树、蔬菜、茶叶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总体为

中等发生，其中粮食作物病虫均中偏轻；经济作物

虫害中等发生，病害偏重发生。全市病虫草鼠发生

总面积 ４７１３５万亩次，防治面积 ６７１３２万亩次。

其中生物防治９２０５万亩次，杀虫灯、诱虫板等物

理防治１１８８７万亩次。

畜牧水产

【生猪养殖】　截至年底，全市生猪存栏８５２１万

头，其中能繁母猪 ７１５万头；全年生猪出栏

１２２８９万头，与上年持平。２０１８年受非洲猪瘟和环

保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生猪价格波动频繁，市

场平稳供给受到一定影响，随着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全年生猪标准化养殖得到发

展，生猪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牛羊养殖】　截至年底，全市牛存栏１１９５万头，

其中能繁母牛４６２万头；牛出栏５１９万头，增长

２３％；奶牛０５万头，全年奶产量２９６万吨，增

长５７％；羊存栏１７７３万只，出栏２１９７万头，下

降１３％。２０１８年出台 《关于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雅办发 〔２０１８〕１号），加

快调整优化畜牧业结构，重点扩大 “粮改饲”试

点，在中高山地区推广青贮玉米养殖肉牛、奶牛，

提升牛羊草食家畜生产水平。

【家禽养殖】　截至年底，全市家禽存栏６４７８９万

只，出栏７６２１９万只，增长１２％；禽蛋产量２４２

万吨，增长３５％。家禽养殖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

增强，形成以芦山钱记百万只蛋鸡场、名山时昌十

万只蛋鸡场２个农业部级蛋鸡标准化示范场为代表

的现代蛋鸡养殖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兔养殖】　截至年底，全市家兔存栏 １９７１１万

只，出栏３９５３８万只，增长０２％。全市兔的养殖

逐渐从长毛兔向以肉兔养殖为主转型，主要分布在

荥经、天全、名山、雨城等县 （区），主要饲养品

种有荥经长毛兔、齐兴肉兔、比利时肉兔等。

【水产养殖】　２０１８年，开展天然水域人工增殖放

流，２０１８年在雨城区、天全县和宝兴县放流大鲵、

齐口裂腹鱼、重口裂腹鱼、鲢鱼及鳙鱼等各类鱼苗

总计１１０余万尾，价值１３０万元。全市水产养殖面

积达全年水产养殖面积７９９公顷，增长８６％。水

产品产量１０２２０吨，增长１７９％，其中：养殖产量

９８００吨，捕捞产量４２０吨。产值２７０４２万元，同比

增加９１７６万元，增长 ５１３％；共生产、引进和投

放鱼苗２９５４７万尾，实现减量增效，全面完成省局

下达的目标任务。

【水产品加工】　２０１８年天全润兆渔业鲟鱼鱼子酱

加工车间已全面正式投产，截至年底，已生产鲟鱼

鱼子酱６５吨，产值约７８００万元，该加工厂年加工

鱼子酱数量可达３０吨，实现雅安水产品加工业的突

破。

【畜牧业疫病防治】　２０１８年，通过实施强制免疫、

病原监测、流调分析、应急演练等综合防控措施，

全市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保持稳定控制，没

有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全市共组织口蹄疫等

５种重大动物疫病疫苗１３５７５６万头份 （万毫升），

全年免疫生猪猪瘟、口蹄疫１５７７６万头，免疫牛、

羊口蹄疫 ３９７２万头 （只），免疫家禽禽流感

７３３９２万只，实验室监测病原 ２８３４份，监测畜禽

血清样品２２５１份，免疫密度达到９０％以上，应免

密度达到１００％。加强防疫人员技能培训，８月，雅

安市农业局举办雅安市动物防疫技能预赛，选拔出

３名优秀选手代表雅安市参加 “四川技能大赛—

２０１８年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动物防疫）”，

获得个人二、三等奖和团体三等奖。１０月，雅安市

代表队参加全省非洲猪瘟疫情应急演练竞赛，获得

团体三等奖。

【非洲猪瘟应急防控】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辽宁省

发生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雅安迅速编制非洲猪

瘟疫情应急预案，制定非洲猪瘟疫情排查、检测方

案，组织排查生猪养殖户１７万余场次、排查生猪

３４６万头次，发放 《非洲猪瘟防控明白纸》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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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４　１１月１６日，省非洲猪瘟防控第四督导组在名山区督导非洲猪瘟防控工
作 （市农业局供图）

资料２２万余份，监测非洲猪瘟血样４２４７份，猪肉

产品９３份，检出１份阳性虾饺样品，及时消除隐

患。同时，加强移动监管，严格执行生猪调运相关

规定，落实养殖环节、屠宰环节、调运环节的监管

措施，在全省启动非洲猪瘟特别重大 （Ｉ级）疫情

应急响应后，全市先后设置临时检查点２２个，在全

市所有高速路口都张贴２４小时监督联系电话，对进

入全市各县 （区）的生猪车辆进行严格查验，防止

生猪及产品违规调运。对检查发现的无证违规运输

生猪、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全面禁止使用泔水饲

喂生猪，对检查中发现的２１起使用泔水饲喂案件依

法依规进行从重处罚。２０１８年，全市各项防控措施

稳步推进，没有非洲猪瘟疫情发生。

【雅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捕】　农业部发

布长江流域全面禁捕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通告，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率先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等３３２个水生生物保护区 （包括水

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逐步

施行全面禁捕。雅安周公河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

区、天全河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宝兴河珍稀

鱼类市级自然保护区被纳入率先全面禁捕名录。

【渔政管理】　２０１８年，宣传贯彻落实渔业法律法

规，实施 “春、秋”禁渔

制度和市政府颁布的 《雅

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将城区

部分河段划定为禁渔区》

通告，依法行政，开展

“亮剑 ２０１８”渔政专项执

法行动，严厉打击 “电、

毒、炸”等非法捕捞行

为，保证正常的渔业生产

秩序和渔业生产者合法权

益，渔业资源得到有效保

护。依法办结渔业行政审

批和行政许可，狠抓水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渔业安

全，确保无渔业安全事故

发生。加强完善周公河珍

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天全河珍稀鱼类省级自然

保护区和宝兴河珍稀鱼类市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

管理，依法对全市３７个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建设项

目进行全面整改并销号。继续完善水生生物影响评

价，落实补救措施。

水　利

【水利工程建设概况】　２０１８年，铜头引水、南郊

水厂引水两大重点水利工程于年底基本建成，全市

调水补水网络初步形成。九龙水库、永定桥水库大

田支渠扩建工程进展顺利，九龙水库完成年度投资

８０００万元，大坝土石方填筑达到设计高程；永定桥

水库大田支渠扩建工程完成年度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完

成隧洞开挖、支护６千米。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２０１８年度，全市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共投入资金 ２０６７亿元，是计划投入的

１２１８９％。全市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５０２平方公里，

新建防渗渠道 １１３４公里，修复水毁工程 ３２３处，

新增有效灌溉面积１９４万亩，恢复／改善灌溉面积

３７７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１４１万亩，新增年

节水能力５５７９６万方，新修／加固堤防４１１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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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５　芦山县玉溪河生态堤防（市水务局供图）
　

新增供水受益人口 ９０６万人；建设高标准农田

２９１万亩，新建或改造村组道路３５７８公里，建设

田间机耕道路 ６２５公里；完成营造林 ４７０２万亩，

建设绿色通道５４２３公里。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在２０１８年度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绩

效考核中，雅安市林业项目荣获二等奖、水利项

目、综合项目荣获三等奖。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市农田水

利项目涉及汉源县、石棉县、芦山县三个县四个项

目，其中中央水利发展资金２２００万元涉及汉源县和

石棉县，省级水利发展资金１２００万元涉及芦山县，

共计完成投资４８３５５万元，完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１５４００亩，安装管道 ３９９１９２公里，新建蓄水池

７３口。

【永定桥水利工程】　是四川省大渡河瀑布沟水电

站移民安置重点配套工程，是四川 “十一五”开工

建设的重点水利项目，是汉源县城供水的关键性工

程。永定桥水利工程位于汉源县流沙河流域，首部

枢纽位于四川省汉源县西北部，坝址位于流沙河上

游三交乡河坝村与三交村相连的永定桥下游约３３

公里处，大坝最大坝高 １２３米，水库正常蓄水位

１５４３ 米， 面 积

０５５３平 方 公 里，

相应库容为１６５９万

立方米，运用５０年

兴 利 调 节 库 容

９９１５万 立 方 米，

死库容 １２２６万立

方米。其功能为满

足汉源县城的城市

用水、瀑布沟电站

农村移民安置区的

生活和灌溉用水，

并合理安排渠道沿

线农村的生活、灌

溉、乡镇企业用水

及环境用水。永定

桥水库灌溉渠道主

要有干渠１条 （长４３公里）、支渠６条和县城供水

管线１条 （５１公里），在９５％供水保证率情况下能

满足县城６万人及乡村１３５万人 （２０３０年）的生

产生活用水和１０４１万亩田地灌溉用水。永定桥水

库大田支渠扩建工程由引水工程和渠道工程两部分

组成。大田支渠扩建工程渠道长３４６４５公里，其中

暗渠７４１公里，渡槽７座，总长０３９公里，隧洞

１５座，总长２４７２公里，倒虹管４座，总长２０３公

里，跌水一座，长度２２米，渠道设计流量 １４５—

０１３立方米每秒；引水工程为底栏栅坝１处。该工

程设计灌溉面积３４５万亩，解决沿线４４７万名群

众用水问题。

【铜头引水工程】　４月２０日，雅安市铜头引水工

程开始试通水。铜头引水工程取水口位于芦山县思

延乡境内，工程取宝兴河铜头电站尾水径流，干渠

经芦山县思延乡、飞仙关镇、天全县新华乡、雨城

区多营镇、北郊乡、凤鸣乡、名山区蒙顶山镇。工

程取水口设计引用流量５２立方米／秒，年取水能力

达１５亿立方米，多年平均供水量达 ７１５０万立方

米，其中工程干渠总长４４４１５公里，２４条隧洞总

长３１８６３公里，其余为渡槽、倒虹管及其间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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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６　雅安市铜头引水工程新大元渡槽 （市水务局供图）

暗渠组成，２３条渡槽总长１６８０米，２３条暗涵总长

４４５９米，５座倒虹吸管总长 ４３６７米，２３条明渠总

　　图５７　汉源县大树镇新民社区山洪泥石流抢险现场 （市水务局供图）

长２０４６米。铜头引水工程是雅安市继永定桥水利工

程后组织建设的第二个中型综合利用水利工程项

目，是解决四川雅安芦天宝飞地产业园区 （雅安经

济开发区）的供水、沿线涉及 ４个区县 ７个乡镇

９８２万亩灌溉和６７１万人的饮水安全，同时作为

雅安市雨城区、名山区应急备用水源的一个中型水

利民生工程。

【防汛抗旱】　２０１８年，

全市降雨总量较常年偏多

约３８％，时空分布不均，

汛期共发生 １８次区域性

暴雨天气过程。河流水势

总体平稳，大渡河石棉站

曾持续出现超警戒水位洪

水，最高水位超保 ０１５

米。全 市 累 计 ８个 县

（区）、１３７个乡 （镇、街

道）４６５１万人受灾，因

灾转移２万余人，倒塌房

屋６４５间，宝兴县陇东镇

自兴村羊磨子组暴发山洪

泥石流造成２名老人在户

外死亡，全年因洪涝灾情

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０１

亿元。

【全面落实河长制】　

２０１８年，全市全面落实

河 （湖）长制，将库容

１０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具

有供水任务的水库纳入河

（湖）长制实施范围，落

实 市、 县 （区 ）、 乡

（镇）、村四级湖长 １４４

名。市级河 （湖）长全

年巡河 １１１次，县级河

（湖）长全年巡河 ２１０８

次，乡级河 （湖）长全年巡河２０１９１次。１０月底

前，修编全市 １６条市管及以上河 （湖）一河

（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制定年度 “目标、问

题、任务、责任”四张清单，并对照落实。创新

出台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首创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立法，探索农村垃圾分

类处置的 “高岗模式”，获得省上的高度认可。深

入开展河湖 “清四乱”行动、 “清河、护岸、净

水、保水”四项行动及非法采砂等专项行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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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生态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截至年

底，全市国控、省控断面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优

良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

１００％，市本级及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１００％。

【水行政审批】　２０１８年，市水利局行政审批凸显

高效，１０项行政审批事项在全市率先承诺２８天办

结制 （含转外环节）；全年受理行政审批事项 １９０

件，群众满意率和按时办结率均为１００％。

图５８　９月２７日，市长邹瑾带队参观考察乡村振兴 （市政府办供图）

【水行政执法】　开展全市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查

处，坚持日常巡查和开展集中性的专项执法，坚决

遏制违规取水、弃渣、超范围开采砂石行为和水电

站不按规定下泄生态流量等，打击非法盗采砂石行

为，规范完善河道管理，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

２０１８年内全市水行政执法案件立案共４８起，行政

罚款１３１４８９万元。

农业管理

【土地承包确权】　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９６８

万亩，确权登记

完成率达 ９０％

以上；集体林确

权颁证完成 ８５１

万 亩，确 权 率

９８３７％；集 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

调查确权 ４９００

宗；宅基地使用

权 调 查 确 权

３４１０５２ 宗； 农

村小型水利工程

确权登记颁证全

面完成；建成各

类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总数

４０个，交易金

额３４３２３４万元，集体林权流转１２５８５万亩，家庭

承包土地流转面积１６８８万亩。

【土地流转经营】　全市各级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农

户 “依法自愿有偿”流出承包地，探索创新土地流

转模式，促进农村规模经营发展农民增收。截至年

底，全市３０亩以上的土地流转面积１３５万亩，各

县 （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工作，农业生产托管面积１９４万亩，通过为新型

经营主体及普通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耕种

防收等服务，带动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截至年底土地规模经营

面积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５３个百分点。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雅安市市委、市人民政府

成立雅安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由市

委书记兰开驰任组长，市长邹瑾、副市长白云任副

组长，各相关单位主要领导任成员。雨城区被农业

农村部确定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启

动并完成清产核资工作；其余７个县 （区）全部启

动清产核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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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９　２０１８年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暨清产核资培训会（市农业局供图）

【基层农技推广】　２０１８年７月，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厅下达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项目资金 ６２５万元。２０１８年全年完成

５０８名基层农技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建设１６个

长期稳定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培育农业科技

示范主体２９７５个；推广３６项主推广技术，２０项支

撑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质量安全、节本增效、

生态环保的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模式广泛应用于农业

生产。基层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时

间超过１００个工作日，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９５％，

农技推广服务对象满意度≥８０％；基层农技人员通

过中国农技推广ＡＰＰ信息化手段，开展农技推广服

务的比例重由４０％上升至８０％，实现任务安排网络

化、推广服务信息化、工作考核电子化。

【职业农民、职业经理培育】　２０１８年，全市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９３４人，其中青年农场主１１人，农业

职业经理人３２人，经营主体带头人８９１人。７月２６

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雅安市农业职业经理人队

伍建设意见》 （雅办发 〔２０１８〕３０号），计划到

２０２０年培育１０００名农业职业经理。２０１８年，在全

市产业规模大、有经理管理能力的农业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农业企业负责人、家庭农场主中筛选３２名

产业发展领军人物，以１万／人的培训标准派到四川

农业大学集中学习１５天。向市财政争取４５万元专

项资金，对３００名产业大

户、农业合作社理事长、

家庭农场主开展农业职业

经理人培训，通过集中培

训、外省现场教学、案例

分析、沙盘演练等多种形

式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培

养造就一批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领军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管理】　

２０１８年，全市７３８７８名农

村实用人才实名录入雅安

市 “智慧人才云平台”，

通过基础平台、综合业务平台、门户平台、ＡＰＰ平

台、微信平台等六大模块，实现在线解答、专家预

约、在线培训。全市农村农用人才基本信息的采集

管理、搜索查询和统计分析，为人才的培养、引

进、开发、服务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推进人才

工作决策从 “经验 ＋感觉型”向 “数据 ＋事实型”

转变。

【农业行政执法】　２０１８年，全市农业行政执法工

作以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中心，

加大市场检查力度，相继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保春

耕、夏季、秋季农资和农药、农产品执法抽样专项

检测，加强百草枯农药管理和执法检查，配合搞好

农药经营许可证颁发和农药经营资质执法检查等工

作。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５６３２人次，印发宣传资料

１２５万份，开展咨询０８９万人次，检查农资经营

企业和农资经销网点５７４６个次，检查农药经营企业

和门店达１００％。查处种子、农药和肥料经营等违

法违规案件３２起，全年抽检农药样品９１个，检测

农产品样品８０个。对检测出存在禁、限用农药残留

质量问题的农产品，及时到达现场查明原因，并针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制定整

改意见和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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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０　３月２７日，启动首轮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督抽检（市农业局供图）
　

【农民合作社管理】　２０１８年，市、县农业部门与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强化对农民合作社的指导与服

务，提升农民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

力，开展农民合作社标准化建设和示范社创建活

动。２０１８年，全市新创建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８

家，截至年底，全市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

达３００４家，全市获得国家级农民示范合作社称号

１１家，省级农民示范合作社称号５９家；合作社成

员数９１２万个，带动农户１３３４万户。

【家庭农场培育】　２０１８年，全市按照生产标准化、

经营规模化、管理规范化的要求，开展家庭农场培

育工作。２０１８年，全市新培育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

１０家，到２０１８年年底，全市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家

庭农场达７５７家，全市获得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称号

３５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林场）１３９家。

【农业信息进村入户】　抓好雅安市整市推进信息

进村入户工程示范工作，把信息进村入户打造成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程和 “互联网＋”行动

在农村落地的示范工程。各县 （区）按照 “有场

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页、有持续运

营能力”的 “六有”标准，２０１８年３月，全市已全

部建成并运营８６５个村级益农信息社，其中：雨城

区１６８个、名山区１７３个、

荥经县８９个、汉源县１６５

个、石棉县 ７５个、天全

县１１３个、芦山县 ３５个、

宝兴县 ４７个。覆盖惠及

全市８０％的行政村。预计

到 ２０２０年年底，村级益

农信息社基本覆盖全市所

有行政村，综合服务平台

进一步优化， “政府 ＋运

营商＋服务商”三位一体

的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

实现网络全覆盖、服务无

盲 区、运 营 可 持 续 的

目标。

【农村电子商务】　２０１８年，全市供销系统建有

“熊猫公社” “阳光汉源” “土特宝” “四海乡亲”

等多个区域电子商务平台。 “熊猫公社”上接全国

“供销ｅ家”，下联各县 （区）供销社，完成８５家

种植、养殖专合社的数据采集，录入产品 １６００余

款，建成 “四众帮扶”示范点１个，打造乡镇、村

级便民综合服务网点４５家。５月１５日，雅安供销

系统与雅安邮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双方

各自在营销渠道、物流配送、金融服务和农村电商

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深度融合。

【供销基层社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市供销系统新建、

改造基层社４６个，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１１个，

领办 （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３０家。其中：名山

区建成占地面积约２３００平方米的解放乡中心供销

社，内设 “六部三中心”，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企

业、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和仁爱社工组织可为周边

３个乡镇提供茶园土地托管、农资农技、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手工茶采摘制作体验、居家健康养老、

民俗体验等服务。

【农业社会化服务】　２０１８年，全市供销系统依托

系统内农资企业和基层社，开展以土地托管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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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市托管服务面积达到２６万亩。

市供销社与名山区供销社合资组建雅安富博农业服

务公司，为农民提供配方施肥、农机作业、统防统

治、无人机飞防等系列服务，２０１８年托管名山区茶

园合计约２万亩。

【雅茶推广宣传】　２０１８年，市供销社推动雅安供

销投资 （集团）公司、川农大专家、雨城实业三方

合作，将产、学、研有机结合，１１月８日，三方签

　　图６１　６月２２—２５日，市供销社组织茶业企业参加在北京展览馆举办
的 “２０１８北京国际茶业展”（市供销社供图）

署出资组建四川康润茶业有限公司的协议。３月２７

日，市供销社牵头组织举办第九届蒙顶山杯斗茶大

赛。６月２２日至２５日，组织雅安１１家茶企业参加

“２０１８北京国际茶业展”，展会期间举办以 “中国

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蒙顶山茶”为主题的蒙顶

山茶、雅安藏茶品鉴推介会，并发放宣传资料约

６０００份，赠送蒙顶山茶、雅安藏茶礼品１１００余份，

雅安展团展位现场人流量达５４０００人次，品茶、询

价客人近２００００人次，参展企业现场实现交易额６７

万余元，发展经销商６家。

市农业园区及入驻企业

【市农业园区】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四川雅安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被列入国家第三批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通过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验收。

按照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总体布局，规划总面

积２２１７万亩，以茶叶、中药材、林竹为主导产业。

示范区２０万亩，覆盖全市八县 （区），集中打造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依托四川

农业大学科研优势，园区建有科技专家大院２１家，

指导 “五雅”特色产业发展；核心区１７万亩，主

要涉及雨城区、名山区、宝兴县。名山中峰核心区

为国家茶树良种繁育场，以茶叶新品种选育等为

主，建成万亩茶叶标准化示范园１个。雨城大兴核

心区有入园企业９家，“新三板”

上市企业２家：雅安茶厂股份有

限公司、雅安太时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按照 “园城一体”发

展模式，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以市农

业园区为牵头单位在大兴核心区

实施中国藏茶城文旅融合项目建

设，２０１８年４月市农业园区在经

开区启动扩园强区———中药材暨

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华

润三九 （雅安）药业有限公司隶

属世界 ５００强大型央企华润集

团，坐落雅安东郊，新老厂区共

占地４００余亩，有员工近千人。公司拥有７个中药

材生产示范基地，其中４个基地通过国家 ＧＡＰ认

证；国家种子种苗繁育基地１个；中药注射剂品种

１３个、口服液体制剂９个、其他制剂３４个，其中

国家秘密保护品种１个，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３个，

全国中医院急诊必备品种３个。产品具有４５项发明

专利，２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中药配方颗粒原药材

提取能力达６０００吨／年，干粉１１６０吨／年，品种６００

多个；中药饮片品种个数达到 ６００多个，年产量

１０００余吨。公司先后荣获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全国实施用

户满意工程用户满意企业，被认定为四川省首批省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荣获四川名牌、四川省１００强

企业；建成雅安市首个博士后工作站和院士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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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作站。２０１８年工业总产值７８亿元，实现税

金１３亿元。

【四川省雅安茶厂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雅安茶

厂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雅安茶厂”）于２００５

年入驻园区，总投资 ８０００万元，占地面积 ５６５６

亩。雅安茶厂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五年 （公元１５４６

年），是国家长期指定生产民族用品 “边销茶”（属

黑茶类紧压茶）的重点企业，距今已有４６０多年的

制茶历史，雅安茶厂生产的 “康砖” （中国驰名商

标）、“金尖”（四川省著名商标）两大系列产品历

来是销往藏区的主流传统产品。雅安茶厂是国家边

销茶标准工作组承担单位，藏茶业内唯一通过国家

有关部门认定的 “四川老字号”企业，四川省农业

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国家低氟边茶研究和生

产基地。２０１８年，雅安茶厂有员工４００多人 （６０％

是非遗传承血统工人，中、高级职称２６人），茶与

健康研究团队３６人，有专利６项，注册商标３６项，

著作权７项，拥有世界领先的两项茶叶深加工技术

“全茶素”和 “天露藏茶精华液” （天露藏茶精华

液已获得美国ＦＤＡ认证）。

【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司】　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吉祥茶业”）于２００８年入驻园区，

占地面积４９５６亩，建筑面积３３３５０平方米，总投

资３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８年，有名优茶、绿茶、边销茶、

藏茶 （紧压饼茶）机器设备８５台 （套），有固定员

工８０人，包括专业技师１１人，技术工人２９人，五

年以上加工经验熟练工人４０人，其中大中专以上学

历２５人，另特聘有茶业专家、教授４人为公司常年

高级顾问。吉祥茶业主营产品边销茶主销西藏、青

海、内蒙古、四川甘孜、阿坝、凉山等地。吉祥茶

业以四川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单位，成立 “雨城区

吉祥藏茶专家大院”。“吉祥牌”商标被评定为四川

省著名商标。

【四川省菊乐食品有限公司雅安分公司】　四川省

菊乐食品有限公司雅安分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５月入驻园

区，总投资８０００万元。占地面积４６３３亩，建筑面

积近８０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４年３月正式投产。２０１８年，

有员工９８人，有利乐三型生产线２条、中亚无菌生

产线２条、利乐 １９型生产线 ２条，年生产能力达

２５０００吨。公司通过 ＩＳ０９０００及 ＱＳ认证，历年来产

品送检和抽检合格率均达到１００％。经营范围为纯

年奶、乳制品、乳饮料、食品、饮料。

【雅安太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安太时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有４个川雅系列、

雅红系列油茶新品种优势，推广 “绿茶＋油茶”的

立体农业套种模式，围绕公司自有国家发明专利技

术，以天然植物提取物 （即茶油、茶皂素、茶多

酚、竹叶黄酮、槐花黄酮等）为前期主要发展领

域，加速生物黄酮类产品 （茶黄素、茶红素、

ＥＧＣＧ、厚朴酚、枳实黄酮等）和茶油系列产品作

为终端应用产品的研发、市场开发和延伸；在此基

础上形成多层次产品，多行业交叉，优势互补的生

物科技型现代农业企业运行机制。

【雅安市凯安林食品有限公司】　雅安市凯安林食

品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年８月入驻园区，占地面积约

５０亩。主要从事有机魔芋和中药材的种植、加工和

出口销售。现有固定员工６７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的４８人，占 ７２％。技术开发人员 ２５人，占 ７％；

生产人员３２人，占８％；销售人员１０人，占１５％。

主要管理人员５人，均系大学文化。现有魔芋直提

中试生产线一条、魔芋粉干法生产线一条、中药材

初加工生产线一条，已形成年产魔芋粉５００吨左右

和４５０吨外销干药材的生产能力。企业自主研制用

介质分离和瞬间干燥法从鲜魔芋中直提葡甘聚糖新

技术，在雨城区、芦山县、天全县、宝兴县建有有

机魔芋生产基地８５４０余亩，在汉源、芦山等地发展

出口药材原料种植基地２７３５亩。

【四川省引领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原名为华康物

流，２０１８年５月更名为四川省引领物流有限公司。华

康公司于２００６年成立，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２０１４年

初，华康公司与以雅洲府物流有限公司为代表的５家

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在园区大兴核心区新建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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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总部经济园。雅洲府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是一家ＡＡ级综合性物流公司，２０１２年被

四川省政府列为四川省首批重点物流联系企业，通过

ＧＢ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管理认证。注册资本８４０万，有２

个分公司，６个营业网点，４０多台自有车辆，合同车

辆１５０余台，员工近１００人，年运量２５万吨左右，年

销售额约４０００万，纳税约３００万。

【雅安普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安普莱美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７月入驻雅安农业科技园

区，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开始启动主要建设项目———国际

转化医学实验研究中心。占地１１４２亩，投注资金

共计３０００万元，创建生物医学创新药研发国际实验

室，三年累计实现总产值１５００万，上缴利税近１００

万，为当地解决就业５０人。２０１５年６月取得科研

实验室的国际认证———ＡＡＡＬＡＣ，已与世界前十强

的国际生物制药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雅安天露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雅安天露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露公司”）于２０１２

年９月入驻市农业园区。占地面积为１１３亩，总投资

２０００万元。天露公司和雅安茶厂的法人代表均是同一

人，天露公司以藏茶深加工为主 （藏茶精华液、藏茶

饮料），“天露藏茶精华液”已获得美国ＦＤＡ认证。

林　业

【林政资源管理】　全面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

标责任制，切实加强林木采伐管理，严格林地审核

审批，严格执行凭证运输木材制度，探索提升森林

质量和经营水平的有效途径。２０１８年，全市森林资

源持续 “双增长”，森林覆盖率６５％，持续位居全

省第一，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省级考评获优秀。全年

全市林木采伐 ２５４５万立方米，仅占年采伐限额

９２２２万立方米的２７６％；市以上共审核审批林地

７７宗、面积３２３５８公顷；森林面积达 １４６７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６５％、森林蓄积 ９９８８２４万立方米；

雨城区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持续推进，国有森林经

营单位经营方案编制率达到１００％，木材联户采伐

促使林农每立方米木材价格增收６３元。

【天然林保护工程】　２０１８年，投入天保工程资金

１９１８０万元，全面完成天保工程年度目标任务。按

照天保工程二期实施方案，继续停止天然林商品性

采伐，常年管护国有林 １０２１３９万亩，合格率

１００％；对续封期内６５万亩封山育林地持续续实施

封育措施，确保封育成效；落实集体公益林生态效

益补偿政策，补偿面积 ２５５７２万亩，兑现资金

３７７１９２万元，计划完成率１００％；完成国有中幼林

抚育１万亩；通过森林管护、公益林建设、国有中

幼龄林抚育等项目实现林业职工转岗就业１３２９人；

落实社会五项保险政策，对林业职工实施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补助，做到

“应保尽保、足额缴费”；推行森林管护站标准化建

设，改善林区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接受天保

工程省级复查和国家核查，建设项目达到国家验收

标准。

【植树造林】　２０１８年，全市完成造林面积 １８１５

千公顷。年末实有森林管护面积８５１４１千公顷。森

林覆盖率６５％，继续稳居全省第一。其中：人工造

林１１１２万亩，封山育林１２１万亩，森林抚育１２２

万亩，未成林抚育６６７万亩，低产林改造４０万亩

（主要为丰产措施）。全市参加义务植树人数７９０２

万人，义务植树４５９６万株。

【林区道路建设】　２０１８年，雨城区、名山区完成

林区道路工程建设任务 １４４条 ２４２０１公里 （２０１７

年度计划于２０１８年度验收），完成投资４８４０万元，

可辐射林竹面积２１万亩。市财政给予雨城区、名山

区林区公路补助资金９６８０４万元。

【森林防火】　２０１８年市县乡专题召开会议部署森

林防火工作 ２００余次，各级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

８５万余份，开展各级各类督导检查４００余次，排

查安全隐患１４６８处。全市共发生较大以下森林火灾

１４起，过火面积 ６５６８公顷，受灾面积 １６５５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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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灾损率 ００１３８‰，远低于 ０１‰的控制指标，

全市无人员伤亡，取得连续３５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

的成绩。

【森林小镇建设】　全市共创建各级森林小镇 ５０

个，其中省级森林小镇 ６个、市级森林小镇 ２４

　　图６２　全国最美森林小镇碧峰峡镇晨景 （市林业局供图）

个，县 （区）级森林小镇２０个；森林小镇合计面

积５７８９平方公里，占全市幅员３７８％。天全县紫

石乡、雨城区碧峰峡镇被纳入 “全国最美森林小

镇１００例”。各级森林小镇覆盖全市 ８县 （区），

涵盖森林旅游型、森林康养型、森林文化型、竹

林型。

【林业专合组织】　雅安山民雷竹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天全县众汇重楼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命名为

四川省第十批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完成对四川

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的监测工作，被命名为林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２０１８年，林业有害生物成

灾率为０１７‰无公害防治率９６８０％、测报准确率

１００％、种苗产地检疫率１００％，全面完成省林草局

下达的２０１８年 “四率”管理指标。

【林业审批】　２０１８年，市林业窗口累计办理行政

审批服务事项１５６件，其中：永久占用林地初审及

临时 （内部）占用林地审批７６件，陆生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许可验证２１件，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５６件，名木古树采伐初审审批 ３件。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现场 办 结 率 达 到 １００％，群 众 满 意 率

达１００％。

【林业科技成果】　汉源花椒种质

资源库获得第一批省级资源库命名。

川农大、市林业局、汉源县林业局

共同完成到国家财政花椒科技成果

示范推广项目资金８０万元，已接受

省林业厅的现场查定。

【林产品加工项目引进】　引进江

苏森隆集团落户经开区 （飞地园

区），利用浙大张英教授团队的研究

成果实施抹竹项目。天全县汇美农

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思经乡建设年产

９０００吨林竹产品加工项目有序推进。荥经县极星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３２万吨活性炭及副产品项目，一

期８０００吨活性炭项目基本达到产能。汉源县人民政

府与成都皀一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深化花

椒产业合作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拟投资２５亿元，

打造６５００亩高品质花椒种植示范基地及加工基地，

形成年产１００００吨花椒油及花椒精深加工制品生产

能力。上海泰盛制浆集团与雨城区签订 《投资框架

协议书》，拟占地约１８００亩左右，形成年产３０万吨

规模浆厂 （含３０万吨生活用纸项目和１０万吨高档

纸制品项目），总投资约３５亿元人民币。

【退耕还林】　有效巩固退耕还林成果９４２７万亩，

管护新一轮退耕还林３３１万亩，新增退耕还林面积

０１７万亩，兑付 ２０１８年度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３４８１８３万元。３７９万亩补助到期退耕还林纳入国

家森林补贴范围，每年每亩补助２０元，连续补助５

年。补充申报公益林１０８万亩，纳入公益林的退耕

还林建立了林地保护 “一张图”。利用退耕还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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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建设结余资金发展产业基地２万亩。利用征占用

退耕还林置换造林资金发展特色产业基地７０００亩。

【林业基地建设】　落实省政府１０个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全市完成新培育现代林业产业基地１０万亩，

总计达到１８０万亩。省林业厅验收通过汉源县三年

林业重点县建设，汉源县获新一轮重点县建设２０１８

年度优秀奖。

【森林公安工作】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接报警 １１５８

　　图６３　森林公安民警在汉源安乐乡核查卫星图斑案件（市林业局供图）

次，处警１１５８次，处警率１００％；共出动车辆４１９８

车次，出动警力９０００余人次。森林公安机关全年共

立林业综合案件５２３起，查处４８８件，综合查处率

９３３％；其中刑事案件立１１７起，破９０起，破案率

７６９２％。立案同比增加８起，破案增加８起；刑事

拘留４５人、取保候审７６人、逮捕２８人、移送起诉

６５件８５人；受理行政案件４０６起，查处３９８起，查

处率９８０２％；受理林政案件 ３４１起，查处 ３４１起

（年前积案２起），受案增加６５起，查处增加５７起，

行政处罚４６５人次，林业行政罚款４００８６万元。共

收缴木材３６６７３立方米，收缴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１８４只 （头、件），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２１

件。收缴猎具 ２１件，猎枪 １５支，挽回经济损失

２００余万元。

农村新生活

【贫困村脱贫变旅游区】　石棉县迎政乡三索窝新

民村属于中高山村组，海拔在１２００—１５００米之间，

５个村民小组，有农户５１６户１４１０人，全村耕地面

积８３７亩。有劳动力人口 ８７７人，为省级贫困村。

２０１４年，迎政乡脱贫攻坚工作启动，确立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７５户２５８人。２０１６年，新民村全面达

到户脱贫、村退出，一跃成为石棉县的脱贫示范

村。农旅融合发展，为迎政乡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

的活力。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三索窝景区被评为国家３Ａ

级旅游景区。２０１７年，新民村以提升三索窝景区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为目标，举办首届风车节暨枇杷采

摘季活动，承办石棉县第三届黄果柑节分会场活

动。全村接待游客４万人次，有力带动本村农产品

销售，实现销售收入３００万元。

【彝乡贫困户喜领分红款】　１月５日，石棉县栗子

坪彝族乡孟获村２２户贫困户收到年终红利—该村

２０１７年的香菇分红收益共计５８９７５４元，每户增收

２６８０７元。２０１７年５月，栗子坪彝族乡孟获村、元

根村分别建设香菇种植示范基地大棚２６个３６００平

方米，上架菌棒７５万棒，带动

贫困户参与管理、销售。

【五美乡村建设】　名山区解放

乡月亮湖茶产业环线是一个集知

青文化、民宿、垂钓、婚庆为一

体的浪漫茶乡。建设 “五美乡

村”，是名山区生态茶产业文旅

融合发展的方向。名山区坚定走

“绿而美、绿变金”发展振兴之

路，以茶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契机，以生态茶产业文化旅游

经济走廊为载体，大力推进 “茶

旅融合”发展，巩固提升灾后恢

复重建成果，实现 “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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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４　名山区茶产业环线上的月亮湖景点 （市地方志办供图）

和 “金山银山”的双丰收。

图６５　天全县群众种植玫瑰花（雅安日报供图）

【涂家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汉源县双溪乡

涂家村是典型的高山贫困村，平均海拔在１５００米左

右，村民们有种植果树的传统。过去因通往果树基

地的产业路没有打通，村民出行、水果运送等都极

其不便。全村有６００余亩果树，却卖不起价。２０１８

年已全面完成８３公里涂家村主干道硬化等基础设

施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后，该村因地制宜，引导农

民发展种植 “特

优质”水果，优

化品种结构，做

到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月月

有鲜果上市”，

逐步形成以大樱

桃、白凤桃、苹

果、李子、梨子

等水果为主，其

他品种为辅的特

色农业示范基地

新格局。

【玫瑰种植助增

收】　为全面落

实市委 “１４８５”总

体发展思路，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果药

产业带建设，天全

县以玫瑰规模种植

和乡村旅游开发为

基础，积极发展玫

瑰农旅经济，吸纳

贫困户及当地群众

到玫瑰园务工，助

推脱贫攻坚，实现

持续助农增收，种

植玫瑰花８００亩。

【红色文化带动乡

村发展】　天全县拥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和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１９３５年，红四方面军驻军天全，

在仁义乡程家村 （现红军村）设立红军总部、总政

治部，并在老场乡设立红军总医院、红军大学，历

时１００余天，在天全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篇章。

２０１８年，为弘扬和传承红军长征这一伟大精神，天

全县委、县政府在仁义乡原红军村原貌基础上对其

进行风貌提升打造。红军村是天全县城厢—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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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６　天全县仁义乡红军村一隅（雅安日报供图）

老场—多功农旅融合

环线的重要节点之一。

天全县先后投资 １０００

余万元，集中对民房

风 貌、牌 坊、浮 雕、

红军大道、红军大学

等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建成３００亩山药产业示

范基地，基本完成４６

公里旅游环线公路和

红军村整体风貌打造。

红军村以丰富的红军

文化为依托，集中对

民房风貌、牌坊、浮

雕、红军大道等基础

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打造为集红军文化、

农耕文化、山歌文化于一体的农旅、文旅融合发展

的综合体，带动乡村发展。

【万森康养庄园】　位于雨城区上里镇白马村的万

森康养庄园作为雨城区第一个社会投资的康养项目

于２０１７年落地。助推当地农家乐提档升级，发挥当

地生态绿色优势，让当地老百姓收获实惠。有着高

达９０％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极为丰富，夏季凉

爽宜人。２０１７年５月１日开始运营，到１０月国庆期

间，万森康养庄园入住率达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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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２４７５２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９２％，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４７６％。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达３２６户。全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０２％。全年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５８０４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２％。

其中：重工业总产值 ４７４５４亿元，增长 １４２％，

轻工业总产值１０５９０亿元，增长 ２０１％。轻重工

业总产值的比例为１：４４８。分行业看，规模以上

工业３０个行业大类中有２６个行业增加值增长。从

重点行业来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

长７５％；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增长 １２６％；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１３９％；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１４２％；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６％；汽车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９９％；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４０２％；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加值增长１５４％；纺

织业增加值增长１１６％；非金属矿采选业增加值增

长１８１％。从主要产品产量看，水力发电量比上年

增长３７％，原煤产量增长３１１％，硅酸盐水泥熟

料增长８９％，水泥增长１４９％，天然大理石建筑

板材增长 ２３０％，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增长

３４５％，纱增长４３％；炸药及火工品制造产量比

上年下降 １７３％，微型汽车后桥总成下降 ９９％。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为９５８％；实现出口

交货值６２１亿元，增长２８１％。全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５１９６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９％。实现利润总额 ３３１５亿元，增长 ２３２％。

其中：股份制企业２９７４亿元，增长２７４％；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２９４亿元，下降４７％。年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７０３％，比上年末

下降０１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发展】　出台 《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工业经

济良好开局工作的意见》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雅安市重点特色产业推进

工作方案》，推动 《雅安市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建

设试点方案》率先在全省获得批准，牵头推进绿色

载能和石材循环经济产业发展。２０１８年，工业和信

息化产业拉动全市ＧＤＰ增长４６个百分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５７％。其中：实现工业增加值２４７

亿元，增长 ９２％，拉动 ＧＤＰ增长 ３９个百分点；

电信业务总量增长１６６９％，拉动 ＧＤＰ增长０７个

百分点。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０２％，列全省

第１３位，上升２位。全市新入库规模工业企业３１

户、总数达３２６户，工业总产值上亿元企业净增１１

户、达到１５６户。实现工业税收３１３５亿元，增长

１８３％，占税收的比重４７２％。其中：工业增值税

２２３７亿元、增长１７２％，总量居全省第９位。全

市汽车及机械装备制造总产值增长９９％、先进材

料总产值增长１７７％、清洁能源总产值增长３９％、

农产品加工总产值增长２０１％。新增设立５个省级

开发区、总数达到８个，全市 “１＋８”工业园区建

成区面积达３６５８平方公里，入园企业７４６户，实

现营业收入８９６５６亿元、增长１７１％。

【项目工作】　细化项目分类管理，完善 “六个一

批”（谋划包装、洽谈签约、备案审批、开工建设、

在建推进、竣工投产）工业项目滚动机制。雅安市

列入２０１８年省重点工业及技改项目计划９项，截至

年底完成投资９５３亿元。川西机器提升等静压装备

制造及航空产品配套能力建设项目、安山钢铁年产

８３万吨短流程炼钢项目实现竣工，抓好三九药业医

药产业园配方颗粒及配套项目、雅化锂业年产２万

吨电池级碳酸锂 （氢氧化锂）生产线项目、东辰科

技有限公司迁建技改６万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

线项目等重大项目推进，协调市住建、国土、环保

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现场办公，帮助企业解决涉及

征地拆迁和要素保障等问题。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改

造投入，并对工业和技改投资做到每月跟踪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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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工业投资 １０１６亿元，同比下降 １５９％；

完成技改投资６３３亿元，同比增长 ４８５％，增速

全省第一。全市工业企业项目共争取上级财政资金

８２２５９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２７３４９万元，

省级财政到位资金５４９１万元。

【节能减排】　分解下达２０１８年各县 （区）工业节

能目标任务。截至年底已累计完成２５４６％。全市

全年共计完成９户企业落后产能退出、４３台燃煤小

锅炉淘汰；加快推进 “散乱污”企业综合治理。完

成对全市重点用能企业工业节能量考核，２０１８年全

市完成１８３４４万吨标煤的节能量任务。完成四川神

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脱硫脱硝项目，汉源县伟业商

贸有限公司年处理３５万吨尾矿、废渣资源综合回收

项目，四川荥经继成有限责任公司石材加工污水净

化处理系统的节能设施改造。四川亿欣新材料有限

公司被国家工信部评为绿色工厂。对天全、汉源等

４户水泥企业进行差别电价现场核查和资料审核，

开展全市１７户企业１７个节能监察任务。

【行业整治】　按照四川省关于开展钢材市场秩序

清理整顿的工作部署，联合市发改、质监、工商、

环保、安监、雅电集团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２７次，走访核实相关企业４０次，对使用

中频炉的企业进行反复现场核查，确保无疏漏；指

导推动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

造工作；做好长江经济带化工企业摸底调查及砂石

加工企业专项整治工作；开展工信部２０１８年水泥行

业准入公告的申报工作，全市有２户企业参加２０１８

年水泥企业准入公告申报工作。

【技改创新】　制定 《雅安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

理办法》，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

２０１８年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申报工作实行全程服

务，新创建认定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６个，四川省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１个 （一名微晶）；累计成功创

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１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１９

个，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２个。贡嘎雪超高透气

性聚烯烃微纳膜智能工厂建设项目获中央２０１８年智

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资金支持。

【新兴产业】　２０１８年，加快培育和发展雅安市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进专

项资金支持项目建设，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增强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力

和竞争力。截至年底，拥有新兴产业资金项目企业

共２０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１７户，全年累计完成

工业总产值５９３亿元，同比增长 ２３７％，占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值 １０２％；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７％，实现利润２２亿元。

全市累计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１家、省级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１９家。

【中小企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３２６户规模以上企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 ５８０４４亿元，增长 １５２％；全市

有５家备案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２０１８年新增担

保业务发生额９４９亿元，为１１４户中小微企业提供

贷款担保。全面领会新 《中小企业促进法》精神，

大力实施 “中小企业成长计划”，扶持小型微型企

业发展，做好创新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组织中小企业参加第十届 ＡＰＥＣ技展会、第十

五届中博会和第十三届东亚国际食品博览会。全年

共举办中小企业相关培训８次，参加企业５００户，

６４０人次参加培训。

【县域经济】　围绕 “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目标

定位，大力实施 “八大行动” “六大工程”，按照市

委构建 “一核两翼”市域发展新格局的部署，推动

三大片区工业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加快发展壮大县

域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８个县 （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 ５８０２亿元；完成工业投资

１０１６２亿元，同比下降１５９％；完成技改投资６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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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４８５％，增速列全省第１位。

２０１８年县域规模工业经济情况表
　表１１

　　　　项目
　

县（区）　　　

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

（％）

工业投资

（亿元）

同比增长

（％）
技改投资

（亿元）

同比增长

（％）

雨城区 ７７９ ８５ ３３９ ７６２ ５０８ ２４９０

名山区 １０４３ １２０ １９６９ －２０９ １３１ －３５１

荥经县 ５０２ １０４ １３０４ １２７ ７５７ －１６８

汉源县 １０３６ １０２ ８４３ ３３９ ６６６ ２７８８

石棉县 ９８ ９８ １９５０ －６３５ ９２６ ５１５

天全县 ３９７ １２７ ２０５４ ２１５ １１０２ １６５６

芦山县 ５５１ １２１ ６８９ －７９ ４４９ ２９９

宝兴县 ５１４ １２３ １０１４ ９６５ ６１０ ３０９０

【环境与资源】　落实环保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要求，抓好中央、省环保督察组反馈的环保整改问

题的督查督办，完成３件中央移交整改问题的销号。

做好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相关准备工作，完成

“回头看”督察组在川期间４件信访件的办理。做

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２０１８年，天全县长河冶金有

限责任公司、汉源化工总厂、芦山鑫业造纸厂、荥

经一名微晶公司等企业完成自愿型清洁生产审核编

制和评审。做好工业技术改造节能评估审查。对四

川雅安安山钢铁有限公司年产８３万吨钢铁产能置换

技术改造等５个项目编制节能审查报告，并组织评

审，获得省主管部门批复。

【工业用地管理】　按照市政府的要求，编制上报

２０１８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工矿仓储部分）３４５７公

顷的供应需求计划；研究回复雨城区中心城区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有关征求意见；完成雅安

经开区、名山区成雅工业园区等工业项目用地准入

审查，出具准入意见书。

【安全生产】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生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３起，死亡３人。下发２０１８年安

全生产工作要点，召开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

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汛期密切关注重要天

气信息，及时通过 ＱＱ群、微信群对各县 （区）

经信局、市属工业企业及重点电站发布重要天气

信息。按照 《关于规范２０１８年度工业和信息化系

统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的通知 （试行）》开展安全

检查并通报检查情况。开展今冬明春、安全年、

安全月、打非治违等系列专项行动；开展安全、

防汛、地质灾害和消防综合督查工作；接受省上

安全、防汛等督查巡查工作。２０１８年，市经信委

被四川省国防科学工业办公室表彰为 “全省民爆

行业安全监管先进单位”。

【雅安９４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５月２９日上午，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开工雅安分会
场开工仪式，在荥经 （力兴）绿色新材料产业孵化

园区举行。本次全市集中开工建设项目共计９４个，

总投资 ２５０７３亿元。其中，招商引资项目 ２３个，

总投资１４０２６亿元。这批新开工项目，涉及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事业、健康养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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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７　雅安分会场暨荥经县力兴产业园高性能晶体项目开工仪式现场
（雅安日报供图）

多个领域，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将为雅安市稳定经

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全年投资目标任务完

成注入强劲动力。

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

企业４２户，完成工业总产值４９８亿元。全市食品

制造业主导产品为饮料及酒类制造、奶制品、谷物

磨制、调味品、肉制品、豆制品，主要制造企业有

王老吉大健康产业 （雅安）有限公司、四川五丰黎

红食品有限公司、四川淮南堂食品有限公司等。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规模

以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企业３０户，完成工业

总产值３７５亿元。主要制造企业有王老吉大健康产

业 （雅安）有限公司、四川省雅安茶厂有限公司、

四川吉祥茶叶有限公司、四川蒙顶山跃华茶业集团

有限公司。

【纺织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有规模以上纺织企业２１

户，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４５亿元。全市纺织企业主导

产品有毛织造加工、棉纺纱加工、棉织造加工等，

主要企业有四川邦源科技有限公司、芦山湘邻纺织

有限公司、芦山华美包纱有限公司等。

【制鞋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规模

以上制鞋企业有２户，分别是芦

山县金园皮艺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雅安市杨皮匠鞋业有限公

司，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２亿元。

【木材加工和木、竹制品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规模以上木材加工

和木、竹制品业企业５户，完成

工业总产值 ３５４亿元。木材加

工和木、竹制品业主导产品有纤

维板、人造板、刨化板等，主要

企业有雅安市雅森特木业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鸿伟木业有限公

司等。

【造纸制品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规模以上造纸制品

业企业４户，造纸企业受市场行情影响及环境保护

限制发展平缓，主要企业有四川省芦山县兴业造纸

厂、四川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雅安鼎立纸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四川省汉源缘通有限责任公司，实现

总产值３５８亿元。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规

模以上化工企业２１户，实现总产值１７７５亿元，产

品以乳化炸药、电石、黄磷、硫酸、芒硝等各类无

机盐、酸等基础化学原料为主。重点企业有四川雅

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蓝海化工 （集团）

有限公司、荥经佳仕达化工有限公司等。

【医药制造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规模以上医药企业

４户，实现总产值１１１８亿元，支柱企业为华润三

九 （雅安）药业有限公司，公司已在雅安建成４个

ＧＡＰ标准基地，２０１５年公司承接的 “国药种子种

苗”基地建成，成为国家在四川优质中药材种子、

种苗推广服务平台。雅安太时生物科技作为新兴生

物制药企业，主要以生物药品研发、生物制品为

主。雅安迅康药业有限公司、四川御鼎堂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以中药饮片加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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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２０１８年，金属冶炼作

为雅安工业传统支柱产业，全市规模以上企业 ５３

个，实现总产值１２５９７亿元。主要产品和半成品有

铁合金、铅锌、化成箔、其他金属合金，规模以上

铁合金企业２２个，铅锌企业１６个，铝压延加工企

业５个，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企业４个，生产地主要

聚集在荥经、汉源、石棉、天全县，主要企业有汉

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汉

源源富锌业、荥经豫川铁合金。随着电子业兴起，

化成箔企业发展较快，主要企业有中雅科技。

【汽车制造业】　全市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企业共１２

户，其中：汽车整车生产企业１户，主要产品为新

能源公交车、城市物流车，以及自卸车、搅拌车等

各类改装车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１１户，主要产品

包括微型车后桥总成、轻车桥、轿车后轴、轿车悬

架、差速齿轮、汽车线束电器、排气制动阀、车用

保险盒、汽车半轴、盆角齿、十字轴、工程机械圆

图６８　建安公司的冲压车间（经开区管委会供图）

柱齿及行星半轴齿等。新

增１户汽车整车企业，主

要产品为大排量 ＳＵＶ，正

在小批量试生产中，尚未

入规。２０１８年，汽车制造

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５５４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９６％，占全市工业规上

总产值比为 ９５％。汽车

制造产业为雅安市四大

“千亿产业”之一，年内，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着力于

提升汽车产业规模，推进

产业增长：研究草拟 《关

于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的 实 施 细 则 （送 审

稿）》，并推动政策出台；帮助汽车企业引入战略投

资者及政府引导基金，协调解决融资困难；协助创

建产业联盟，搭建汽车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市内配套

合作平台。

【中国兵装集团四川建安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兵

装集团四川建安工业有限公司位于雅安经开区名山

片区，公司成立于１９６５年，是中国兵装集团直属企

业，国有独资公司。公司历经２０多年的底盘业务发

展，已形成微型汽车后驱动桥、轻型汽车前后桥、

轿车零部件 （轿车悬架、轿车后轴）等三大系列产

品，２０１８年，公司生产的微型汽车后驱动桥市场占

有率超过６０％，连续１２年位居行业榜首，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微型汽车后驱动桥生产企业，是亚洲最

大的螺旋锥齿轮生产基地，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乘

用车底盘生产基地。至２０１８年，形成年产微车桥

１５０万套、轻车桥３０万套、轿车悬架１２０万套、齿

轮２００万套的生产能力。２０１８年公司组织实施轿车

零部件铝合金轻量化建设项目，涉足轿车底盘铝合

金零部件领域，采用真空高压压铸工艺，生产铝合

金轻量化底盘悬架零部件和车身零部件，通过对零

部件重量的降低，提升车辆性能，降低汽车油耗，

减少资源消耗，并围绕驱动桥系统、底盘悬挂系统

两大主营业务争创国内一流、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底

盘系统专业供应商。２０１８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０９亿元；上缴税金３６１９万元。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汉源四环锌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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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占地 ３１３亩，２０１８年有员工 １１００人，

注册资本金２７７５５万元。公司经营产品以电解锌锭

为主，年生产电解锌锭１０万吨、锌焙砂７万个金属

吨、硫酸１１万吨、氧化锌粉 ５０００吨。２０１８年一、

二、三分厂在正常生产运行的前提条件下，重点抓

好安全环保升级改造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企

业管理制度，努力推进新上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竭力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２０１８年完成工

业生产总值１４５１亿元，实现销售收入１４１２亿元，

应交税金２４６６万元，已入库１３９４万元。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环锌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创立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８

日正式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公司注册资本５３８７４万

元，２０１８年有员工２３６１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４０

　　图６９　格纳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经开区管委会供图）

余人，各类持证人员５２０余人。企业下属十余家分

厂，占地面积约８００亩，拥有年产２１万吨电锌、３９

万吨硫酸、年处理２５万吨电锌废渣、４０吨高纯二

氧化锗的生产能力，是一家集技术、资源、团队优

势为一体的发展中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锌锗系列

产品冶炼、研发、军工高端应用、多种金属综合回

收。企业已形成从锌精粉进厂至产品出厂完整的产

业链，所属生产线包括锌焙砂、电解锌、污水处

理、电锌废渣处理及稀贵金属综合回收。２０１８年实

现锌片生产 １３５３５９吨，加工锌

锭 １２４０７１吨，高纯二氧化锗

８１５７金属千克；实现工业产值

３６１８０９５６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６０％，实现营收 ３１７８６９万元，

同 比 增 长 ５６％，利 税 １７４９５

万元。

【汉源县源富锌业有限公司】　

汉源县源富锌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

元，２００８年入驻万里工业园区。

公司占地 ２００亩，下设 ５家工

厂，固定资产３８亿元。建设有

年产锌焙砂２万金属吨，硫酸２

万吨，粗锌锭８０００金属吨，电解锌２５万吨，年产

１００吨有价金属生产线，集有色金属深加工及贵重

金属回收为一体，形成有色金属综合回收冶炼加工

产业链。公司２０１８年有职工人数６００多人，其中高

级工程师 ３人、工程师 ６人和其他高学历人员 ４８

人。公司秉承 “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向

质量要效益、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理念。２０１８年

产值达８７１亿元，上缴税金２８８３万元。

【四川泛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泛华电器有

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四川泛华航

空仪表电器厂民品部分。通过改制，经企业申报，

各级政府批准，先后获得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培育企业》 《四川省 “互联网

＋”制造示范企业》 《四川省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等称号，通过知识产权贯标，获得 “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是雅安市汽车电子电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是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公司汽车电器

产品研发实力居行业领先，目前已形成专利４６项。

２０１８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２８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６１亿元，应交缴税金１４１９万元。

【四川格纳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格纳

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四川雅安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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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光学行业第一家

新三板挂牌企业，占地１００亩，现有员工３００余人。

公司专注于光学镜头／镜片生产，拥有从热压成型

ＲＰ毛坯、棒料ＰＧ品毛坯、镜片精密冷加工技术和

光学镜头组立装配技术、平面加工技术、钢化技术

以及模具制造技术等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光学加

工产业链，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和ＩＳＯ１４０００认证，致力

于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 “互联网、物联网 ＋智能硬

件”产业基地，在光学行业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高科

技创新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数码相机、监控安

防、智能家居、车载和运动 ＤＶ、机器视觉镜头以

及虚拟现实眼镜、消费电子产品、通讯制品、眼视

光学、核工业、军工、医疗、环境、生物工程等其

他新兴光电领域。２０１８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９４２８

万元，同比增长３２１％；上缴税收２１１万元，同比

增长４７９５％。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

司是江苏中联科技集团２００７年于四川雅安经济开发

区 （芦天宝飞地产业园区）投资兴建的一家民营企

业，专业生产高品质电子铝箔。公司计划分三期建

设中雅电子铝箔生产基地，总投资 ５亿元，占地

１１８亩。目前企业一期和二期项目已投资３５亿元，

建成５６条生产线并全部投产，年产化成箔１０００万

平方米。三期项目已开工建设，计划投资５６亿元，

新增８００万平方米／年高性能化成箔生产能力，总产

能达到１８００万平方米／年。３１期１０条线已调试生

产，年产值１８亿元，３２期和３３期正在建设中，

待三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中雅科技总销售收入１２

亿元。公 司 始 终 坚 持 品 牌 战 略，主 导 品 牌

“ＨＩＳＴＡＲ”牌电子铝箔属国家免检产品和进口替代

产品，远销美洲、欧洲、东南亚，及韩国、香港、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８７亿

元，同比增长 １５７％；实际用电量 ６４７亿度，同

比增长１１５６％；２０１８年上缴税金２１６３万元，同比

增长２７２％；完成出口１５３２万美元。中雅科技有

限公司获２０１８年 “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

【荥经豫川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荥经豫川铁合

金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荥经县安靖乡工业园区，占地

约７５亩，是各类铁合金的专业生产厂家。始建于

２００３年８月，注册资本１２６０万元，主要经营范围

是铁合金冶炼，铁合金系列产品生产、加工、销

售。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公司于２００８年实施综合

技改，提升产能，总投资约８０００多万元，拟建２×

４０００千伏安精炼炉，２×１６５００千伏安矿热炉。目前

装机容量为２０５００千伏安 （１×４０００千伏安精炼炉、

１×１６５００千伏安矿热炉），辅助配套设施完善。公

司１６５００千伏安矿热炉是四川省矿热炉微机控制、

生产自动化程度最高，单台容量最大的矿热炉之

一。２０１５年受钢铁行业影响，铁合金市场出现低

迷，加上银行抽贷等诸多原因，导致公司资金链出

现断裂，经营困难。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８月公司全面停

产，通过多方努力，９月 １８日寻找到合作伙伴投

产。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４５万元，亏损 １２３

万元。

【汉源锦泰矿业有限公司】　汉源锦泰矿业有限公

司是２００６年１月８日在汉源县工商行政部门注册成

立的一家股份制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５８００万元。

控股子公司为汉源纳川矿业有限公司和汉源宝通矿

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９６３人，主要产品有铅锌矿

石、锌精粉、铅精粉和硫精砂；共有三座铅锌矿山

和两个铅锌选矿厂，具有年开采１６万吨矿石和日处

理３０００吨原矿的生产能力。矿山和选矿厂尾矿库均

被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评定为 “安全生产标

准化二级企业”。２０１８年，锦泰矿业有限公司共完

成工业产值６１２６３万元，利润总额７８１９万元。

【四川雅安安山钢铁有限公司】　按省化脱办要求，

公司淘汰落后设备，调整发展方向，在天全小河工

业园区设立四川眉雅钢铁有限公司雅安基地８３万吨

钢铁项目。该项目于 ２０１８年５月开工进行技改建

设，总投资３８亿元，引进目前国内先进的康斯迪

连续加料、７５吨超高功率电弧炉和９０吨精炼炉等

先进的短流程炼钢工艺设备，该项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９日进入调试生产，１１—１２月上缴税款约 ２５８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７４亿元，综合产值 ３６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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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管理人员９０余人，一线员工６５０余人、运

输车辆３００余台。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一名微

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以大宗尾矿和工业固体

废渣为原料，采用自主研发的全电熔压延工艺，从

事微晶玻璃新材料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级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企业、国家

级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承担单位、国家工业产品

生态 （绿色）设计试点企业、国家绿色制造示范企

业 （绿色工厂）、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省级循

环经济示范企业、省级创新性企业培育企业、省级

博士后实践创新基地。公司占地８００余亩，现有员

工９６１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２２１人，具有中高级

技术职称人员８４人。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７月成立，注

册资本为２９３４３５万元，初期设计产能５００万平方

米。２０１８年生产微晶玻璃产品约１８０万平方米，完

成工业产值５７５８９万元，实现销售收入３８２６５万元，

上缴税金１１２万元。

　　图７０　王老吉大健康产业（雅安）有限公司生产线（经开区管委会供图）

【王老吉大健康产业 （雅安）有限公司】　王老吉

大健康产业 （雅安）有限公司是４·２０芦山强烈地

震后雅安市首个外来投资重大项目，是广药集团下

属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

第一个自建生产基地。王老吉雅安项目总占地面积

３４８４４亩，总建筑面积 １０９万平方米，分三期建

设，一期投资３亿元，主要建设饮料生产线及相关

配套设施，主要产品为王老吉饮料，达产后将年产

２０００万标箱王老吉饮料，年上缴税金 １０５亿元。

企业秉承王老吉凉茶传承的百年经典秘方，严格执

行 “五级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设备运行效

率，加大市场营销投入力度。公司已与太平洋制罐

（北京）有限公司就易拉罐生产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双方与经开区管委会签订三方投资合作协议。２０１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１１亿元，同比增长 ２５４％；

上缴税收 ６３２０万元，同比增长 ２９７％。公司获

２０１８年 “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

【汉源俊磊科技有限公司】　汉源俊磊科技有限公

司地处雅安市汉源县万里工业园区，占地 １１０亩，

成立于２０１１年，前身为２００６年备案成立的汉源有

色金属总厂电解锌项目工程。２０１２年建成年产２万

吨湿法电解锌项目和年处理１０万吨电锌废渣回收项

目两条生产线。２０１７年公司注册资金增加到１６０００

万元，２０１７年 ６月完成 １５万吨电解锌立项备案。

公司安置就业人员 ６００人左右。２０１８年产值达到

５４亿元。

【国电四川南桠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

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南桠河水电分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５

年 １０月，注册地雅安市石棉

县。南桠河公司是国家能源集

团四川发电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主要负责南桠河流域冶

勒电站 （２４万千瓦、２×１２万

千瓦）和姚河坝电站 （１３２万

千瓦、３×４４万千瓦）共计

３７２万千瓦装机的生产经营管

理，是单一型电力生产企业，

２０１８年有在册员工１１３人。２０１８

年南桠河公司完成发电量１２１８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１０７亿千

瓦时；实现收入３９２１０７７万元，

同比增加２３４９８２万元；发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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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１５６３６８６万元，同比降低１０１８３９万元；实现利

润２３５７５６９万元，同比增加 ３３８１１５万元。２０１８

年，南桠河公司全年实现 ３６５天安全长周期生产，

截至年底，姚河坝和冶勒电站分别实现自发电以来

不间断安全记录６２８４天和４７６３天；安全文明生产

标准化建设工作１０月通过四川公司考评，１２月通

过集团公司验评。

【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四川荥经一

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位于荥经县花滩镇高载能工业

园区，始建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注册资本６６００万

元，现有职工５００余人。公司现有１２５００千伏安矿

热炉５台、３５００千伏安精炼电炉３台，总装机容量

７３万千伏安。公司主要产品为铬系合金，包括硅

铬、高中低微碳铬铁，年产能８万余吨。２０１８年实

现销售收入４亿元，上缴税金７００余万元。

【四川吉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四川吉地机械工

业有限公司位于飞地产业园区 （雅安经济开发区），

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汽车驱动桥半轴专业生产企

业，是中国锻造协会会员、中国半轴协会会员、中

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公司占地３０６６６平方米，生

产、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２１０７０平方米；生产设备

３３０台 （套）；现有职工１６０余人。已形成年产２６０

万件汽车后桥半轴的生产能力，主要为全国大中型

车桥企业配套，销往重庆及广西、湖北等省市，微

型车半轴国内市场占有率近三成。其中：自主开发

的半轴热闭塞锻造成形工艺技术，具有能耗小、材

料利用率高、环保、成型精度高、生产效率高、适

宜大批量生产等优点，获得四川省经信委２００７年重

点技术创新项目奖。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入４２５０４万

元，同比增长１０５％；上缴税收８８６万元，同比增

长２７５％。

【四川省乾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乾盛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６日，主要产

品为铅和锌。公司重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设，对

矿山进行集中清理和整治，矿山生产实行统一管

理，全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和环保事故发生。２０１８年

共计生产铅锌精矿 １１４３３１２金吨，销售收入达

１６０００万元，上缴税费 ２８６７２３万元，化解原遗留

债务和银行贷款６２２９５３万元。

【四川省汉源化工总厂】　四川省汉源化工总厂现

有员工 ４８０人，总资产 ２５亿元，主要生产 “汉

光”牌 （四川省著名商标、四川省名牌）饲料级磷

酸氢钙、磷酸一二钙、磷酸二氢钙等磷化工产品和

建筑用石膏建材系列产品。２０１８年，实现产值

４７８５８万元。工厂围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加大

科技投资，补齐环保、安全短板，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完

成废水的循环利用；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完成固体废物—

磷石膏的无害化处理及其综合利用，基本走上绿色

循环发展之路。被评为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扶持产

业政策企业、连接攀西的全省行业规模及效益三强

企业、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国际质量认证企业、四川省

诚信守法示范企业。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五丰黎红食

品有限公司隶属央企华润集团华润五丰子公司，是

由华润五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５５％股权、汉源县

供销社持４５％股权合资组建的调味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注册资本６０００万元，占地面积１０５亩，建筑面

积６００００平方米。始建于 １９７９年汉源花椒油厂，

２０００年改制为汉源三九黎红食品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

更名为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主要依托汉源

花椒等资源， “研产销”调味料、调味油、调和油

三大类３０多个规格的产品，年生产能力２万吨。获

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全国绿色食品示范企业、

全国ＡＡＡ级信用企业、省服务业企业１００强。２０１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５３３６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４％

（下同）；工业总产值 ４６９２３万元，增长 １９３８；

ＥＢＩＴ５０４８万元，增长１６％；税金１５１４万元；净利

润４４５２万元，增长１４３％；资产总额３６７３９万元，

增长１０２％；产品销量１６８９２吨，增长１６３８％。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远创陶瓷有

限责任公司位于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占地３０亩，

２０１８年有员工６９人，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硅酸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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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１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公司硅酸锆陶瓷喷砂珠（经开区管委会供图）
　

陶瓷喷砂珠、氧化锆研磨介质、氧化锆陶瓷结构件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硅酸锆陶瓷喷砂

珠广泛用于飞机发动机叶片、医疗器械、电子产

品、高尔夫球杆及球头、铝 （钛）合金产品、模具

等行业的表面喷砂处理。氧化锆研磨介质适用于电

子陶瓷、磁性材料、氧化铝、氧化硅、硅酸锆、钛

白粉、医药食品、颜料、染料、油墨、油漆、化妆

品以及特种化工等行业。公司拥有自主研发并被国

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发明专利５个，先后被评为 “四

川省建设创新型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公司

产品已被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大量使用，深受国内

外客户一致好评。２０１８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８５

亿元；上缴税收８８万元。

【四川省二郎山喇叭河水泥有限公司】　四川省二

郎山喇叭河水泥有限公司是雅安市最大规模的水泥

专营企业之一。公司是中央企业中国建材集团西南

水泥公司下属子公司，２０１８年有员工１８０人，是四

川省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公司现有１条２５００ｔ／ｄ新

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具有年产水泥熟料１００万

吨、水泥１５０万吨的生产能力，专业生产 ＰＯ３２５

级、ＰＯ４２５级、ＰＯ５２５级低碱、低热等多种优质

干法 （旋窑）硅酸盐水泥及特种高品质水泥。公司

“喇叭河”牌水泥是 “国家免检”产品和 “四川名

牌”产品；是国家重点水利水电

工程、高速公路、桥隧工程和城

市高层建筑设施等项目的首选品

牌之一。２０１８年累计生产水泥

８５１万吨，累计熟料产量 ６３９

万吨，销量８５６３万吨，实际缴

纳税金２９３０２５万元，净利润为

５４８２３０万元。

【石棉县东顺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棉县东顺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创建于 ２００７年 ８月，位于石棉

县安顺乡小水工业集中区，占地

面积８５５亩，注册资本２３８０万

元，２０１８年有职工２５２人。主要

从事电解锌生产、锌废渣综合回收利用等领域。公

司采用先进的次氧化锌生产锌锭和配套稀贵金属回

收的生产工艺，从含锌废物、电解锌厂浸出渣、钢

铁厂环保灰、药厂含锌废渣、电镀厂废渣、化工厂

废渣中提取锌、铟、锗、银、铜、锡、碲、铋、钴

等稀贵金属。先后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认证体系、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国际环境管理体系。２０１８全年完成工业

投资１２００万元，其中环保技改投资９００万元；累计

生产锌锭 ２０１９６吨，实现工业总产值 ４０２６６万元，

销售收入４４０００万元，入库税金１３０７万元。

【石棉沃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２

年６月，位于四川省石棉工业园区 （回隆乡竹马

村），占地面积８３亩，现有各类资产总计２１０００万

元，建有４×１６５００千伏安高纯硅铁生产线，主产品

为高纯硅铁和硅材料。２０１８年有就业职工２１０人。

公司坚持 “科技创新，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内强

管理、和谐发展”理念，以市场为导向，加强精细

化管理，严把质量关。２０１７年分别投入 １８６０万元

新建４套环保脉冲布袋除尘设施和２６０万元新建冷

却塔。公司主营产品高纯硅铁主要销售到山东、河

北、内蒙古等地区，２０１８年高纯硅铁产量达到

２７６３９吨，工业总产值 ３９２８３万元，同比增长

３６％；实现销售收入 ３７６１９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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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入库税收９０５万元，同比增长６４％。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新筑通工汽

车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１年，由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入股投资，

图７２　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的新能源公交车生产线（雅安日报供图）

占地２８９亩，２０１８年有员工２００人。新筑通工新能

源汽车产业化项目是四川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化项

目”和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公司一期已完成投

资５亿元，建成新能源客车、新能源物流车和专用

车生产线，具备年产各类车辆１万台的生产能力。

公司拥有新能源客车、新能源物流车和传统改装车

资质，累计通过的车型公告达到２４项。公司与白俄

罗斯ＢＫＭ公司合作，完成１８米公交车研发并在明

斯克下线运行，成为中白两国项目合作的典范。

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１７２万元，同比增长

７８１％；２０１８年上缴税金９６３２万元。新筑通工汽

车有限公司获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汉源县嘉瑞达矿产品有限公司】　汉源县嘉瑞达

矿产品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汉源锰业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注册资金１６８８万

人民币，位于省级工业园区汉源县万里工业区内。

装机容量为２×１６５００千伏安半封闭矮烟罩式矿热

炉，主要生产硅锰、碳锰系列产品，２０１８年有员工

１４５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２＃矿热炉正式送电生产；

１＃矿热炉于６月１６日正式送电生产。企业坚持以生

产质量为本，不断提升经营、安全和环保管理水

平，累计投入安全、环保资金９００多万元。２０１８年

实现产值３７亿元，营业收入３２亿元，上缴税金

３８５万元，营业利润 ３５０

万元。

【四川邦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邦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由青岛邦源集团投资兴

建的，专门从事差别化纺

织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成

立于 ２０１０年，注册资本

５００万元，坐落于雅安市

芦山县寇家坝工业园。公

司占地１００亩，厂区建筑

面积３５万平方米，主要

经营范围是包覆纱的生

产，设计生产规模１５万锭，年生产能力达５０００吨／

年。公司２０１３年４月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并以 “创造完美产品”为生产目标，２０１４年公

司 “邦源纤维”品牌荣获四川省名牌。公司主要产

品为纺织用弹性纤维—氨纶包覆纱，为纺织、针

织、袜业、服装等领域提供高档的原材料。国内主

要客户群为宝娜斯袜业、浪莎袜业、梦娜袜业、俏

尔婷婷等知名厂商。２０１８年五车间建设完毕，新增

１００台包覆机陆续投入生产，实现销售收入 １８０００

万元，利润２００万元，缴纳税金１５０万元。

【石棉德乐电冶有限公司】　石棉德乐电冶有限公

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公司主要生产高碳铬

铁。注册资金为１０００万元，实际投资约７０００万元。

公司生产厂区位于石棉县竹马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

亩。采用国内外最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以及按照国

家规定进行设计和建设。２０１２年底一期工程完工，

２０１３年底二期工程完工，总产能达到６００００吨／年，

２０１８年在国际贸易因素影响，行业不景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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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共计生产６个月，停产半年。２０１８年共计实现

总产值３５１０３万元，利润总额６８４万元。

【四川省荥经县福荥冶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

川省荥经县福荥冶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四川省

西部资源丰富的荥经县花滩高耗能工业区，地理条

件优越，交通方便。公司创办于２００３年５月，占地

面积４０亩。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装机容量为２台 ×

１２５００千伏安半封闭矮烟罩矿热炉。公司建有完善

的质检化验中心，配制整套先进的检测设备对各工

序质量实行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公司主营工业

硅产品，供应４２１＃及以上产品。２０１８年因铁合金市

场行情不稳，生产３个月停产；企业投入资金针对

厂房环保系统进行整改，于２０１８年底整改完成后恢

复生产。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４８７８万元，上缴税金２７８

万元，亏损３６３万元。

　图７３　中恒天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联合车间 （经开区管委会供图）

【四川万里锌业有限公司】　四川万里锌业有限公

司是原四川四环电锌有限公司分立续存后新注册的

公司，占地６０多亩，建筑面积５０多亩，固定资产

投资１２亿，年产规模６００００吨，生产 “四环”牌

优质１＃电解锌。自投产以来，严格按照国标生产，

采用先进科学炼锌工艺流程，取得 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

认证。“四环”牌锌锭荣获四川省优质名牌商标的

称号，产品远销浙江、上海及国外，受到用户一致

好评。公司 ２０１８年有职工 ２２０

人，其中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２６

人。２０１８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３３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亿元，

净利润 ３５０万元，交税 ７５０万

元，销售利润率１１０％。

【芦山湘邻纺织有限公司】　芦

山湘邻纺织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７年６

月成立，注册资金 ６０万元，生

产规模为０５万锭生产能力，年

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于 “４·２０”

灾后重建搬迁至芦山县产业园区

东区。公司经过１０多年的发展，

注册资金已达到２０２０万元，企业固定资产１７９亿

元，２０１８年有员工２９８人。２０１７年底公司筹备建设

湘邻二期工程项目，总投资１亿元，新建厂房面积

１５０００平方米，新增３万锭智能化精梳涤棉生产线；

２０１８年全年营销售收入 ２０８亿元，纳税金额为

３６８７万元。

【四川宝兴三兴汉白玉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宝兴

三兴汉白玉开发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在雅安市宝兴县注

册成立，注册资本２４８４７２２万元。公司拥有 “东方

白”大理石矿山２座、 “东方红麻”矿山２座，年

产大理石荒料６万立方米，毛薄板９０万平方米，花

岗石荒料３万立方米。８０％的产品出口到欧美、东

南亚、中东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司的 “东

方白”毛薄板是全国最大的白色大理石原料生产供

应基地之一。公司于２０１４年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进口

全套意大利洞采设备，利用高科技进行洞式开采，

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全面提高矿山资源综合利

用率。２０１８年参与由中国职业健康协会牵头开展的

《大理石地下机械化开采安全标准》起草工作，

２０１８年度产值达到 ３１６６０万元，增速为 １８８２％，

年纳税近亿元。

【中恒天汽车集团 （雅安）汽车有限公司】　中恒

天越野汽车有限公司位于雅安经开区草坝片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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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芦山地震后雅安招商引进的最大产业项

目。中恒天越野汽车有限公司是中国恒天集团公司

下属中恒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

年产１０万台大型 ＳＵＶ（越野车）整车生产项目总

投资３０亿元，一期项目占地面积６２７亩，建筑面积

１９７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冲压、焊接、涂装、车

架、整车总装等整车生产项目。项目于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开工建设，２０１８年实现小批量试生产，全部达产

后，可直接解决１６００人就业，实现年营业收入２００

亿元，上缴税金２０亿元。项目正式建成投产将带来

汽车座椅、内部装饰、电器等配套厂家，形成以中

恒天汽车整车生产为龙头的雅安汽车产业园，有效

带动灾区群众扩大就业、致富奔康，共享发展

成果。

【四川荥经开全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荥经开全实

业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是一家石材产品

精加工、石材废料处理为一体的绿色循环国家高新

技术石材企业。公司占地１７１亩，现代化生产加工

车间建筑面积达５００００多平方米。公司主要产品有

天然石材 （花岗石、大理石、砂岩）系列工程板、

路沿石、干挂板、线条、台柱、弧形、异型套件、

重钙粉 （砂）等。公司取得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１５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取得 “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认证；

被授予 “国家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获得 “四川省

名牌”“四川省著名商标”“四川省实施卓越绩效模

式先进企业等荣誉”；被评为雅安市诚信守法示范

企业、解决就业先进民营企业。公司不断研发创

新，２０１８年度有效专利１８项，其中１项发明专利，

１７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被授予 “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称号。２０１８年，实现销售收入３７８９７万元，利

润９６２万元，缴纳税款１１００多万元。

【四川雅安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四川雅安西南水

泥有限公司位于天全县小河乡沙坪村，占地面积

２３０亩。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１日成立，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日正式加入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１８

年有１条４０００吨／每天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带纯

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具有年产水泥１６０万吨的生

产能力。公司现有员工１８５人，坚持 “稳产就是高

产”的生产理念，坚持安全、环保是企业立足之本

的管理理念，２０１８年投入３２４３７万元用于技改项

目升级和现场治理，公司环评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要求。２０１８年累计生产水泥和熟料

１６６２７万吨，销售水泥和熟料 １０６４５万吨，实现

净利润４９３１０５万元，缴纳税金３８２２６９万元。

电力和能源

【概况】　２０１８年，多措并举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所需的油、气需求，加强对天然气、成品油的供

需监测，把握运行动态。加强成品油市场供应和库

存油品数量、品种的监管，指导中石油、中石化合

理安排库存，防止出现油品断档脱销。针对去冬今

春天然气供应不足的形势，加强与上游川西北气矿

的对接，争取天然气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对雅安

的供给量。推进莲花０００－１井到飞仙关管线项目建

设，解决荥经、天全、芦山、宝兴等４县供气管道

输送能力不足的问题。按照 “保民生、保公用、保

重点”的原则，指导工业企业实行错峰用气。为应

对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指导和督促各燃气公司完

善应急预案，在上游供气压力较低时，压非保民，

让气于民。

【电力管理】　起草 《雅安市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留存

电量实施方案》，并向省级有关部门汇报；代市政

府草拟 《关于推进雅安市发展绿色载能产业的战

略合作协议》，经市政府与省经信委、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友好协商，于６月２２日正式签订；代市

政府起草 《关于成立雅安市电力设施保护和电力

线路保护区通道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将电

力设施保护和通道治理纳入政务考核目标；印发

《雅安市电力线路通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开展

电力线路保护区通道专项清理，保障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加快推进三方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事项落

实，起草并向市政府提交 《关于落实三方战略合

作协议的备忘录》等文本；编制并向省经信委报

送 《雅安市关于推进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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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方案》，于１１月２３日获批，实现新增绿色载

能产业执行电价 ０３５元／千瓦时，其中大数据产

业执行电价０３４元／千瓦时。

【电力调控】　及时收集全网发供电量数据，跟踪

电网运行和用电负荷变化，做好电力供需分析，为

市委、市政府提供经济运行决策参考依据。２０１８年

初，市经信委兑现工业经济良好开局奖励资金

２８５５５万元；１—４月实施用电激励政策减少企业电

费支出１８８２万元；６—１０月，实施丰水期用电增量

激励政策减少企业电费支出１８００万元；贯彻实施省

直购电、富余电量消纳、电能替代政策减少企业电

费支出４４０１６万元。全年各项电力扶持政策共计减

少工业企业电费支出８３６９万元。支持重点优势企业

发展，跟踪招商引资项目进展和园区发展，服务全

市重大项目建设，印发 《２０１８年丰水期大宗用电企

业供电排序名单》和 《２０１８年度雅安电网拉闸限电

序位表》。

【电力生产与供应】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市已建成

水电装机１２７２万千瓦，投产水电装机规模位居全省

第二位。其中：并入四川主网及周边市州电网电站

装机１１０１万千瓦；并入市地方电网电站装机１８６万

千瓦 （包含周边地区并入雅安电网电站 １５万千

瓦），是全省并网小水电最多的地方电网。全年全

市发电量达４８８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８７％。其中：

并入省网及市外网水电站发电量４１０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１０５％。全年上省网电量 １３９亿千瓦时，

同比减少２０１４％，下省网电量２９７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３９３８％。

２０１８年全市社会、工业用电量比较情况表
　表１２

单位

全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本年 上年累计 增长 本年 上年累计 增长

雨城区 ８３４１７ ７５７１５ １０１７％ ２３５７９ ２１４２３ １００６％

名山县 １２５８８２ １１５９２５ ８５９％ １００２９２ ９２１３８ ８８５％

天全县 ８６６６５ ８７４５２ －０９０％ ６８８９２ ６８１０８ １１５％

芦山县 ７１１４９ ６３１５９ １２６５％ ５７７１５ ５０３４６ １４６４％

宝兴县 ６６０４５ ５８１７５ １３５３％ ５８３３９ ５００５０ １６５６％

荥经县 １３１９０２ １４１０８５ －６５１％ １１４９５２ １２５７７７ －８６１％

汉源县 １２８１３２ ９６２８４ ３３０８％ １０１７６５ ７５１８５ ３５３５％

石棉县 ３１３０２７ ２９８１６５ ４９８％ ２９５７１７ ２８４７８１ ３８４％

地区其他 ４１２６２ ３７９８５ ８６３％ ４１２６０ ３７９８４ ８６３％

全　市 １０４７４８０ ９７３９４５ ７５５％ ８６２５１０ ８０５７９１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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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４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各县 （区）社会用电量比例图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供图）

　　图７５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各县 （区）工业用电量比例图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供图）

【国网四川雅安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地为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是国有控股企业，系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控股子公司、特一型供电企

业。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国网雅电集团用工总量 ３６５３

人，其中长期职工 ３２４９人。２０１８年，国网雅电集

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８亿元，其中电网投资

２１２亿元；全口径售电量９８２４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１０８１％；自发电量５５４亿千瓦时；综合线损率

５４４％，同比下降１２５个百分点；营业收入３１１６

亿元，同比增长９６％；资产负债率６６８６％，同比

减少５５６个百分点；上缴税金３０１亿元。国网四

川雅安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雨城供电公司获

２０１８年 “四川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国电大渡河瀑布沟水力发电总厂】　国电大渡河

瀑布沟发电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是国家能源集团目前装机最大的水电

厂，注册地为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乌斯河镇。瀑布

沟电站距电力负荷中心成都市２４０公里，是大渡河

中游的控制性水库，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

洪、拦沙等综合效益的特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

电站装设６台混流式机组，单机容量６０万千瓦，总

装机３６０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１４７９亿千瓦时。

２０１８年，瀑电公司严格按照长江防总、四川省防汛

办的防洪调度指令要求，成功应对瀑布沟建库以来

最大的一次洪水 （７·１２），积极发挥瀑布沟水库的

调蓄、拦洪、削峰作用，拦蓄洪水 ３８亿立方米，

削峰１４００立方米／秒，削峰率达２０３％，为下游防

洪抢险做出重要贡献。

【国电大渡河深溪沟水电有限公司】　隶属于国家

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位四川省雅安市

汉源县乌斯河镇，位于瀑布沟下游１４公里，为瀑布

沟水电站的反调节电站。装设４台轴流转桨式机组，

单机容量１６５万千瓦，总装机容量６６万千瓦。瀑电

总厂实行 “两站合一、机电合一、运维合一”“无人

值班、少人值守 （远方集控）”的先进生产管理模

式。２０１８年瀑布沟完成发电量１２８８亿千瓦时，产值

２９２３亿元，税收 ６９２亿元；深溪沟完成发电量

２６８６亿千瓦时，产值５５３亿元，税收１３８亿元。

【国电大渡河大岗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大

渡河大岗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

棉县境内，电站设计装机总容量２６０万千瓦，多年

平均年发电量１１４３亿千瓦时，是具有日调节性能

的高坝大型水电站，坝型为混凝土双曲拱坝，最大

坝高２１０米。发电厂房为地下式，厂内安装四台单

机容量６５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２０１５年底全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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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发电。公司下设综合管理处、人力资源处、财务

管理处、生产技术处、运行维护处、安全监察处、

市场营销处、党群办公室、工程项目部９个部门，

其中工程项目部分设计划合同处、工程建设处、征

地移民处三个部门。２０１８年有正式员工１３３人，在

职正式员工平均年龄３３５；其中：领导班子６人，

中层管理人员２１人，一般人员１０７人；本科及以上

学历人员 １２５人，占正式员工总人数的 ９３９８％；

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有 １０８人，占总人数的

８１２％。２０１８年全年完成发电量 ９３１５亿千瓦时，

产值１９１７亿元，税收３８１亿元。

【四川华能宝兴河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华能

宝兴河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６月，注册

资本金５１６１亿元。注册地址为四川省雅安市雨城

区青衣江路中段１１３号。公司由华能四川水电有限

公司控股，四川省电力开发公司、雅安市国有资产

有限责任公司、长江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和雅安电

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股。总装机容量９４万

千瓦，其中雨城 （６万千瓦）、铜头 （８万千瓦）、

小关子 （１６万千瓦）、硗碛 （２４万千瓦）、宝兴

（１９５万千瓦）、飞仙关 （１０万千瓦）和民治

（１０５万千瓦）。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公司在册职工１９２

人，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 １０人，占

５２％；本科学历 １７７人，９２２％；专科学历 ５人，

占２６％。２０１８年全年发电量３７５３亿千瓦时，销

售收入８０４亿元，实际缴纳税款合计为１８９亿元。

【四川富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富源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是国有

控股县级供电企业，系国网四川雅安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富源公

司用工总量３００人，其中长期职工２５７人，人才当

量密度 ０９９。２０１８年，富源公司完成电网投资

６２４０万元，售电量 ２６２９亿千瓦时，综合线损

２６７％；营业收入７１１亿元，利润总额１００４６７万

元，上缴税金５９８３７６万元，流动资产周转率４次，

全口径劳动生产率 ４３８４万元／人年。公司 ２０１８

年完成３条１１０千伏线路新建工程，预计每年可节

约购电成本６０００万元。３５千伏及以上线路跳闸同

比减少５０％。配合完成５００千伏九石线抢险工作。

完成电能替代电量１６４７万千瓦时。实现智能电表全

覆盖，台区线损合格率提升到９０％以上。便民收费

点增加到 １４４个，“连心岗”覆盖 ６４７个台区、

４６７９８户，供电服务投诉同比减少３４６２％。开展用

电检查９３３次，追补电费１１８万元。完成２个自供

区改造，接收用户２５００户。完成１０座变电站及供

电所的土地手续办理。

【四川大渡河龙头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四川大

渡河龙头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７年５月正式成

立筹备。公司主营水电开发，公司注册地址为石棉县

先锋乡安全村，开发的电站有大渡河龙头石水电站。

电站位于大渡河中游石棉县境内，坝址位于安顺场上

游约１０千米处，为大渡河干流调整规划推荐的２２级

开发方案的第１５级电站，电站装机７２万千瓦。２０１８

年全年发电量２７７亿千瓦时，实现工业产值 （不含

增值税）５０８亿元，全年上交税费１０６亿元。

【国电四川南桠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

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南桠河水电分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注册地雅安市石棉县。南桠河公司是国家能

源集团四川发电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

南桠河流域冶勒电站 （２４万千瓦、２×１２万千瓦）

和姚河坝电站 （１３２万千瓦、３×４４万千瓦）共

计３７２万千瓦装机的生产经营管理，是单一型电力

生产企业，现有在册员工１１３人。２０１８年南桠河公

司完成发电量１２１８亿千瓦时，同比增加１０７亿千

瓦时；实现收入３９２１０７７万元，同比增加２３４９８２

万元；发生成本１５６３６８６万元，同比降低１０１８３９

万元；实现利润２３５７５６９万元，同比增加３３８１１５

万元。２０１８年，南桠河公司全年实现３６５天安全长

周期生产，截至年底，姚河坝和冶勒电站分别实现

自发电以来不间断安全记录６２８４天和４７６３天；安

全文明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１０月通过四川公司考

评，１２月通过集团公司验评。

【四川川投田湾河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川投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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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省雅安市石棉

县新棉镇长征路二段，公司主要从事田湾河流域梯

级水电站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以及田湾河旅游资

源开发。公司注册资本金４亿元人民币，股东分别

为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占股８０％）、中国

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占股

１５％）、四川沃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占股 ５％）。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田湾河公司员工共１５９人，其中男

性１１９人，女性４０人；本科学历１０２人，硕士研究

生１０人；中级职称６３人，高级及以上职称２４人。

四川省田湾河流域梯级水电站按照 “一库三级”开

发建设，三站总装机容量７４０兆瓦，自上而下依次

为仁宗海水库电站 （甘孜州境内，２４０兆瓦）、金窝

电站 （２６０兆瓦）、大发电站 （２４０兆瓦）。２０１８

年，四川省田湾河流域梯级水电站完成上网电量

３０９３亿千瓦时，实现不含税销售收入约６５亿元，

缴纳各项税费１０２亿元。

【天然气管理】　加快天然气管线建设和供气保障，

完成莲花首站———芦山配气站碰管通气，缓解芦

山、天全、荥经、宝兴四县冬季用气紧张局面。对

接雅化锂业、三九药业、金红叶等项目用气事宜，

确保项目用气保障。召开全市民生用气保障工作会

议，代拟 《雅安市民生用气保障责任书》，建立全

市天然气产供储销协调机制。配合发改委推进全市

储气调峰设施建设，督促市内燃气经营企业与上游

企业完善供气合同签订。召开ＣＮＧ加气站错峰加气

会议，协调处理ＣＮＧ加气站加气紧张局面，理顺加

气秩序。协调新顺通公司等 “煤改气”工作，坚持

“以气定改”原则；指导和督促各燃气公司完善天

然气供应应急预案，妥善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事

件。完成政协委员 《关于加快天然气基础建设》

《关于进一步完善雅安天然气阶梯价格改革试行一

户多人和地暖使用优惠的建议》的提案回复。

【燃气生产和供应】　２０１８年，全市境内现有气井

８口，正常生产气井２口，天然气采气量１５５５万立

方米。随着全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天然

气需求量大幅增长，２０１８年全市用气量达到１１５９１

万立方米，首次突破 １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１９４２％，其中：居民用气６４８２万立方米，非居民

用气量５１０９万立方米 （其中工业用气量２５９１万立

方米）。

【成品油销售】　２０１８年，全市成品油销售量为

３２８９万吨，同比下降 ２７％，其中：销售汽油

１５３４万吨，同比下降１６７％；销售柴油 １７５６万

吨，同比下降 ３５７％。天然气销售量为 １１５９１万

立方米，首次突破１亿立方米，同比增长１９４２％。

【成品油管理】　组织开展成品油批发、仓储以及

全市加油站２０１７年度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资格年度

审验工作；召开 “厕所革命”及地下油罐改造工作

推进会，完成１７座加油站厕所改建，地下油罐改造

完成率６２１０％。会同工商、安监、消防等部门共

开展３次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行动联合检查，查处

违规存储柴油、汽油两起，均已整改完毕。组织开

展全市石油流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专项大检查和国

庆、中秋反恐防恐检查。完成全市加油站国ＶＩ汽柴

油置换工作；完成四川交投国储能源有限公司雅西

高速公路汉源服务区 （左、右）加油站、中石油四

川雅安销售分公司灵关大溪加油站等新建加油站初

审转报工作；完成名山区农机加油站、名山区车岭

加油站、雅安市中圆加油站、雅安市金凤加油站原

址改扩建批复。

工业园区 （开发区）

【概况】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市共有９个园区，总

规划面积１１８６６平方公里，建成面积３６５８平方公

里。园区入园企总数达到业７４６户，其中规上工业

企业２７４户，占全市规上工业户数３６７％，营业收

入８９６５６亿元，上缴税金１４７亿元，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 ２２７９亿元。制定实施 《雅安市 “飞地经

济”行动实施意见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及２０１８年度

实施方案》，飞地经济行动１８项重点任务和２７个项

目扎实推进。雅双工业园和雨城、天全 “园中园”

等小微企业孵化平台建成运行，入驻企业１９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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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雅安经济开发区成功申报成为汽车机械零部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雨城区工业集中发展区成

功申报成为藏茶产业农产品精加工特色产业基地，

四川宝兴汉白玉特色产业园 （宝兴工业集中区）成

功申报成为汉白玉特色产业基地。四川亿欣新材料

有限公司继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

贡嘎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成为雅安市第三家

入选国家工信部绿色工厂名单的企业。全市８个工
业园区纳入 《中国开发区审核目录公告》。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产业园区数据汇总表
　表１３

园区名称
建成面积

（公顷）

营业收入

（亿元）

企业入驻

总数（个）

规模以上企业

个数（个）

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 １５７５０ ３６０ ２６０ ４４

雨城区草坝工业集中区 ６２００ ３０１２ ４６ １３

成都—雅安工业园区 １３０７ ８１ １５ １０

四川荥经经济开发区 ８４３０ ８５０６ ４８ ２８

四川汉源工业园区 ４５２１ ８０ ３７ ２６

四川石棉工业园区 ４７４５ １４５ ５２ ３１

四川天全经济开发区 ６８１５ ６１０７ ５５ ３４

四川芦山经济开发区 ４５００ ６５３１ ６０ ５０

宝兴汉白玉特色产业园区 ２６００ ６１９ １７３ ３８

合　计 ５４８６８ ８９６５６ ７４６ ２７４

【雅安经济开发区】　至 ２０１８年底，雅安经济开发

区完成土地报批２８６００亩，建成区面积扩大到２０１８

年１０平方公里，享受省水电消纳示范区用电政策。

续建和新开工基础设施项目共计２４个，总投资约

２９４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 １１４亿元。

名山片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完成主河道管网建设。

推动６个总投资约３５３亿元的城市开发项目，包括

西网·蒙山府、长安·锦绣雅苑等房地产开发项

目、德坤·新里城等商业广场项目和爱尔贝幼儿

园，年底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８５亿元；依托２６

亿元投资，建成面积约１０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孵

化中心，打造中小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孵化平台，

２０１８年新引进企业 ５家，已累计入驻企业 １２家。

申报争取孵化园专项资金１０００万元，用于科技型企

业扶持。组织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贵州、

江苏、浙江、成都等地招商活动 ６３次，对接项目

４０余个。引进雅化锂电池、成建工业化建筑、迪岸

科技轨道站台门、宸皓机械汽车零配件等各类项目

２５个，协议投资额约１０５７７亿元。园区全年招商

引资到位市外资金 ４４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１０７３％；其中引进国内省外资金２０２９亿元，完成

目标任务的１０１４５％。储备重点招商项目有哈尔滨

三马兽药、恒成工具等２３个，计划总投资 １１００８

亿元。２０１８年，全力推进雅化年产２万吨电池级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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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锂 （氢氧化锂）生产线项目、雅安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项目等９个重大工业项目实现实质性开工，

超市上下达目标任务３个；川西提升等静压装备研

制生产能力及航空产品配套能力建设及百图新增

１２００吨球形氧化铝项目等５个重大工业项目竣工投

产。１０个省市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９６８亿元，

入库投资 １５１亿元。大数据产业园一期总投资

１８６３亿元，占地２７３亩，总建筑面积约１０９万平

方米，可容纳机柜１０５万个。已引进联通四川分公

司、川发展大数据中心等５个项目签约入驻。推动

总投资约１８亿元的雅安物流园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

建设，全长１４公里的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已建成

１３８７公里，完成８８％，实现与川藏铁路成雅段同

步投用；桥楼安置房工程 （一期）于年初进场施

工，新建安置房１１８户，年底已完成主体工程。加

强物流企业招商，与宜宾港无水港、十里庄粮油、

蓝海化工综合物流园等项目开展对接洽谈。全年共

申报省、市工业发展资金和科技扶持资金等各类资

金项目２５次，累计获得各类项目资金 ４９２８４３万

元，成功申报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省级

循环化示范园区。实施 “一企一策”帮助雅化锂

业、成都建工、百图、格纳斯等１０家企业通过借新

还旧、应急转贷资金、抵押贷款等方式获得贷款

５９１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０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１１４％；完成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３３亿元 （其中：工业投资１４６５亿元、

技改投资９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０７％。２０１８年新

增工业企业 ５家，总数达 ２６０家，同比增加 ２％，

其中：规上工业企业４４家 （２０１８年新增４家）。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１６亿元，同比增

长２６２％。

【成都———雅安工业园区】　园区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１

月，于２０１８年２月纳入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

录》（２０１８年版），规划面积１００３平方公里，建成

区面积０３７平方公里。四至范围 （具体以界址点

坐标控制）：园区东至规划纵二路，南至成雅高速

路，西至百丈镇的百马路，北至１０８国道。配套设

施有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１座；天然气、供排水设施、

通讯设施，安置区、污水处理厂 （在建）等基础设

施。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园区聚集工业企业１５户，其

中规上工业企业１０户，工业总产值８７７亿元，同

比增长 ４０３％，营业收 入 ８１亿元，同比 增

长３０６％。

【四川荥经经济开发区】　园区成立于 ２００７年 ３

月，于２０１８年２月获批省级开发区，规划面积１３２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５５平方公里。四至范围：

区块一东至荥河，南至荥河，西至堡子村堡子组、

顺山组，北至东升村红岩、齐心组；区块二东至星

星村３组，南至国道１０８线，西至水池村下社，北

至荥河；区块三东至水池村下社，南至富林村４、５

组，西至相岭河，北至荥河；区块四东至荥经河，

南至荥经河，西至荥天路，北至上坝村２组；区块

五东至荥经河，南至新文村７、８组，西至荥天路，

北至荥经河。配套设施有１１０千伏变电站、污水处

理厂、科技孵化器、人才公寓等基础设施。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园区聚集工业企业４８户，其中规上工

业企业２８户，工业总产值６８０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４％，营业收入８５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５％。

【四川汉源工业园区】　园区成立于 ２００６年，于

２０１２年获批省级开发区，规划面积 １４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３８５平方公里。四至范围 （具体以界

址点坐标控制）：其中：万里工业园片区，东临万

里乡里坪村，西临安乐乡洪福村，南临安乐乡安

乐村，北临富泉乡 （原白岩乡）虫林村；甘溪坝

工业园片区，东临唐家镇 （原富春乡）黎家村，

西临河西乡香林村，南临富泉镇 （原富泉乡）大

农村，北临九襄镇大庄村。完成 １座 ２２０千伏变

电站、３座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各等级输电线路 ７５

千米；２３公里道路、９公里防洪堤、２座水厂、１

座甘溪坝工业品专业市场以及迁建企业自建供水

工程、园区污水处理厂、园区物流中心、园区固

体废弃物堆放场建设。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园区聚集

工业企业 ３７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２６户，工业

总产值７０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５％，营业收入 ８０

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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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６　７月２３日，市委书记兰开驰在汉源县工业园区调研 （雅安日报供图）
　

【四川石棉工业园区】　园区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３月，

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获批省级开发区，规划面积 １０７４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３１８平方公里。四至范围

（具体以界址点坐标控制）：北为现有自然村 （叶坪

村），东为竹马河，南为至甘洛垭口，西为山体。

形成了以 ５００千伏输变电站 （１个）为中心，２２０

千伏 （３个）、１１０千伏 （９个）线路为骨干，３５千

　　图７７　７月２２日，市政协主席杨承一在石棉县竹马工业园区四环锌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调研 （市政协办供图）

伏线路为配套的电力通

道。另有污水处理厂、人

才公寓、供水厂、综合服

务中心、核心区广场等基

础设施。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

园区聚集工业企业５２户，

其中规上工业企业３１户，

工业总产值 １４５３亿元，

同比增长２６５％，营业收

入 １４５ 亿 元，同 比 增

长１８９％。

【四川天全经济开发区】

　园区成立于 ２００８年 ９

月，于２０１８年３月获批省

级 开 发 区，规 划 面 积

１５２５平方公里，建成

区面积４５４平方公里。

四至范围：东至始阳

镇场口，南至天全河，

西至三一公司，北至

大坪乡毛山村；小河

片区四至范围为：东

至白沙河，南至小河

乡秋丰村，西至白沙

河公路，北至白沙河；

思经片区四至范围为：

东至思经小学，南至

思马河，西至思经乡

大河村，北至思经河。

配套设施有１１０千伏变

电站、污 水 处 理 厂、

科技孵化器、人才公

寓等基础设施。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园区聚集工业企业

５５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３４户，工业总产值６５４

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４％，营业收入６１０７亿元，同

比增长５０％。

【四川芦山经济开发区】　园区成立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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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正式更名为芦山县产业集中区，

规划面积７５１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５平方公里。

四至范围 （具体以界址点坐标控制）：飞仙小区南

至埝坎村永新铁合金厂，西抵芦山河，北达禾茂村

禾茂坝，东至省道 ２１０线；产业集中区东、西区：

东至芦山河，南至东风路，西至西川河—向阳路—

城北路，北至仁嘉村和五星村高车组。配套设施有

１０千伏、３５千伏变电站、污水处理厂、中小企业孵

化基地、人才公寓等基础设施。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园

区聚集工业企业６０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５０户，

工业总产值７０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７％，营业收

入６５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６４％。

【四川宝兴汉白玉特色产业园区】　园区成立于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２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发区公

告，宝兴县灵关工业集中区纳入省级开发区公告目

录，更名为 “四川宝兴汉白玉特色产业园区”。园

区于２０１８年６月完成省级园区申报资料上报，２０１８

年８月完成资料审核，２０１８年９月公示，规划面积

１３１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１３１平方公里。四至

范围 （具体以界址点坐标控制）：区块一东至省道

２１０，南至灵关河，西至灵关河，北至省道２１０；区

块二东至灵关河，南至新场村，西至山体，北至灵

关河；区块三东至山体，南至灵关社区，西至山

体，北至大渔村。配套设施有 ４座变电站、容量

２５９万千伏安变电站中小学、幼儿园共６所，医院

卫生院３所等基础设施。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园区聚集

工业企业１７３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３８户，工业总

产值５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３％，营业收入６１９

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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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中心城区居民消费价格

总指数 （ＣＰＩ）比上年上涨１９％，其中：食品烟酒

类价格上涨２５％；衣着类价格上涨０３％；居住类

价格上涨 ２４％；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

２０％；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上涨１７％；教育文化和

娱乐类价格上涨 １２％；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１４％；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１９％。商品零

售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上涨１３％。全年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 （ＰＰＩ）比上年上涨３２％，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１５％，生活资料价格上涨１５０％。全

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ＩＰＩ）比上年上涨２５％。

经国家统计局审核通过新增入库 “规上” “限上”

服务业经营单位９６户，截至年底，全市在库服务业

“规上”“限上”企业首次突破３５０户。全市第三产

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３３９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３％。

服务业税收完成 ３０４亿元，占总税收的 ４５８％，

较去年同期增加５９７亿元；第三产业吸纳城镇新增

就业１８１５５人，占城镇新增就业总人数的８６５３％；

服务业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３９８％，三次产业结构得到

优化。

【经济秩序治理】　２０１８年，开展对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零售商促销、再生资源回收、餐饮业等商贸

流通领域的执法检查。全年度共开展典当、二手车

市场、拍卖、报废汽车、再生资源回收、粮食等行

政执法检查７６次，出动执法人员２９６人次，检查经

企业 （营户）７０家，均无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行政

强制措施案件发生。加强特种行业监管工作，３家

典当企业和３家拍卖企业通过年检，１家拍卖企业

未通过年检 （雅安金缘拍卖公司）。发挥打击侵权

假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牵头协调作用，强化打击侵

权假冒工作的数据、信息、案例等报送工作，全市

共立案侵权假冒案件２２０件，办结案件２０３件，涉

案金额７１７７万元。公安机关破获各类侵权假冒案

件案件 １１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６人，涉案金额

１４６９３万元；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侵犯知识产权和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领域犯罪３件，涉及６人；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结刑事知识产权案件１件，判决 ２人，

受理侵害商标权民事纠纷３０件，审结２５件 （其中

撤诉、调解２２件，判决３件）。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度打

击侵权假冒工作受到省打击侵权假冒领导小组办公

室通报表扬。

【商贸服务】　２０１８年，一批重大服务项目加快建

设。截至年底，国际商贸城二期建成投运、川九襄

农贸商城建成即将投入使用，中国供销川西农副产

品物流园、王岗坪等重大服务业项目正加快建设。

全年全市共引进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商贸物流项

目２６个、包装服务业招商引资项目 （单个项目总

投资在２０００万元以上）６３个，川藏综合物流园项

目功签约，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等一批国内外知名

品牌相继落户雅安。

【现代物流】　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物流产业增加值

２７３５亿元，增速为５４％。完成货运量５６５２万吨、

总周转量７４９９２５万吨公里，分别同比增长 ４０％、

８２％。截至年底，全市共有货运企业３６９家、快递

法人企业 １９家、各类快递分支机构 ２３８个；国家

４Ａ级物流企业１家、国家２Ａ级物流企业３家、“西

部百强物流企业”２家、省级重点物流联系企业１４

家、规模以上物流企业１０家、亿元以上物流企业１

家；货物运输业户数８４８０户，运营车辆１９１１３辆、

总吨位１５２４３３吨；道路货物运输及服务从业人员

２５６７３人、邮政快递直接从业人员１６７０人。

【物流园区建设】　２０１８年，雅安 “一园区、三中

心、四服务站”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

进，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７９亿元，

完成道路施工里程 １３８７公里，占道路总里程的

８８％，其中：站南大道、南北纵二路、北横一路已

具备通车能力，达到同川藏铁路同步投入运营；川

滇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４３亿元，

市车管所、驾考体验中心、机动车检测站全面投

运，引进企业 ３家、项目 ２个；川藏物流园项目

（天全县物流中心）加快开工；川九襄农副产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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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园 （汉源物流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５１５亿元，

主体工程已完工；雅安市ＬＮＧ物流一张网项目正加

快推进，宝兴点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开工建设；雅安无水

港临时业务用房和雅安市快递物流分拨中心项目正

进行厂房改造；石棉县王岗坪生态旅游等集聚区加

快建设。雅安成功申报全省城乡高效配送试点市。

【商贸流通】　２０１８年，制定印发 《２０１８川货 （雅

安）新春大拜年活动实施方案》《雅安２０１８年市场

拓展 “三大活动”实施方案》 《雅安市商务和粮食

局贯彻落实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组织企

业参加市场拓展 “惠民购物全川行”“川货全国行”

和 “万企出国门”三大活动，进一步优化购物环

境、搞活流通、拓展雅安商品的销售渠道。全年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４２９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０％。其中：按经营地分，城镇完成 １６８３２亿

元，同比增长 ９８％；乡村完成 ７４５９万元，同比

增长１０３％。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完成３７７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１％；商品零售完成 ２０５１６亿

元，同比增长９６％。

２０１８年各县（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情况表
　表１４

县 （区） 实绩 （亿元） 增速 （％）

全市 ２４２９１ １００

雨城区 ６９２８ １００

名山区 ３４８７ １００

荥经县 ２９０９ １０１

汉源县 ３８１３ ９７

石棉县 ２２７２ １００

天全县 ２４４４ １０２

芦山县 １３９５ １０２

宝兴县 １０４２ １０１

【市场建设】　制定印发 《雅安市全域推进智慧菜

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推进传统标准化菜市场商业

模式的转型升级，雨城区完成５个智慧菜市场。完

成西康味道特色商业街区概念性策划方案，汉源县

中和瑞丰农贸有限公司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加快建

设，国盛二期完成建设进入招商程序，海宁皮革城

已开业，小商品市场和家居市场即将投入运营，市

场服务功能和体系建设日趋完善。强化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规范管理工作，全年共回收报废车８６２９辆。

【市场监测】　２０１８年，全市纳入市场监测体系的

样本企业共１１６家，优化调整样本企业 （删除、新

增计）１１家。其中：商务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样

本企业１３家，商务部重点流通企业监测样本企业

８４家，商务部重要生产资料监测样本企业３家，商

务部应急商品数据库样本企业２家，商务部智能信

息泵采集分析系统样本企业３家，商务部商贸流通

业行业统计样本企业１２家。雅安市商务和粮食局市

场监测工作被省商务厅评为先进单位。

【市场促销】　２０１８年，组织雅安１２家茶叶龙头企

业参加 “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并举办

“西子湖畔·蒙顶茶香”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

牌— “蒙顶山茶鉴赏会”。组织雅安９家知名茶企

参加 “２０１８北京国际茶业展”，并举办 “雅茶品鉴

———蒙顶山茶·雅安藏茶推介会”。组织参加 “美

丽中国·品味四川”———川菜弘川之 ２０１７川菜挑

战大赛。雅安市两道名菜、两家名店、１名厨师榜

上有名。举办 “品雅安味道·享雅安清凉”—首届

“雅安味道”旅游美食季活动，评选出 “雅安味道”

年度 “十大名店” “十大名宴” “十大名厨”和

“年度名菜”。全年共组织４４５４家企业开展 “惠民

购物全川行动”活动４２场，促进消费９３亿元；牵

头并会同相关部门组织１０６家企业参加 “川货全国

行”活动１８站，实现销售 （协议）金额近１亿元。

【川西农副产品物流园】　川西农副产品物流园项

目是中国供销集团公司下属中国供销农产品市场批

发有限公司在雅安投资项目，该项目占地３１８８亩，

建筑面积３５万平方米，计划投资约１０亿元。项目

按三期推进实施，２０１８年６月全面开工建设，截至

年底，一期市场交易区的２５栋建筑主体已全部封顶

完成，项目已完成投资４２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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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餐饮】　２０１８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２４２９１亿元，同口径增长 １００％。按经营

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１６８３２亿元，增长

９８％；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７４５９亿元，增长

１０３％。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２０５１６亿元，增

长９６％，其中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商品零售

４０１６亿元，增长７８％。从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主要商品零售额看，石油及制品类增长１０６％，粮

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４９％，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类增长１９１％，日用品类增长９０％，化

妆品类下降１２％，金银珠宝类上涨１７８％，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９５％，家具类增长１１３％。

餐饮收入３７７４亿元，增长１２１％，其中限额以上

企业 （单位）餐饮收入１６５亿元，增长２７％。

【烟草专卖】　２０１８年，统筹全市卷烟市场各区域

协调发展，各项指标稳中有进，符合全年预期。与

　　图７８　１１月９日，李伊林调研供销社综合改革情况 （市人大办供图）

公安、邮政等部门紧密合作，开

展 “双端固防２０１８”“物流寄递

涉烟违法专项整治”等行动，查

处涉及多个省市总涉案金额超过

千万的 “３·３”网络案等一批典

型案件。全年查获各类涉烟违法

案件 ７７５起，涉案卷烟 ４４８５９

万支，较去年同比增长 ０９４％，

完成全年 “三烟”实物查缉目标

的１０６８％，涉案金额３１７０４万

元。移送案件 １２起，拘留 １４

人，逮捕５人，判刑９人。成功

破获涉烟网络案４起，涉案金额

１８２４万元。抓住卷烟营销主业，

全年销售卷烟 ４５７万箱，同比

减少２０４％，实现税利３１８亿元；单箱结构３００

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９％；社会存销比０３５，同比下

降４０５８％；卷烟价格指数９７８８，市场价格稳定。

销售川烟１５２万箱，市场份额达３３１５％，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６个百分点；一类川烟占一类卷烟的比

重达到 １９１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８１１个百分

点，位居全省第一。其中，宽窄系列销售 １９１８４

箱，位居全省第六。因川烟培育成效突出，２０１８年

５月，省烟草发展领导小组向包括雅安在内的８个

市州下发专项奖励金。

【供销合作】　２０１８年，全面启动 “双线运行”体

制机制专项改革试点和监事会建设试点，以上两项

试点工作被省供销社年底考核评为全省第一。市、

县 （区）供销社全面建立监事会制度和配备监事会

主任，完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３月１５—１６日，市

供销合作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

理事会、监事会班子，审议通过理事会报告、监事

会报告和市供销社 《章程》；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全

市８个县 （区）供销社均已召开社员代表大会。

２０１８年，市供销社通过整合社有资产，组建成立雅

安供销投资 （集团）公司及农资、茶叶、农产品、

农业社会化服务、城市消费合作社、西藏农副产品

供应 “１＋６”产业集团；健全和完善社有资产监

管、产权转让、对外投资、绩效考核、资产租赁、

借款担保等１４个市级社有企业管理办法，推进依法

治企、制度治企、民主治企。

电子商务

【农商对接】　建立健全创新扶贫产品销售机制，

引导企业与乡、镇、村对接，实现农产品上网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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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２０１８年引导企业实现 “农超对接” “农商对

接”８次，其中汉源红甜樱桃蓉城推介会在成都宽

窄巷子东广场举行，推介会采购量达１１０００斤；荥

经县开展 “我有半亩园”电商精准扶贫活动和农产

品产销对接帮扶活动，９家荥经有代表性的企业参

图７９　荥经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 （市商务粮食局供图）

加现场展销，累计现场实现

销售额３２万元，７家电商扶

贫示范企业达成产销对接帮

扶２０万元，活动当天累计实

现产销帮扶２５万余元；组织

雅安万达广场总经理一行到

汉源县等县进行调研，双方

就特色农副产品进大型超市、

在万达设立专销平台等问题

进行对接，农商对接活动取

得成效。

【电子商务网络交易】　２０１８

年，雅安全市实现电子商务

网络交易额 ６０９８亿元，同

比增长２３８７％，实现网络零售额 １５１５亿元，同

比增长 ３７５８％。截至年底，雅安市网商总数达

２２００４家，其中流通型 ２０２４５家，占比为９８０８％，

生产型１２７３家，占比为５９２％，服务型４８６家，占

比为２２１％。“京东·雅安馆” “茶商在线”等本

土平台规模日益壮大，“赶街网”“易田”“果岭云

仓”等知名电商企业落户雅安，味独珍茶业、跃华

茶业、多吉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雅安邮政网络交

易额规模逐年扩大。京东雅安馆运营出色， “双十

一”当天销售额突破２００万。味独珍茶业的蒙顶黄

牙 “双十一”销量排名天猫前１０位。

【电商进村社】　２０１８年，全市新建农村电商服务

网点１００个。截至年底，雅安市已建立县、乡、村

三级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６４４个，其中：建成县

级综合电商中心７个、乡级服务站１４８个、村级电

子商务服务点 ４９１个，实现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

５８９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５０５％。蒙顶山茶、

雅安藏茶、汉源樱桃花椒、名山红心猕猴桃、石棉

黄果柑枇杷等农产品依靠电商加速上行成为发展的

主动力，“工业品下乡”和 “农产品进城”并行的

双向流通日趋完善。荥经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和汉源县省级电子商示范县顺利推进，荥经县完成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并投入运营，完成２１个

乡 （镇）服务中心和５６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建设工

作，已接受项目第三次绩效评估工作。汉源县省级

电子商务产业示范县已完成建设并验收。雨城区在

汉碑路社区、新康路社区、上坝路社区、康藏路社

区、清江路社区实施电子商务进社区试点，改造社

区电商便民店１１家，新增社区电商便民店６家。

【电商培训】　采取电商协会、企业与培训机构以

及院校合作等方式开展各类电商培训。２０１８年共开

展培训３０场次，培训人员２７００余人次，其中培训

贫困村人２００余人次。１０月３０日，宝兴县农村电

子商务与社群营销培训班在宝兴顺利举办，宝兴县

返乡创业青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

劳动者、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４０余人参加；汉源县

省级示范县全年完成电商培训１８００人次，其中电商

普及类培训１０００人次，电商应用及实操类培训８００

人次，含培训贫困村人 １１０余人次；１０月 １２日，

芦山县电商培训１期，培训贫困村人７０余人次；荥

经县２０１８年举办电商培训２５期，累计培训７９０人

次，其中贫困村３０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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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与交流

【对外贸易】　２０１８年，全市外贸进出口增长加快，

雅安茶叶自营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完成 《关于促进

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确定的５项具体改

革事项。全市新增备案企业１７家，新增外贸实绩企

业９家，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达到１７５家，有进

出口业绩企业达到４２家，同比增加９家，实现进出

口总额４１９６５万元 （折算 ６３５６万美元），完成省、

市下达目标任务的１４０％，其中上百万美元的进出

口企业１１家，同比增加３家；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

企业２家，同比增加１家。

２０１８年县 （区）外贸进出口情况统计表

　表１５

　　　　项目

县（区）　　　

出口 进口 合计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美元

全　市 ３１８６９ ４８２０ １００９６ １５３６ ４１９６５ ６３５６

经开区 １９５２４ ２９５４ ８３１ １２８ ２０３５５ ３０８２

雨城区 ４８２２ ７２９ １３ ２ ４８３５ ７３１

名山区 １１５ １７ ０ ０ １１５ １７

荥经县 １２ ２ ８８ １３ １００ １５

汉源县 ５３２ ８０ ０ ０ ５３２ ８０

石棉县 １４７ ２２ ０ ０ １４７ ２２

天全县 １１５３ １７４ １８４７ ２８１ ３０００ ４５５

芦山县 ８０３ １２１ ７２５１ １１０３ ８０５４ １２２４

宝兴县 ４７６１ ７２０ ６６ １０ ４８２７ ７３０

２０１８年雅安企业进出口业绩企业统计表
　表１６

　　　　　　　　　　　项目

进出口业绩企业　　　　　　

出口 进口 进出口合计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美元

总　计 ３１８６９ ４８２０ １００９６ １５３６ ４１９６５ ６３５６

中恒天汽车集团（雅安）汽车有限公司 ６２２ ０９８ ２３４ ０３５ ８５６ １３３

四川二郎山航空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３２４７ ４８１ ０ ０ ３２４７ ４８１

雅安市名山区薜涛茶厂 ６４５ ０９４ ０ ０ ６４５ ０９４

四川省宝兴县政泰汉白玉有限公司 １２８４ １８７８ ０ ０ １２８４ １８７８

四川维茶茶业有限公司 １０７７ １６０９ ０ ０ １０７７ １６０９

雅安市梓联制衣有限公司 ８２１１ １２２７ ０ ０ ８２１１ １２２７

汉源三九黎红食品有限公司 ５３２４ ７９２８ ０ ０ ５３２４ ７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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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进出口业绩企业　　　　　　

出口 进口 进出口合计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美元

四川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 ０ ０ ７３８２ １１０４１ ７３８２ １１０４１

雅安鼎立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９７ ２７３０３ ０ ０ １７９７ ２７３０３

日泓（雅安）电子有限公司 ０ ０ ７４３４ １１３６ ７４３４ １１３６

芦山华美包纱有限公司 ４２４４ ６５０３ １７５２ ２６３３ ２１７７ ３２８

四川开全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６３ １８１ ０ ０ １１６３ １８１

雅安普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０２３ ００４ ０ ０ ０２３ ００４

宝兴易达光伏刃料有限公司 ３０８８ ４８ ０ ０ ３０８８ ４８

雅安正一云母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０１ ３７７５ ０ ０ ２５０１ ３７７５

四川帕瑞斯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１６７３ ２５２４ ０ ０ １６７３ ２５２４

雅安世佳微尔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２９ ２０１ ７７８ １１７ ２１０７ ３１８

宝兴县祥海矿业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６ ０３９ ２６ ０３９

四川神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３９ ７７６７ ０ ０ ５１３９ ７７６７

四川宝兴县玉龙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５７ ２８１ ０ ０ ４ ２８１

宝兴县大汉石材外贸有限公司 １１２ １７３ ６３４ ９９５ １７５３ ２７３

四川蒙顶山味独珍茶业有限公司 １４ ０２２ ０ ０ １４ ０２２

四川省雅安航庆电器有限公司 ４４８ ０６６ ０ ０ ４４８ ０６６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７ ６６４ ０ ０ ４２７ ６６４

宝兴县金世纪石村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９９ ０ ０ ６６６ ９９

雅安贝海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３２ ３１８３ ０ ０ ２１３２ ３１８３

四川润兆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２０ １５０４ ０ ０ １０２０ １５０４

雅安太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８４ ７１１ １２６ ０２ ４６８５ ７１１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 ９９３１ １５０４５ １１４ １８ ９９４２ １５０６

四川省安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２８６ ４３２ ０ ０ ２８６ ４３２

四川汉龙石材料有限公司 １５９ ２４５ ０ ０ １５９ ２４５

宝兴县嘉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８０ ８８ ０ ０ ５８０ ８８

四川省宝兴县正兴石材有限公司 ５９８ ８９４ ０ ０ ５９８ ８９４

四川石棉华瑞电子有限公司 １４７ ２３ ０ ０ １４７ ２３

雅安百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４２０ ２１３２ １６ ０２ １４２１ ２１３４

四川宝兴环石材有限公司 ９９７ １５１４ ０ ０ ９９７ １５１４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５ ００４ ０ ０ ０２５ ００４

宝兴县聚鑫石材有限公司 ２２９３ ３４６ ０ ０ ２２９３ ３４６

宝兴县众合石材有限公司 ２７９ ０４ ０ ０ ２７９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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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进出口业绩企业　　　　　　

出口 进口 进出口合计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美元

四川邦源科技有限公司 ４６ ７３ ０ ０ ４６ ７３

四川蓝公府嘉联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３５ １９８ ０ ０ １３３５ １９８

四川邦博润贸易有限公司 １３７７ ２０ １１８ １７ １４９５ ２１７４

　　　　图８０　８月２８日，雅化集团和美国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公司签署共同开发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公司
位于美国的锂矿资源战略合作协议 （雅化实业集团供图）

【出口贸易】　２０１８年，全市有出口业绩的外贸企

业３９家，同比增加９家，实现外贸出口额３１８６９万

元 （折算４８２０万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７６％，同

比下降８个百分点。主要出口产品有花椒油、藤椒

油、鲟鱼籽酱、新材料、木制品、植物提取物、中

药材、硫化钠、硫酸二钠、石材等。主要出口目的

国和地区有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

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进口贸易】　２０１８年，全市有进口业绩的外贸企业

１１家，同比增加４家，实现外贸进口额１００９６万元

（折算１５３６万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２４％，同比提

升８个百分点。进口产品主要是采石设备和原材料

等，从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进口。

【经贸活动】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组织３９家外贸企业

参加１９场 “万企出国门”

活动，获得展位 ５２个，

签订意向性协议金额达

３８００万美元，涉及美国、

意大利、澳大利亚、中亚

和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客户。经贸活动促进新

增进出口实绩企业 ９家，

带动新增外贸备案企业

１７家。

【外商投资】　执行新修

订后的 《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

法》，推行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以外领域的外资企

业设立商务备案实行与工商登记 “一套表格、一口

办理”，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全市新增外商投

资企业２家，变更５家，新增合同外资３９亿元 （折

算５６４５万美元），实际到位外资 ０７１亿元 （折算

１０２８万美元），完成省市下达目标任务的１０７６％。

截至年底，全市共有外商投资企业２４家 （其中独资

公司１１家、合资公司１３家），累计投资总额６７１９５

万美元，注册资本 ４１３６５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２７３０７万美元。全市外资主要来源于港台地区，其他

国家有泰国、新加坡等。外商投资企业主要从事农副

产品加工、服务业、石材加工等行业；主要产品有纸

制品、药品、茶叶、调味品、石材、康体养老、酒店

经营等。

【境外投资】　２０１８年，雅化集团投资５１１万美元

成功收购新西兰红牛火药公司剩余２０％股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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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１００％股东。截至年底，雅安市有境外投资企业２

家，分别是：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雅

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市累计境外投资总额

达到９９４８万美元。

【中挪雅安项目】　２０１８年，中挪雅安地震灾后生

态恢复及雅安国家公园与水资源管理框架能力建设

项目年度工作计划与活动安排开展顺利。６月 １２

日，雅安市有关领导在雅会见挪威驻华大使馆发展

参赞Ｊａ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ｒｙｔｈｅ一行，双方就中挪项目进行

沟通交流。９月３—７日，中挪雅安地震灾后生态恢

复及雅安国家公园与水资源管理框架能力专题培训

在都江堰市举行，培训会邀请相关领域领导和知名

专家进行授课。９月１６—２０日，市有关领导带队出

访挪威开展中挪项目考察交流。１２月１３日，中挪

项目２０１８年年度评审会在成都举行，共 ４０余人

参会。

粮油贸易

【粮食收购销售】　２０１８年，全市粮食安全行政首

长责任制全面落实，在全省２０１７年度粮食安全行政

首长责任制考核中雅安市人民政府获得优秀单位殊

荣。严格落实 《雅安市粮食应急预案》，已建省级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５个、市级网点１４个、县级网点

１９９个。全年全市完成储备粮食３３６２７吨，完成目

标的 １２０９６％；收购粮食 ７６５６９吨，完成目标的

１５３１４％，收 购 油 菜 籽 ４０８９吨，完 成 目 标 的

１０２２３％；销 售 粮 食 １０９９２５吨，完 成 目 标 的

９９９３％，销售油脂３７６５吨，完成目标的１５６８８％。

【粮食仓储】　２０１８年，全市建立中央、省、市、

区 （县）四级储备和省、市级小包装粮油储备监督

管理体系，确保储备粮食数量真实、质量安全。在

原有４００２７７平方米库区面积基础上，新增仓间罩棚

２４４０平方米，仓间罩棚达到１９１３３平方米，标准仓

房仓容达到 ２６４０５９吨，实现机械通风仓容量

２２９７４４吨、装备计算机测温系统仓容量２１９４４２吨、

装备环流熏蒸系统仓容量２１１５３９吨、低温储粮仓容

１４７６０７吨。２０１８年，按照 《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

食产业经济的实施意见》 （雅办发 〔２０１８〕３５号）

要求，推进粮食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全市２１

个项目全面开工，完成投资２５６万元，其中４个项

目已进入测试阶段。继续抓好 “优质粮食工程”建

设，名山县粮食局成功申报粮食质量安全体系项目

获省财政资金３５０万元；荥经县、天全分别获得升

级改造粮食低温库资金２６１９万元、２７０万元，仓

储设施和库区环境更为完善。

【粮食流通】　２０１８年，全市国有粮食流通企业１６

家，年末净资产为 １２６１２２２万元，同比增长

２３０４％；国有粮食流通企业盈利的１６家，盈利额

６２１３万元，上年同期盈利３２３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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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主城区共

实施城市建设项目９１个，完工项目５３个，累计完

成投资约３３亿元。滨江南路、黄葛路、木姜路等

　　图８１　雨城区北纬３０°公园 （市地方志办供图）

１７个项目建成通车；南外

环线西段、和穆路、兴居

路、雨城大道三段等 １５

条城市道路快速推进，大

兴新区路网逐渐完善。完

成雅安市污水处理厂污泥

处置中心项目建设。启动

雅安市污水垃圾处理 ＰＰＰ

项目建设。开展凤鸣垃圾

场地下水治理工程，雅安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建设海

绵城市２５平方公里，完

成投资约２亿元。开工建

设雨城大道三段综合管

廊，累计完成投资约０４亿元。

【背街小巷道路改造】　完成熊猫大道、雅洲大道、

康藏路、挺进路等９条主次干道沥青路面维修及人

行道维修整治工作。完成桃花巷、友谊路、木城街

等８条背街小巷的整治。完成协和广场、滨江公园、

北纬三十度公园、沿江两岸环境及休闲设施整治

工作。

【农村危房改造】　按照 《新村建设扶贫２０１８实施

方案》要求，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２０１８年，计划投

入７９３５万元，实际投入资金 ８８０９３万，完成率

１１１％；其中：中央资金 ２１０６万元、省级资金

１６０８万元、市县资金８５１３万元、社会资金４２４４

万元。全年实施项目５个，完成２６１户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完成率１００％。建立完善 “十

三五”农村危房改造４类重点对象，信息录入 《全

国农村住房信息系统》。整合资金１４８０余万，对贫

困农户厨房、圈舍、厕所、院坝、入户道路等综合

环境进行提升改造。

【园林绿化建设】　２０１８年，熊猫绿岛公园、大兴

湿地桃花岛公园等公园建成投用，为市民休闲提供

好去处，女娲广场落成，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内

涵。启动金凤山公园二期、滨江文化绿廊等项目建

设。２０１８年，全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２０１４５１公

顷，绿化覆盖率３５３２％，绿地率３１８２％，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１２１９平方米。完成蒙顶山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蒙顶重点地段详细规划和二郎山风景名

胜区喇叭河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报审工作。

【城建档案管理】　２０１８年，市城建档案馆全年共

接收进馆 ３１１４盒城建档案，涉及 ３８个工程项目。

１０余个项目已进行档案审查，正按要求补充完善所

缺资料。全年共接待档案利用５０２人次，提供档案

查阅１８２０卷次，复制３７００页。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２０１８年，市城管执法局围

绕建设 “天府之肺，生态雅安”目标，推进标准

化、精细化、智慧化、法治化 “四化”建设，启动

执法场所、执法标识、执法配置、执法行为、执法

单兵装备标准化建设，成立城管巡回法庭、城管公

安治安支队，推动法治化建设。开展市场周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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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２　１２月７日，雅安市城市管理巡回法庭授牌仪式在市城管执法局举行（市城管执法局供图）

境、户外广告、环保、背街小巷、违法建设管控、

环卫保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行政服务软环境、

群众共治共管九大治理提升。全年拆除违法建设

４８万余平方米，违法建设连续５个月 “零增长”；

集中整治市场周边环境１２３次，清理占道经营９７００

处次、违规店招２５００个，依法处罚市容市貌类违法

案件９５件，行政处罚２３６５万元；苍坪路市场、姚

桥小区市场、平安市场等周边环境明显改观。新建

改建公厕４１座，新增果皮箱１１０个，房式垃圾箱６

个；设置花架式非机动车位１４２个，新增改造非机

动车位４０００余个，翻新隔离栏９００余米。全年办理

环保违法案件１６０件，罚款１５５．３３万元，案件数

同比增加２１３％，罚款金额同比增长６４％。决战脱

贫攻坚，落实新祥村帮扶经费１５．３万元，柳阳村

和新祥村帮扶任务如期完成。深入开展住建系统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雨城区中心城区机械化清扫率达

９２％以上，生活垃圾清运率达１００％。全市农村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７４％以上，农村厕所污水治

理率达６０％以上；完成２０余次重要活动环境保障

工作。

建筑管理

【建筑概况】　２０１８年建筑业增加值 ５８２２亿元，

比上年增长５７％。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４４２１１万平

方米，下降 ７７％；房屋

建筑竣工面积１９７５１万平

方米，增长 ８６％，其中

住宅竣工面积１３７９６万平

方米，增长 ７９％。建筑

业产值完成情况：２０１８

年，完成建筑业产值５７３

亿，同比增长２６％，完成

省市下达的产值目标。资

质企业发展情况：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底，全市共有 ８９家

建筑企业，在库企业 ５１

家，一级承包企业 ３家，

一级专业承包２家，二级

总承包 ２８家，三级总承

包３１家。全市房地产企业９９家，中心城区４７家。

【建筑节能】　２０１８年，市规建和住房保障局共办

理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１８个，建筑面积１１３５万

平方米，施工图设计阶段执行标准率１００％。办理

建筑节能验收备案项目６个，建筑面积约３８万平

方米，竣工验收阶段执行节能标准率１００％。新建

工程项目新型墙材使用率达８０％以上。全市建筑行

业推广使用散装水泥１７０万吨，使用率６１％。全年

共新增绿色建筑项目６个，总建筑面积４５８万平方

米，“十三五”以来，已新增绿色建筑项目１６个，

总建筑面积 １２０７８万平方米，已完成 “十三五”

绿色建筑总目标任务的８６２％。

【在建工地监管】　２０１８年，对１３家施工企业给予

不良行为记录，监督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５００余个，建筑面积约１３００万平方米，报建项

目监督率１００％，一次性竣工验收合格率１００％。监

管项目发生一般安全生产事故５起，未发生较大以

上安全生产事故。制定 《雅安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

程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雅安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安

全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等工作方案，重点对参

建单位质量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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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３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市规建和住房保障局供图）

　

体质量以及建筑起重机械、脚手架、模板支撑系

统、深基坑等施工现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管、巡查和指导。２０１８年，全市

实施停工整改项目３０个，对施工单位实施行政罚款

１８起，处罚金额 ６１万元，记不良行为记录 ７起。

对监理单位实施行政罚款２起，处罚金额３３万元，

记不良行为记录１起。印发 《雅安市规建和住房保

障局２０１８年城市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２０１８年

冬季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等文

件，细化施工现场围挡、裸土覆盖、喷淋降尘和车

辆冲洗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要求中心城区在建项

目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安装扬尘数据现场监测设

备，２４小时监测空气质量。

【建筑工程监理】　组织人员对雅安黎明建设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资质条件进行核查，对四川明

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四川四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等４家监理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核查，下发

《不良行为记录告知书》２份。

【散装水泥管理】　全年完成水泥供应量２９９万吨，

其中散装水泥推广量１９０万吨，散装率６３６％，农

村散装水泥推广使用量８１７万吨，农村散装水泥使

用率４３％。完成省住建厅下达散装水泥量 １７８万

吨、水泥散装率６２５％的

目标任务。对新开工项目

检查率达 １００％，违规处

罚率达 １００％。在环保整

顿治理中发挥职能作用，

督促施工单位限期拆除 ３

家移动混凝土搅拌站。联

合相关部门关停１家未经

批准设立的混凝土分站。

【雅安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落户经济开发区】　项

目总占地１５１５亩 （１０１

万平方米），由雅安成建

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投资

实施。基地规划建设 ＰＣ流水生产线、固定台模生

产线、钢筋加工筛选出及预拌混凝土生产线各一

条，均采用目前三一、德国利勃海尔、意大利法罗

力等国内或国际一线品牌设备，ＰＣ构件设计年产能

１２万立方米 （其中：房屋建筑构件９万立方米／年，

市政路桥构件３万立方米／年），计划总投资约１６４

亿元，为雅安区域唯一的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

２０１８年５月，经开区决定将雅安物流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桥楼安置房工程 （二期）、四川雅

安经济开发区安置房工程 （三期）两个项目调整原

框剪结构设计，改为装配式建筑，装配率在 ３０％

以上。

【雅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雅安城市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根据市政府

授权对能源、交通、土地、城市资源等领域及保障

性住房、安置房、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

项目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项目投资、工程管理服

务、项目招投标、环境治理工程、土地整改。２０１８

年，城投公司及各子公司在职员工２３７名，返聘员

工２１名，劳务派遣员工７４名。有全资子公司７个；

三级公司１个：雅安市真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１个：雅安市大兴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相对控股子公司１个：雅安成建工业化建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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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三级参股公司３个：四川尔润玄武岩纤维

科技有限公司、雅安易采建材有限公司、雅安城投

领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城投公司投资

新项目开发已完成项目４个，分别是：下属子公司

城投建工与市政公司、交建集团等５家公司共同出

资组建雅安成建工业化有限公司；按程序注册成立

城利水电公司与收购天力公司电站及附属资产；配

合大兴天然气公司完成资本金追加的相关工作；下

属子公司城利水电与成都沃能、天全胜利公司等６

家公司共同组建尔润玄武岩公司。进行中项目１个：

对博城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工作，现正进入商务谈判

阶段。２０１８年，城投公司利润总额完成目标任务的

１２３６５％；净资产收益率达００６％，完成目标任务

的１２１２１％；工程项目总投资完成目标任务的

１０９６７％；下属子公司城投房产销售额完成目标任

务的９９５０％。２０１８年，城投公司实施项目共计３０

个，其中续建项目１５个，已完工项目１４个；计划

新开工项目１５个，已开工项目１４个 （尚未开工项

目１个，为大兴新区主干道及综合管廊项目）。

雅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项目建设情况统计表
　表１７

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进度

大兴穆家村安置房工程（一、二期） 已完工

大兴公租房 已完工

大兴顺路村安置房工程 已完工

多营水厂给水管道 已完工

建安厂消防水源改造 已完工

北纬三十度地上建筑 已完工

续建

项目
碧峰峡路下段道路改造工程 已完工

文曲新座 正在建设

农科二路 已完工

农科三路 已完工

兴贸一路南段 已完工

兴贸路辅路 已完工

北外环边坡整治 已完工

公交站台改造 已完工

雨城大道三段 正在建设

大兴新区主干道及综合管廊项目 已招标

南外环线东段（含北郊应急场所） 准备进场
新建

项目

　
　

大兴二桥 正在建设

陆家坝道路改造（二期） 正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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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进度

农科路 正在建设

老１０８线改造 正在建设

陇西河东风二桥及其连接线 正在建设

陇西河人行景观桥 正在建设

新建

项目
和穆路三路（二期） 正在建设

元宝山生态景观修复工程 正在建设

农科一路东段 正在建设

农科一路西段 正在建设

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科普教育中心 正在建设

友谊路道路改造 正在建设

大兴顺路、穆家社区服务中心 正在建设

【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发展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 “雅投公司”，注册资本１０亿元。

根据雅国资委发 〔２０１８〕９１号、９４号和 １２７号通

知要求，公司调整优化国资经营、客运、酒店和环

保科技等业务领域发展，加强城建开发领域发展，

全资子 （孙）公司发展为 ６个；直 （间）接控

（参）股公司发展为１６个；合作经营单位１个：西

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雅安分所。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

２９９７４亿元，净资产 １６８７３亿元，营业总收入

２３６８亿元，利润总额３１３亿元。新增长期资本性

股权投资 ４２２９亿元，全年投资分红收入 ３７７１万

元。全年实施续建项目２５个 （其中：政府工程２２

个，商业开发项目３个），实现新开工项目 １１个，

开展前期工作项目７个。建成女娲主题雕塑、大兴
河道及湿地综合整治工程 （桃花岛公园）、雅安综

合客运枢纽工程、水中坝桥梁工程等市政公园、道

路、桥梁工程项目１８个 （其中商业开发开发项目２
个），工程建设和项目开发总投资１１６０９０万元。西
南联交所雅安分所实现交易规模１５亿元。出资帮扶
汉源县坭美彝族乡火地村建成通组路２千米、民俗
文化活动中心６０平方米 （配建厕所、浴室２０平方
米），全年用于贫困村和困难社区帮扶及慰问资金

支出总计４０２５万元。

２０１８年雅投公司实施政府工程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情况统计表
　表１８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投资

（万元）
备　注

水中坝拆迁安置房工程 ２６１４ 完工

续建

项目
水中坝桥梁工程 １７００ 完工

雅安综合客运枢纽工程 ２６１６９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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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投资

（万元）
备　注

大兴河道及湿地综合整治工程（桃花岛公园）一期 — 完工

姚桥兴贸路（一期） — 完工

大兴康乐一路 ２６０ 在建

大兴健康二路 — 在建

大兴滨江西路 — 完工

大兴滨江东路 — 完工

大兴兴贸路 ４５００ 完工

大兴兴居一路 ８７３０ 在建

续建

项目
大兴兴居二路 ５００ 完工

大兴康泰路 ３４５０ 在建

大兴前进北路 ７９００ 在建

大兴新区黄葛路道路工程（一标段） ６８００ 完工

大兴新区木姜路道路工程 ３８００ 完工

大兴和穆路道路工程 ５６００ 在建

大兴兴居路道路工程 ５８００ 在建

水中坝住宅路工程 ９２７ 完工

北三路临时农贸市场 — 完工

滨江文化绿廊１号桥 ５３０ 完工

大兴河道及湿地综合整治工程（桃花岛公园）二期 ３０００ 完工

熊猫绿岛女娲广场女娲雕塑 ２３００ 完工

大兴箭竹路 ２２１０ 在建

大兴创业路 ３５００ 在建

大兴兴贤路 １６００ 在建

大兴育才路 １６００ 在建

新开工

项目
大兴康乐二路 １６２０ 在建

大兴健康一路 １７３０ 在建

大兴滨江文化绿廊 ３０３０ 在建

滨江文化绿廊２、３号桥 １２５ 在建

黄葛路（二标段） — 在建

大兴公园路 １５００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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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投资

（万元）
备　注

黄葛路（三标段） １２０

国际会展中心 ５０

大兴中央公园 —

前期工

作项目
大兴文心路 １５０

前进一路 １０

前进二路 １０

前进南路 １０

雅安花间堂（蒙顶山）精品旅游度假小镇项目 — 完工

商业开

发项目
蜀天·艺谷峰景项目 ７７４５ 完工

川西茶叶仓储物流中心项目（一期） ６５００ 续建

合　计 １１６０９０

住房保障与房地产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市危旧房棚

户区改造开工４５１０套，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４６％；基

本建成已完成７９１４套，完成目标任务的２７５７５％；

全市已分配公租房 １１４９套，完成目标任务的

１０４４５％；发放租赁补贴 １０户，完成目标任务

的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２０１８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

资完成８５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６１％；房屋施工面

积４７９９９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２１６％；新开工面

积１５２０７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３％；竣工面积

４４２４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２０２４％。雨城区房地产

开发投资完成５１８９亿元，同比增长５４５％，占全

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 ６１％；房屋施工面积 ２８３７１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２５４％；新开工面积７１７８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１６８％；竣工面积４９１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２５％。

【二手房存量交易】　２０１８年完成房屋交易审核

９９１２宗，同比增长１０７４９％；交易面积６６０８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３３３９％；交易金额２７亿元，同比

增长 ６２０６％。其中商品房 ４６６０宗，同比增长

４４１２３％；交易面积 ３２５１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３３０５９％；交 易 金 额 １２７４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７２５１％。二手房３５４４宗，同比减少９４９％；交易

面积３３５６万平方米，同比减少８９５％；交易金额

１４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７７０％。

【房地产市场监管】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先

后走访和调查房地产开发企业、购房业主、房地产

中介机构、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小区，建立涉

黑涉恶管理台账。自８月１５日以来，共摸排３次，

涉及物业服务企业和小区７０余家 （个）、中介机构

１３家、购房人群１７人次。

【项目征收管理】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作出２０个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涉及 ９６７户、１１７３７２６６平



!""# !$%&'(()

*+,-

!

"

#

$

城乡建设

!""# !$%&'(()

*+,-

*+,.

１８３　　

城
乡
建
设

方米，完成１４个征收项目，共计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９６１７９平方米，征收户数为７７８户。其中雨城区中

心城区已完成经四路、人民路火烧房、大兴中农

集、多营青衣江大桥项目。

【住房公积金管理】　新增归集住房公积金 １６０９

亿元，提取 １３１２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１０１１％、

２１０３％，提取额占当年归集额的８１５７％；缴存总

额 １０５６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９６％；缴存余额

４０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７８１％；提取总额６４７４亿

元，同比增长２５４２％。全市当年发放个贷３，１４５

笔，新增个贷 １３３３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５７９％、

２６１９％，个贷额占同期缴存额的８２８４％；贷款总

额 ５３２２亿元，同比增长 ３３４％；个贷余额为

４０６４亿元，同比增长 ３２２０％。个贷率 ９９２７％，

同比增长１８３２个百分点。全市公积金资金运用率

为９９２７％，同比增长１８３２个百分点。全市 ２０１８

年增值收益额为０６６亿元，增值收益率为１６６％。

组织六县二区各缴存单位公积金专管员２０００余人进

行归集宣传和网上业务大厅培训，截至年底，单位

网厅签约达１８３０余家，签约率 ９１５％。充分发挥

新兴媒体的聚焦效应，扩大住房公积金政策的社会

影响力和知晓度。２０１８年，微信公众号新增关注

２３３６５人，日均新增６５人，关注总人数达４２５００人，

单篇信息阅读点击量过６０００余次。中心根据管委会

授权对企业递交的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申请

进行审批，减轻企业负担。出台 《关于开展治理违

规提取公积金工作的通知》，从严审查住房公积金

提取要件，全面排查利用虚假资料骗提骗贷公积金

的违法行为，并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进行通报，将

骗提者个人信息和行为记入住房公积金中心信用黑

名单，截至年底，全市已查实２２笔骗提行为，涉及

金额１６０２６万元。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对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进行

调整规范。合理调整贷款受理审批岗位，增强窗口

受理力量，有效解决房地产市场销售强劲导致申请

公积金贷款职工大幅增长的问题。推进贷后管理，

通过定期核对、短信提醒、专人催收等方式，及时

催收逾期贷款，确保资金零风险。１１月，中心对市

本级和六县管理部开展为期两周的公积金贷后内控

检查，形成问题清单和情况通报。落实专人清理个

贷档案，为２０１９年贷款业务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加工

建设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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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有道路旅客运输业户３１户，

其中从事班车客运和包车客运有８户，从事出租、公

交企业２３户。道路货物运输业户８４８０户，其中普通

货运８０８４户 （包括个体７７３４户），货运专用运输９８

户 （包括罐式运输、冷藏运输、集装箱），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６户。驾驶培训学校２５所，教练车５２３辆，

教练员５６８人，维修企业９７９家。有客运站１０９个，

其中一级客运站２个、二级客运站３个、三级客运站

５个、农村客运站９９个；全市开通客运线路１６９条，

其中跨省客运线路２条、跨市 （州）客运线路６８条、

跨县客运线路１９条、县内线路 （农村客运）８０条；

有客运车辆２０３３辆，其中班线客运１２１０辆 （包括农

村客运８８９辆），出租汽车５２６辆，公交车２９７辆；

营运货车２０８９７辆；农村客运通乡镇１３６个，通达率

９７８４％，通建制村８６７个，通达率８６６１％；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３５２９１人。

【客货运输】　２０１８年，收回５路公交车经营权交

由蜀通公司经营，扩大 “交通一卡通”使用范围，

全年发卡量累计 ２３３００张，实现互联互通线路 １１

条。完成公交车票价调整工作。委托西南交通大学

对现行的公交线路进行优化，重新编制 《雅安市城

市公共交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完成 ６５个

农村建制村客运通村任务，雨城区１２个、名山区２

个、荥经县９个、汉源县１２个、石棉县１０个、天

全县４个、芦山县６个、宝兴县１０个。安排客运企

业初步确定 “定制客运”试点线路，制定二类以上

市际客运班线定制客运试点方案。完成６５个农村建

制村客运通村任务，雨城区１２个、名山区２个、荥

经县９个、汉源县１２个、石棉县１０个、天全县４

个、芦山县６个、宝兴县１０个。安排客运企业初步

确定 “定制客运”试点线路，制定二类以上市际客

运班线定制客运试点方案。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

络，全市六县两区均分别建立县、乡、村三级物流

综合服务站。华峰物流公司开展无车承运人试点工

作。深化运输车辆治理，完成不合规运输车辆的淘

汰退出，维持全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电子运单异常

率均在５％以下。推广反恐防范工作，全市５个二

级以上客运站已开展 《四川省一、二级汽车客运站

反恐怖防范工作规范 （试行）》推广工作。在客车

附搭小件快运中落实寄递物流三个１００％制度。全

市完成客运量１７７１９万人，客运周转量６４９９１万人

公里；货运量５６５１５万吨，货运周转量７４９９２５万

吨公里；客运量、客运周转量与去年同期比分别下

降１３３％、１６９８％，货运量、货运周转量与去年

同期比分别增长３９９％、８１７％。

【公路养护】　２０１８年分两批下达国省干线公路养护

工程计划，至年底已完工的项目有：Ｇ１０８线汉源县

萝卜岗隧道出口至石棉县丰乐乡大冲桥头段１１公里

中修工程；Ｇ３１８线天全县紫石乡大仁烟至前碉桥头

段１３公里大修工程；Ｇ３１８线天全县两路乡龙胆溪桥

头至二郎山隧道口段３公里大修工程；Ｇ１０８线石棉

县栗子坪乡孟获村至石棉冕宁交界段８公里大修工

程；Ｇ１０８线石棉县马富隧道至银厂沟段１５公里中修

工程；Ｇ１０８线石棉县新棉镇向阳村至栗子坪乡孟获

村段５０公里大修工程；Ｇ１０８线荥经县道塘桥危桥拆

除重建；Ｇ１０８线路面病害处治接受交通运输部路况

监测１８３公里路面病害维修处治。共计完成大中修工

程１００公里，路面病害维修处治１８３公里，危桥拆除

重建１座，在建桥２座，完成总投资１９５４６亿元。

【公路质量监督】　对全市范围内的高速公路、国

省干线新改建工程进行１００％全覆盖质量安全监督，

２０１８年监督在建工程项目１２个，全市道路建设项

目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在建工程未发生

重大质量事故。

【公路治超】　全市路面治超共投入执法人员２１９２２

人次，检测货运车辆 ３６８７５４辆，查处超限车辆

２０００辆，卸载超限车辆 １５２８辆，卸载货物 ２６３４５

吨，发出抄告４２２次，超限车辆比例０６％。

【路政管理】　加大公路巡查，积极查处损坏公路

路产案件，全市公路巡查率达 ９０％，发生各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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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损坏公路路产和公路设施案件 ８７５起，查处

８５８起，查处率９８％，清障排障３３５１处。

【绿色交通】　推广应用公交新能源，鼓励各公交企

业淘汰老旧高耗能公交车，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更新１２辆

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超额完成任务。配合公安、环

保等部门开展营运 “黄标车”摸底调查，加强道路

运输证年度审验，对营运 “黄标车”及时办理注销

手续，取消营运资质。淘汰３１９辆营运 “黄标车”，

全面完成 “黄标车”退出道路运输市场任务。做好

中央环保督查后续整改工作，加强维修企业污染防

治。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督促维修企业实施喷烤

漆房的升级改造，严禁露天喷涂作业，开展油性漆改

水性漆试点工作，２０１８年全市从事喷烤漆作业的维

修企业１２４家，其中８家加装光氧设备，５家试点使

用水性漆，其他企业已达到环保部门要求。

【驾驶培训】　２０１８年，全市培训机构培训初学学

员计１９４９９人，新办从业资格证１７９６个，换发从业

资格证３１０８个，从业资格证转籍２５２个。全市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在场地、设备、设施中投入资金

共计２００多万元，教练车 ５２３辆，教练员 ５６８人。

开展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工程，全市道路运输驾驶员

继续教育注册学员增加 ２３５８６人，结业 １８８６２人。

２５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全部安装计时培训系

统，推行 “计时收费、先培后付”模式，覆盖率达

１００％。全市５２３辆教练车全部安装计时车载终端设

备，安装率１００％。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２００名违章营

运驾驶员被记分，其中记１５分并被列入重点监控名

单违章营运驾驶员１２１名，记２０分及以上并被列入

禁止进入名单３人。

【蜀通运业】　２０１８年，四川蜀通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下简称公司）有从业人员１６９６人。设有６部３室，

下设１０个分公司，８个汽车站，１个汽车维修企业，

１个全资子公司，有各类车辆８１８辆 （其中：大客车

２０５辆，小客车３０８辆，城市公交车１６６辆，出租车

７２辆，教练车４０辆，安全生产和经营保障用车２７

辆）。经营公交线路１７条，客运线路１１６条。其中：

县内客运线路３５条，县际客运线路１８条，市际客运

线路６０条，省际客运线路２条，县际包车线路１条。

全年完成客运量３２３１１万人，客运周转量２５６６４３５

万人公里，企业收入与２０１７年同期比较下降２０５％，

利润总额同比２０１７年减亏２９５３％。客运车辆准班正

点率９９９９％，未发生较大及以上运输服务质量事故，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保持ＡＡＡ级。３月４日，雅 （安）

西 （西昌）高速１９８９公里 （荥经瓦厂坪大桥附近）

出现山体位移，公司２２条客运班线４５辆客运班车停

运１１０天，直接经济损失约８００万元。为提高服务水

平，２０１８年新增更新客运车辆３１辆，客运车辆成新

率５８％以上；九襄新车站、石棉新车站分别于３月９

日、４月２８日正式启用，１２月２６日雅安汽车客运站

正式启用。５月１日，创建开通 “巴适雅州”微信公

众号，实现各车站站务系统互联互通，线上销售收入

３５８２０万元；４月，开通雅安博物馆至成都东客站的

景区直通车，实现企业收入１３０万元；全年开展一般

包车、旅游包车、景区直通车、校园直通车共计１８３１

车次、运输旅客６０９４０人次，实现收入３５１４万元；

新增主城区５路公交线路，实现主城区公交二维码扫

描支付乘车，按要求完成主城区公交票价由１元通票

调整为 ２元通票，完成公交分公司剥离。２０１８年

“春运”共计开行１９１２６班次 （其中：加班６８２班次，

包车２２趟次），安全运送旅客４３３４万人次，与２０１７

年同比下降１３９％；圆满完成新老兵运输保障任务，

安全运送新老兵４５车次１５６１人。通过省上安全生产

评估达５Ａ级。因天气或道路原因不宜安全行车全年

暂停发班８８６班次 （其中汛期天气原因暂停发班１４１

班次）。完成全部客运车辆车载卫星定位装置安装，

严格车辆运行动态监控，截至年底，共有７４９台客运

车辆安装车载卫星定位装置，５８２辆车安装３Ｇ视频

监控设备。公司以高速、农村客运和运行在Ｇ３１８线

雅安至康定、Ｓ２１１石棉至泸定、Ｓ３０６线汉源至乌斯

河的客运车辆为重点，共开展５１３次路检路查，检查

车辆４９３６车次。共组织５期完成对６４１名驾驶员安全

脱产培训。

交通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８年，境内已建成成雅、雅西、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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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名、雅康５条高速公路，共计３４０公里，全省排

名第７名，占比５％；在建峨汉高速公路，里程３５

公里；即将开工的泸石高速，里程３６公里。全市通

车里程６７０１公里，其中高速公路３４０公里，国道５

条６３０公里，省道１０条６０９公里，农村公路 ４８０３

公里，专用公路３１９公里，公路密度４４６７公里／百

平方公里、４３５８公里／万人；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９６１公里，占比１４３％，全省排名第２名，其中国

省干线中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９４４公里，占

比５９８％。

图８４　新建成的雅安长途汽车客运站 （市地方志办供图）

【交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完

成投资 ６０１亿元，为计划投资的 １００２％。其中：

高速公路完成投资 ３５３亿元，占计划投资的

１０３８％；国省干线提档升级项目完成投资１８７亿

元，占计划投资的８２４％；农村公路完成投资４６

亿元，占计划投资的１６４３％；站点建设、国省干

线大中修等完成投资 １５亿元，占计划投资

的１５０％。

【高速公路建设】　雅康高速完成投资２６亿元，峨

汉高速完成投资９２８亿元。完成泸石高速公路招投

标等前期工作。推进天雅高速公路 （天府新区至邛

崃至雅安）前期工作，列入省高网规划。

【国省道建设】　国省干线完成

投资１８７亿元。省重点项目成

雅快速通道路基工程完成４０％，

完成控制性工程水津关特大桥水

下工程部分，控制性工程隧道开

工建设，全年完成投资１１亿元；

多营青衣江大桥路基及桥梁下部

工程８０％，完成投资 ０７亿元；

省道１０５线雅安至上里至邛崃界

段提档升级改造、省道２１７线石

棉至甘洛段改建工程等 ２０１８年

开工的项目有序推进；雨名快速

通道开工建设；全力推进省道

４３１线名山百丈经雨城上里至芦

山县城段新建项目、国道３１８线名山及雅安城区过

境段新建项目、国道１０８线石棉县城过境段新建工

程、国道５４９线石棉境内路段改扩建等项目前期

工作。

【农村道路建设】　２０１８年，争取农村公路计划项

目补助资金１０４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２７５公里，

建成生命安防工程 ２８５千米，完成危桥改造 ８座，

完成投资５７亿元。推进交通扶贫，新改建、整治

贫困村农村公路２４６公里，完成投资４亿元，省定

退出的１１１个贫困村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２０１８年

民生工程新改建农村公路２４１公里，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农村公路完成３５７８公里，完成投资４４亿元。

名山区被省政府认定为第二批 “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基本形成 “乡村振兴、助民增收”的农村

路网。

【客运站点建设】　推进道路客运枢纽工程建设，

雅投公司投资０５亿元，完成雅安东站综合客运枢

纽站建设。推进乡镇客运站建设，完成石棉县新民

农村客运站、永和农村客运站建设。推进村级招呼

站 （牌）建设工作，实现通客车的建制村招呼站

（牌）全覆盖。完成全市８个汽车客运站 “厕所革

命”建设工作，实现三级以上客运站 “厕所革命”

全覆盖，车站如厕环境干净、卫生、整洁。



!""# !$%&'(()

!

"

! "

*+,-

!""# !$%&'(()

*+,-

１８８　　

【水路建设】　２０１８年完成全市所有合法船舶的营

运检验、建造检验、初次检验、审图工作；参与雅

安熊猫灯会的协调筹备和值班值守，完成雅安熊猫

灯会水上交通应急保障工作；完成雨城区搭沟漩渡

口、茶地坎渡口提档升级为二类渡口的工作，为雅

安市争取渡改桥项目做前期铺垫。完成１期内河三

类船员适任考试，雅安市持证船员集中安全教育培

训考试，水路运输客运企业资质年度审验，客渡船

舶年审，汉源县船员培训点的设置；完成对名山区

“百丈关漂流”河道安全评审，对漂流安全员进行

漂流安全知识考试；完成 “熊猫绿岛女娲广场工程

（女娲雕塑）”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和通航安

全论证报告的专家审查。

【成雅铁路建设】　川藏铁路成 （都）雅 （安）段

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开工建设，起于成 （都）蒲 （江）

铁路朝阳湖站，经名山区后止于雅安市雨城区，该

铁路为国家 Ι级双线铁路，设计时速１６０公里，正

线建设长度 ４２公里，其中雅安境内 ３５０７２公里。

雅安境内设置名山站和雅安站，名山站位于雅安市

名山区前进乡，站场全长２９公里，车站主体建筑

为火车站房 （５０００平方米）、站台、变电站及业务

　　图８５　名山区茶产业走廊道路改造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用房，设到发线６条，客

运站台 ２座，货运站台 １

座，并设货运仓库及堆场

各一座，设计货运能力

１５０万吨／年，承担雅安主

要的列车货运任务并兼顾

部分客运任务，概算总投

资１３亿元。雅安站位于

雅安市雨城区姚桥新区，

车站主体建筑为火车站房

（８０００平方米）、站台、变

电站及业务用房，设到发

线７条，中间站台 ２座，

主要功能为办理川藏线通

过列 车 停 站 作 业 及 成

（都）雅 （安）间城际列车的始发终到作业，承担

雅安主要的列车客运任务，概算总投资１８８亿元。

成 （都）雅 （安）铁路于１２月２８日正式通车，累

计完成投资 ３６１亿元，其中：２０１８年完成投资

１０４４亿元。

【雅康高速】　雅康高速是通往甘孜藏区的首条高

速公路，项目起于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接乐雅高

速公路，在对岩与成雅、雅西枢纽互通，西经天

全，穿越二郎山，跨泸定大渡河，止于康定市城

东，路线全长约１３５公里 （其中：雅安段８９公里，

甘孜段４６公里），四车道、设计时速８０公里／小时、

路基宽度２４５米，项目概算总投资２３０亿元，批复

工期五年。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上午８点３０分，雅康

高速公路全线建成并试通车运营。

【名山茶产业走廊道路改造】　路线起于百丈镇天

宫村既有村道与高速公路连接线相接处，沿既有村

道至解放乡银木村，经月亮湖接解放乡瓦子村高速

公路天桥处既有组道，展新线经白果坝至瓦子村村

道，绕瓦子村场镇后继续沿既有村道前进至终点

Ｇ３１８线解放路口，路线全长 ９公里，完工时间为

２０１８年８月。该项目建成优化茶旅融合精品线路设

计，完善健身休闲旅游精品环线。

【成雅快速通道雅安段建设】　路线起于名山与蒲

江交界处观音阁，顺接成雅快速通道蒲江段规划线

路，沿成雅工业园区规划道路至解放乡上跨成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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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经红星、车岭、名山货运站至永兴北下穿

成康铁路，沿雅安物流园西侧至草坝设桥跨越青衣

江，经南郊至对岩接原国道 １０８线。路线全长

６０３７４公里，设计路段长５０１３８公里 （不含雅安

市南外环线），技术等级为一级公路，路基宽度

１８５米／２８米，设计速度６０、８０公里／小时，估算

总投资３４６９１亿元，其中建安投资约２２亿元，建

设工期２５年。项目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开工建设，截

至２０１８年底，完成投资１４５亿元，控制性工程水

津关青衣江特大桥主桥桩基完成水下工程施工，３

座隧道已全部开工建设，其中陈家湾隧道中导洞全

部贯通，侧墙底板浇筑全部完成。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建成通车。

【大兴新区路网建设】　１月１９日，雅安大兴新区

南外环线中段已经进行路面面油铺设。南外环线中

段项目于２０１６年４月开工，全长４３９２公里，已完

成工程进度的９７％，在全长１８公里的滨江东路施

工现场，工人正在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作业，滨江东

路项目于２０１６年开工，施工进度已达９０％，现已

完成雨污水管网、路灯等的建成安装工作。南外环

线中段是大兴新区的骨干路网之一，是大兴大桥之

后，从老城区又一条通往大兴新区的通道。

邮政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 （不

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

２６４２２１２万元，同比增长 ２４４６％；业务总量累计

完成２６１６２４１万元，同比增长２２９９％。其中：快

递业务量７１２２５万件，同比增加３６１９％。快递业

务收入１２９６３１３万元，同比增长３４２８％。 “双十

一”期间 （１１月１０日到 １１月１９日），全市收件

１１１０２９件，同比增长 ３９２２％，派件 １３４５５０１件，

同比增长４００５％。

【邮政网点】　２０１８年全市普遍服务网点 １５９处，

快递法人企业２０家，快递营业网点总计２９８个。全

市乡镇快递营业网点２４２个，快递末端网点１３９个，

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１００％。相比２０１７年，快

递法人企业新增２家，新增快递分支机构３９个。

【快递服务】　引导快递企业重点服务茶制造业，

雅安申通、名山中通、雅安韵达、雅安圆通、宅急

送等与相关茶叶制造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全年与茶

叶制造企业服务形成的累计业务量达８３６万件，服

务形成的累计业务收入达９５５３万元，直接服务的

制造业累计产值９５１５７万元。利用汉源大樱桃、花

椒、红富士，石棉黄果柑，名山茶叶，雨城、芦

山、荥经红心猕猴桃等农特产品优势，引导邮政、

快递企业服务现代农业，培育形成 “顺丰 ＋大樱

桃”“邮政＋黄果柑”等一批 “一地一品”和 “一

市一品”特色项目。２０１８年，全市邮政、快递企业

通过多种渠道为本地电商和农民销售农特产品累计

１２６５万件，累计业务收入 ３７５５万元。开展快递

“三不”专项整治，推广使用笼车、中转箱、托盘

等作业工具，改善分拨处理条件，确保快件 “不着

地”“不抛件”“摆地摊”，全市快递离地设施铺设

率达到９５％。

【邮政业申诉】　处理消费者申诉７６４件，同比增

加２１４件，增加３８９％。申诉中涉及邮政服务问题

的６２件，占申诉总量的８１％，涉及快递服务问题

的７０２件，占申诉总量的９１９％。已处理申诉中确

定企业责任的 （以下简称有效申诉）２３件，占申诉

总量的３０％。有效申诉中涉及邮政服务问题的 ２

件，占有效申诉量的８７％；涉及快递服务问题的

２１件，占有效申诉量的９１３％。

【寄递渠道监管】　２０１８年，共开展各类安全教育

培训１０次，培训人员６００余人次；单独或者联合相

关部门共开展消防交通安全、涉枪涉爆、危险危险

化学品、旺季服务安全保障、反恐怖督导、 “扫黄

打非”、非洲猪瘟防控等检查１０余次；出动检查人

员９６０余人次，检查企业４１０家次，下发 《责令改

正通知书》２１０份、《停止经营快递业务告知书》９

份，约谈３起，行政处罚１起，罚款０３万元。完

成全国 “两会” “上合组织峰会” “首届中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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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博览会” “中非合作论坛”等重大活动期间的

寄递渠道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

【村邮站建设】　全年完成１００个村邮站建设任务，

全市村邮站已累计完成３８０个，建制村直接通邮率

达１００％。开展交通不便地区边远地区划定工作，

初步划定８１个村为交通不便地区边远地区，其中：

一类地区７７个，二类地区４个。

【纪特邮票专项检查】　组织对 《戊戌年》《拜年》

《中国剪纸 （一）》《元宵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海棠花》《中央美术学

院建校一百周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港珠澳

大桥》《北京２００２年冬奥会·雪上运动》《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共１１种纪特邮票的发行销售情况进

行执法检查。

【邮政机构改革】　雅安邮政成立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雅安市寄递事业部，整合市邮政分公司运营管理

　图８６　名山区解放乡银木村为农服务中心（市邮政分公司供图）

部、包裹快递部，以及市

场营销部的包裹快递营销

职能、服务质量部的包裹

快递客服职能，整合后，

市邮政分公司本部运营管

理部、包裹快递部予以撤

销。２０１８年处理进口包件

类邮件 ２５６４万件，同比

增幅 ５２２２％；出口包件

类邮件１５３２８万件，同比

增幅 ２９９８％，市县两级

寄递事业部机构改革得到

顺利实施。

【基础建设】　２０１８年雅

安邮政枢纽综合楼项目开

始实施；完成代理金融网点新建、改建３个，新建

离行自助设备 １处，新增配备 ＩＴＭ智能柜员机 １５

台；更新、新增网运车辆１３辆、投递汽车７辆、电

动三轮车 ５３辆、投递 ＰＤＡ５８个；完成４个区县 ６

个揽投部的扩能改造和工艺设备安装，完成网路运

营中心工艺设备改造，处理能力平均提升３０％，整

体时限加快２小时。

【便民服务】　开发 “警邮合作”车管牌证代办寄

递、市车管所和考试中心寄递、工会会员卡、市民

手册和旅游资源宣传等项目。加大投入并利用社会

资源提高农村邮政综合便民服务能力，全市１１３处

农村普遍服务网点运营和１０１７个建制村直接通邮率

达到１００％。同雅安市供销合作社、联通分公司等

企业 （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供销合作方面，

在名山区解放乡银木村共同建立服务站点，覆盖服

务周边三个乡镇村民，站点叠加邮政便民服务及供

销社农资服务等多种服务，搭建完善农村服务渠

道。农特产分销渠道得到拓展，石棉黄果柑进入吉

林省吉林市邮政分公司运作，名山猕猴桃进入江苏

市场。２０１８年累计收寄石棉黄果柑１３９８万件，汉

源甜樱桃４２９万件，枇杷３４２万件，猕猴桃１５万

余件……推动雅果外销，助力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信息业

【概况】　推进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投入

２５亿元用于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宽带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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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网和互联网 “三网融合”，促进网络转型

及能力提升，并再次入选国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城

市。以建设 “川西大数据中心”为目标，将发展大

数据产业作为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和水电消纳产业

示范区的重要抓手，打造川西地区数字经济的 “一

基地、两中心”，即大数据基础服务基地、互联网

数据中心和算力供应中心。结合雅安实际，编制

《雅安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思考与建议》《雅安大数据

产业行动手册》《雅安发展大数据产业优势》《雅安

大数据简报》等文本材料供领导决策与参考，剖析

雅安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优势与劣势，构架雅安发展

大数据产业的思路。筹备成立雅安大数据产业推进

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出台 《雅安

市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从电价、网

络、土地、人才、金融、物流等方面出台 “干货”

支持大数据发展，从做好大数据产业顶层设计、营

造大数据产业发展基础、推动大数据产业招商、培

育大数据企业成长等方面提出２０项具体重点工作。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市固定电话用户达２５０９万户，

移动电话用户数达１６３３１万户。

【无线电管理】　打击治理 “伪基站”、 “黑广播”

专项工作。按省无线办打击治理 “黑广播” “伪基

站”专项工作部署，每月在六县两区进行不定时机

动监测，在雅安境内共查获黑广播两套 （２０１８年１

月１６日在名山城区碧水云天小区楼顶，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１９日在名山区）。为确保应急模拟和数字通讯网

络正常运行，定期对天全朱家岩、汉源轿顶山模拟

和数字通讯网中继台进行维修维护，更换天馈系

统、电池和部分陈旧老化设备。行政权力公开平台

录入年度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费情况，截至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已征收频率占用费共３６０００元，办理核发电

台执照１０４６个。２０１８年春节前夕，根据市应急办

公室应急通信需要，协助其采购安装无线电通信中

继电台，用于保障雅安市首届熊猫灯会。按照省无

线电办 “两会”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安排，从２０１８

年３月１日至３月２０日每天８时到２３时开展连续

监测工作，共出动监测车 ４０车次／天，监测人员

１２０人次／天，监测时长 ３００小时，全程无任何

异常。

【数字化建设】　统筹建设移动通信网络，整合通

信及广电网络运营企业的公众移动通信基站和室内

分布系统等资源进行建设。出台 《雅安市推进第五

代移动通信 （５Ｇ）网络建设实施方案》，建立通信

基础设施规划衔接和协调机制，确保通信基础设施

与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全面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在通信基础设施、政务服务、

数字城管、旅游大数据、灾害防御、智慧公共安全

建设等方面打造亮点工程，十六项智慧城市重点项

目均已完成建设任务，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通过省级核

验。按照 “信息扶贫、光网先行”的思路深入推进

贫困村通信网络建设，提前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

的雅安１１１个贫困村 “有通信网络”的目标，实现

“村村通光纤”任务，超标准、高质量完成雅安市

贫困村信息高速路建设。贯彻落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四

川行动，以创新驱动资金和市级工业发展资金为杠

杆，鼓励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在技术、产品、业

务、产业衍生四个方面转型升级。其中：雅安百图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棉华瑞电子有限公

司获市级工业发展资金支持；四川亿欣新材料有限

公司进入省级工业发展资金项目中的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答辩环节；上报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奖励，预计将获省级工业

发展资金支持。

【信息传输】　２０１８年电信业务总量为５６２０亿元，

同比增长１７１０７％，总量和增速均创历史新高，增

速位列全市服务行业指标首位，其中：电信业务收

入１０６４亿元，增长０１３亿元，移动业务收入７５４

亿元，下降０２３亿元。全市移动电话用户数同比增

长５６９９％。城市和农村家庭光纤宽带接入能力分

别达到 ９９９０％和 ９９８０％，固定宽带用户达到

５０９７万户。开展通信行业安全生产检查３次，做

好通信发展工作，协调通信发展中遇到的问题１０余

个，处理通信网络中断、通信设施建设阻工、民众

投诉运营商等事件 （信件）２０余起。开展成雅快速

通道、成雅铁路、友谊路、康挺路等重大工程和大



!""# !$%&'(()

!

"

! "

*+,-

!""# !$%&'(()

*+,-

１９２　　

兴片区拆迁工程的弱电迁改工作，共计协调弱电迁

改工程１００余次，召开专题协调会２０余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争取省上支持，《雅安市

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建设试点方案》获得批复，大

数据企业电价全年平均按０３４元／千瓦时结算。编

制 《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增

强客商在川西大数据产业园投资建设数据中心的信

心。西博会期间，通过举办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区投

资推介会，雅安市签约４个大数据产业项目计划总

投资总额６６亿元。经开区管委会、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等部门与成都市新经济委、四川电信、四川曙

光、四川联通、四川广电、中国软件、京东集团等

３０余个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就推动雅安大数据产

业发展进行接洽，其中四川电信与经开区管委会正

式签订共建共营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合作协议，项目

估算总投资约１５亿元。

【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建设】　２０１８年６月，省委十

一届三次全会通过的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把雅安定位为 “绿色发展示

范市”，将雅安纳入全省八个重点打造的大数据产

业集聚区之一。８月，川西大数据产业园 （一期）

在雅安市工业园区开工，计划总投资１８６亿元，占

地面积２７３亩，建筑面积约１０９万平方米，可容纳

机柜１０５万个 （约１５万台服务器）。１号、２号楼

计划２０１９年５月底具备企业入驻条件，大数据展示

中心计划２０１９年８月底达到使用条件，３号、４号

楼计划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完成主体建设。９月１９日，

在成都举办的川西大数据产业园投资推介会上，雅

安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中国联通四川分公司、四

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广电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大数

据项目，协议投资总额６６亿元。１０月８日，雅安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成都大数据产业联盟签署战略

合作项目，协议推动成都大数据园区、企业与雅安

进行项目对接交流等工作。１２月，中共雅安市委办

公室、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加快大数据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雅安大数据产业发展以

建设 “川西大数据中心”为目标，以川西大数据产

业园为依托，抢抓雅安纳入全省大数据产业聚集区

机遇，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打造川西地区数字经

济的 “一基地、两中心” （大数据创新孵化及服务

基地、互联网数据中心和算力供应中心），在四川

雅安经济开发区名山片区规划建设川西大数据产业

园，建设大数据创意公园、康养数字小镇和区域电

商中心，加快建设产学研功能、生活配套功能、景

观文化功能一体化的大数据产业聚集区。川西大数

据产业园规划总面积２６５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约

１５０万平方米、可容纳２１０万台服务器。

电信　移动　联通

【中国电信雅安分公司】　２０１８年，中国电信雅安

分公司推出信息化新兴业务，成立政企客户专属服

务保障中心，推出物联网和天翼云业务，以互联网

＋思维为核心，结合大数据、云平台技术的广泛应

用，助推雅安政府政务效能全面提升。公司发挥电

信 “益农社”的助农优势，开展电子商务网上销售

指导和技术帮扶，打造电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推进网络通信建设，全力实现电信网络的全覆

盖，推进信息化光网建设和 ４Ｇ基站建设，截至

２０１８年年底，全市骨干出口带宽达到 ５２０Ｇ，市到

县中继带宽超１００Ｇ；光纤覆盖近９７０个村，覆盖率

达９５６６％以上；４Ｇ无线网络持续提升覆盖，城区

覆盖率达９９２０％，雅西高速、雅康高速、成雅铁

路网络覆盖率达９９％以上。

【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　２０１８年，公司基站规模

超３３００个，其中４Ｇ基站超过２９００个。年运营收入

超６亿元，有用户约 １０８万户，累计缴纳税金约

７２亿元，支付社会代办酬金约４５亿元；累计建

成移动服务网点约８００个，有店员近２０００名，服务

网点遍布全市城乡，直接或间接为全市提供就业岗

位近３５００个。公司发挥大数据信息优势，助力荥经

县安靖乡长胜村实现科技扶贫、信息致富，员工自

发捐款５万元，帮扶该村六户困难户。与雅安农行

合作推出 “惠农通”银讯业务，为惠农卡持卡村民



!""# !$%&'(()

*+,-

!

"

#

$

交通　邮电　信息

!""# !$%&'(()

*+,-

*+,.

１９３　　

交
通
　
邮
电
　
信
息

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依托自有 “和聚蜀商”

平台为企业打造 “钱记电子商务”平台；运用信息

化搭建全省首例医院 “私有云”平台；加快 “宽带

乡村”惠民工程，实现乡镇宽带 “乡乡通”。４Ｇ基

图８７　铁塔公司成雅高铁通信服务基站 （铁塔公司供图）

站从 ２０１４年底的

９５０个 增 加 到 超

２９００个，同比增长

超 ２００％，宽带端

口 累 计 突 破 ４１

万线。

【中国联通雅安分

公司】　２０１８年全

年累计完成主营业

务收入 ９８５５４５万

元，其中，移动业

务 占 比 ８５３３％，

固网业务收入占比

１４６７％。在雅安通

信行业中市场份额

为８６４％，全省排

名第１３位。全年考核口径利润预算完成率排名全省

第１９位。全年可持续经营现金流完成率全省排名第

４位。受理咨询、报障、投诉工单同比下降７％，其

中固网报障工单同比下降２４８％。投诉用户平均满

意度９１９％。完成 ＬＴＥ一期 ３３个新建基站建设、

雅康高速公路雅安境内１２个隧道ＵＬ双网全覆盖工

程建设，完成核心网资源清理、设备更新及网络效

能提升，网络质量持续改善。履行国企责任，向定

点帮扶的天全县大坪乡瓦坪乡捐赠资金５万元，用

于为贫困户修缮房屋，向名山区新店镇山河村派遣

一名驻村扶贫工作人员，助力当地贫困户脱贫

致富。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分公司】　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分公司是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市级直属机构，注册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７日。经营范

围包括铁塔建设、维护、运营；基站机房、电源、空

调配套设施建设、维护、运营；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

维护、运营；基站设备的维护。内设综合部、财务部、

市场部、建设部、维护部五个部门及８个县区办事处。

２０１８年，中国铁塔雅安市分公司新增投资近３０００万

元，完成成雅铁路通信的全线覆盖同步开通，以及年

度民生基础设施工程、全市脱贫攻坚１１１个行政村通

宽带任务和第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建设等重大项目

的顺利实施。公司立足共享发展，推动行业内共享向

行业外共享合作转变，提升通信网络能力，为客户降

低成本创造价值。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公司站址规模超过

３３００个，站址共享率提升４０％以上，新建塔类站址共

享率保持在８５％以上，站址平均租户达到１６６个，推

动雅安电信、联通和移动的站址规模分别增长１１４％、

６０％和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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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

【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２０１８年，全市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４００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８５％，增长

１４９％，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市人代会通过的年初预

算６４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２９８２亿元，占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７４４８％，较２０１７年

提高３７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３８个百分

点。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５８２７１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１６％，增长１０２４％。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

上省补助、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省转贷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７７５０６０

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３０５４亿元，完成预

算的９７９％，增长１０８４％。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４０６０２６万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９５０９％，增 长

３７４１％。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预备费 ４０１３
万元，主要用于防汛救灾、扫黑除恶、 “高岗村模

式”建设等。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情况表
　表１９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雅安市 ４００２８９ １３０５３７５

雅安市本级 １５８２７１ ４０６０２６

雅安市区县合计 ２４２０１８ ８９９３４９

雨城区 ２８４１６ １４８３４４

名山区 ２０１１１ １１７４７１

荥经县 ２７１３１ ９１７０６

汉源县 ５２０６９ １５９１５１

石棉县 ５６２０２ １１９５２８

天全县 ２０１１７ ９５７４８

芦山县 １６５４２ ８６９１５

宝兴县 ２１４３０ ８０４８６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４２１７５８万元，为预算的１５５８９％；加上省补助、

上年结余、省转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收入后，可

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６５３３６２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５９６４８５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３２１％，主要

用于征地搬迁补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收入总

量减去当年支出、调出资金、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等支出６０９９２８万元后，全市结余４３４３４万元。市

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３０５２６８万元，为预算的

１４８１３％；加上省补助、上年结余、省转贷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４２８３４９万元。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３６８８９８万

元，完成预算的９０４８％，主要用于征地搬迁补偿、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补

助下级支出、调出资金、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转贷下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支出３８９５１９万元后，

市级结余３８８３０万元。



!""# !$%&'(()

!

"

! "

*+,-

!""# !$%&'(()

*+,-

１９６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５５７５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加上省补助、

上年结转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７５４３万

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７１９８万元，完成预

算的９５４３％，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调

出资金等支出。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全市结转资

金３４６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４４５７万

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加上省补助、上年结转等收

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４５０７万元。市级国有

资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４２４２万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９４１２％，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调出资

金等支出。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市级结转资金

２６６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收入２２８４３６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加上上年滚

存结余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４４０７８０万元。全

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１８０３５４万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主要用于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提

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收入总量减去支出

后，全市滚存结余２６０４２６万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收入２０００８５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加上上年

滚存结余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３７２０９０万元。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１５８２５８万元，完成预算

的１００％，主要用于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提高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收

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市级滚存结余２１３８３２万元。

【市级国库集中支付】　２０１８年，市本级共完成国

库集中支付６３４６０６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６２７７４万

元，下降９％，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财政应返还

额度支出减少。按照预算来源：本年实际支出

５３２９８７万元；上年财政应返还额度支出６１，２４１万

元；盘活存量资金支出４０３７８万元。本年实际支出

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９２６０５万元，同比增加３４０７３

万元，增长１３１８％；基金支出２１８３３５万元，同比

增加 ４４３３１万元，增长 ２５４８％；债务还本支出

１７９８９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７６９万元；财

政专户管理资金支出３２８９万元。按照支付方式：直

接支付１５３２８７万元，占总支出的 ２４１５％，其中：

工资支出３１１７５万元，转拨经费支出１２２１１２万元；

授权支付 ４８１３１９万元，占总支出的 ７５８５％，其

中：现金支出１１６万元，转账支出４７９８６３万元，公

务卡支出１３４０万元。

【财政转移支付】　全市争取到位上级转移支付资

金８５０９亿元，其中市级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３８９３亿元。主要项目有：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２６６７５４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 ４１３７１万元、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补助５２９５４万元、城乡

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补助２１６１３万元、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补助１４０８５万元。全市均衡性转移支付

同口径增长８２４％，超额完成公开承诺 “同口径增

长５％”的目标任务。争取省财政将社会事业和公

共服务项目灾后重建设施运营经费纳入均衡性转移

支付计算因素予以统筹考虑，保障 “４·２０”芦山

强烈地震灾后重建公共服务项目运行维护资金

需要。

资金保障

【交通基础设施投入】　２０１８年全市投入１４１６亿

元，支持做好建设规划编制与布局调整，加大重大

项目建设资金投入。支持川藏铁路成雅段建成通

车。支持组建交建发展基金。推进成雅快速通道、

雨名快速通道、多营青衣江大桥等交通重点项目建

设。支持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公路灾毁抢

修保通，村道窄路加宽及危桥 （危隧）改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入】　全市投入１６５２亿元，

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推进农业结构性改

革。建立乡村振兴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推进财政补

助改为股份、基金、购买服务、农业担保、贴息分

险 “五补五改”，引导带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支

持乡村振兴。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重点水利工

程建设，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支

持三条百公里百万亩乡村振兴产业带和 “五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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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优势产业发展。支持幸福美丽新村和乡村振兴试

点示范村建设。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高岗村模

式”建设。支持 “菜篮子”工程建设。支持非洲猪

瘟疫情防控。支持通组公路 （林区道路）建设。推

进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设立乡村振兴农业产业

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引导合作银行发放农业产业

发展贷款。

【生态文明建设投入】　全市投入１２０９亿元，加

强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健全环境保

护投入长效机制，支持打好污染防治 “八大战役”，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支持全方位开展绿美

雅安 “七大行动”，落实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

林政策，推动林业生态保护恢复和林业改革发展，

支持创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支持全面落实河

（湖）长制，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以及水资源节

约和保护。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污水

和垃圾处理项目建设，补齐环保基础设施短板。支

持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建设。支持做好中央、

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

【教育优先发展投入】　全市投入１９６８亿元，优

先保障教育事业发展。推进公办幼儿园新建、改扩

建，缓解 “入园难”“入园贵”。加大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支持化解义务教育 “大班额”，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支持办好特殊教育。保障农

村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政策。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和农村教师

周转宿舍建设。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综合预算保障制

度和中高职院校生均经费财政拨款机制。支持教师

队伍人才培养，提升学校内涵建设和创新发展。支

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文体事业发展投入】　全市投入３０１亿元，推动

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保

障公益性文化场馆 （站）免费开放和运行维护。推

进数字广播电视 “户户通”工程实施。加强文物预

防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支持夹金山

干部学院、中国藏茶城文化产业园建设，支持举办

首届熊猫灯会，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和民

俗民族文化。支持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设施完善、

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促进群众体育和竞

技体育协调发展。

【健全社保体系投入】　全市投入１５１６亿元，支

持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和

全民参保计划。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力度。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４５０元提高到４９０元，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由每人每月７５元提高到１００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向８０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支持

重点康复项目实施，落实残疾人福利补贴制度，推

进 “量体裁衣”式残疾人服务。

【健康雅安建设投入】　全市投入１６６亿元，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

成财政补偿政策，巩固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支

持中医药发展。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由５０元

提高到５５元，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１４类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加大对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力度。加

大对重特大疾病的救助力度，做好与基本医保制度

的衔接。健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落实计

划生育家庭扶助保障等政策。全面落实城乡医疗救

助政策，提高困难群众医疗保障水平。支持全国医

养结合试点城市建设。落实食品安全资金投入，支

持食品安全检测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食品药品

监督抽检、 “地沟油”治理，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

障水平。

【提升治理水平投入】　全市投入６７６亿元，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助推社会事业健康

协调发展。支持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支持综治中心和政法干警培训基地建

设、司法救助、网格化服务管理、社区矫正、禁

毒、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访

维稳、法律援助等。支持群团组织、民族宗教、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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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减灾、招才引智、社会科学、保密、老龄、档案

等工作。支持国防动员、人民防空和部队建设。

　　图８８　全市税务系统机构改革工作推进会暨培训会 （市税务局供图）

【支持产业发展投入】　安排工业发展资金３０００万

元，主要用于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技改创新、工业

企业奖励、科技研发补助，支持绿色载能产业发

展。安排农业园区发展资金３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园区建设

发展。安排招商引资经费１２００万元，主要用于重大

招商、重点项目服务，支持扩大对外开放。安排旅

游发展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旅游宣传营销和产

业规划、产业发展，支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安排

服务业发展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服务业重点项

目建设，支持服务业突破发展。安排争创省级先进

县奖补资金１５００万元，主要用于奖励县域经济发

展，支持各县 （区）争创全省县域经济强县、生态

示范标杆县和天府旅游名县。安排民营经济发展资

金１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中小企业发展、民营企业

“两化融合”和技术创新，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安排人才开发资金１０２０万元，主要用于高层次人才

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支持实施 “雅

州英才”工程。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　按照国家、省统一部署，

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为企业和个人减负、

为实体经济降低成本。继

续落实清理规范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各项

政策，及时向社会公布行

政事业性收费、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三张目录清单。转变财政

支持发展方式，通过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模式，全市实施城乡污水

处理设施和垃圾收运系统

等 ７个项目，项目投资

５０１２亿元。

税　务

【税收管理】　２０１８年，全面落实增值税税率下调、

一般纳税人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留抵税金退税等

税收优惠政策，为３６４５户纳税人调整增值税税率实

现减税９８３２万元，３５１户一般纳税人按规定转登记

为小规模纳税人。办理清税注销３８３户，调整管户

４９２５５户，管户对照完成率达１００％。全市接收和下

发风险任务６３２户次，实现任务准期完成率１００％、

任务完成度 １００％，净入库风险应对收入 ２８９亿

元，占全市税收总量的３４６％。全市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申报率１００％，数据差错率为零，汇算清缴

综合完成率全省第一。推动税务行政执法与行政司

法有机衔接，与公检法等部门密切协作，联合查处

“９·１９”“８·２５” “４·０５”等一批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有效遏制区域内虚开虚抵高发、频发势头。

全年查办骗税和虚开案件 ５０件，实现查补收入

１７６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量的２６５％。

【出口退税】　按照 《全国税务机关出口退 （免）

税管理规范２０》要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设置申

报受理岗、审核岗、调查评估刚、预警分析岗、综

合管理岗、信息管理岗、复审岗和核准岗等８个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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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备案登记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为依据，严格

按规则评定出口企业的管理类别，合理进行动态调

整。全年共评定备案出口企业８５户，较上年度增加

８户。２０１８年全市共办理出口免抵退税４８１５万元，

同比增长５３１％，增长２４３万元。

【减免税优惠】　２０１８年，落实科技创新、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累计兑现各项税收减免 ２１０３亿元，同比增

２５５％，占全年收入的 ３１６７％。其中：改善民生

优惠减免７２５亿元，西部大开发优惠减免２４４亿

元，鼓励高新技术减免０６７亿元，促进小微企业发

展减免 １９１亿元，支持三农经济税收优惠减免

０６７亿元。

【个人所得税管理】　２０１８年稳步推进个人所得税

改革，ＩＴＳ扣缴客户端推广上线率达１００％，点对点

上门辅导扣缴单位 ２３６场次、开展个税短片展播

５８０余次、发放宣传资料４万余份、税企群推送消

息２万余条。推进自然人代扣代缴客户端软件安装

使用，推广率和申报率均达１００％，基础信息清理

率排名全省前四。

２０１８年税收完成情况统计表
　表２０ 单位：万元

项　目
税收收入

合计 国税 地税

个人所

得税

出口

退税

非税收入 减免税优惠

合计 国税 地税 合计 国税 地税

机构

改革前
１－６月 ３７３６８２ ２６０８１５ １１２８６７ ２１０３３ ２６２７ ２３７０２ ２０１ ２３５０１ １６５９２９ １０７１０７ ５８８２２

机构

改革后
７－１２月 ２９０２８４ １４９４２ ２１８８ ２３９３４ ４４９１９

全　年 ６６３９６６ ３５９７５ ４８１５ ４，６３６ ２１０８４８

２０１８年缴纳税额前５０名企业情况统计表
　表２１

序号 纳税人名称 金额（万元）

１ 国电大渡河瀑布沟发电有限公司 ４９５９１

２ 四川省烟草公司雅安市公司 １９５４７

３ 国电大渡河大岗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９６７

４ 四川华能宝兴河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２０２

５ 国盛基业集团雅安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８１６

６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１２２４６

７ 国网四川雅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６３２

８ 四川川投田湾河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３９０

９ 四川大渡河龙头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９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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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纳税人名称 金额（万元）

１０ 四川宝兴三兴汉白玉开发有限公司 ８１２１

１１ 四川西部网信产业园有限公司 ８０５０

１２ 雅安拓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７７

１３ 国电大渡河深溪沟水电有限公司 ７７２８

１４ 雅安市正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７１１５

１５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８１２

１６ 王老吉大健康产业（雅安）有限公司 ６０２０

１７ 四川富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１７

１８ 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３６

１９ 国网四川雅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荥经县供电分公司 ４４７９

２０ 雅安华兴房地产有限公司 ４３３７

２１ 雅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１３

２２ 四川雅安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４０３９

２３ 雅安经济开发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４６

２４ 国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南桠河水电分公司 ３４４８

２５ 四川雅康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６２

２６ 四川大川电力有限公司大川电厂 ３１８３

２７ 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

２８ 汉源县源富锌业有限公司 ３０６８

２９ 四川松林河流域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３２

３０ 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雨城支行 ３０２３

３１ 四川省二郎山喇叭河水泥有限公司 ２８３６

３２ 四川省皓宇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２３

３３ 天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８１３

３４ 四川利源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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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纳税人名称 金额（万元）

３５ 国网四川雅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汉源县供电分公司 ２５３１

３６ 四川省乾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３０

３７ 雅安市众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山分公司 ２５２６

３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雅安供电公司 ２５１８

３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分行 ２５０９

４０ 汉源锦泰矿业有限公司 ２５０３

４１ 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７

４２ 雅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２３７６

４３ 雅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山支行 ２３５２

４４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３１

４５ 国电四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桠河发电厂 ２２９９

４６ 雅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雨城支行 ２２６４

４７ 四川泰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５８

４８ 雅安西网发展有限公司 ２２２５

４９ 荥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２２４

５０ 芦山投资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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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

　　图８９　２０１８年雅安银行业资产负债趋势图 （市银监分局供图）

　　图９０　２０１８年雅安银行业存贷款增速对比图 （市银监分局供图）

【金融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１８家银行业机构稳健运

行，现实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截至

１２月末，全市银行业机构资产总额 １３１５３２亿元，

比年初减少４８５５亿元，下降３５６％，其中各项贷

款６６４０８亿元，比年初增加 ６５８６亿元，增长

１１０１％。负债总额 １２４６２７亿元，比年初减少

５２７５亿元，下降 ４０６％，其中各项存款 １０９０８１

亿元，比年初增加 １１３９亿元，上升 １０６％。１２

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雅安监管分局挂

牌成立，开启雅安市银行业和保险业共同监管的

局面。

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全市银行机构存款余额

１１２５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２％；贷款余额６５７８２

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９％；存贷比５８４３％，位列全

省第八位；贷款余额比年初新增６２９８亿元，完成

全年新增信贷任务１０５％。证券交易量４６４２亿元，

同比下降２０４％。保险业保费收入２６４６亿元，同

比下降０４８％；赔款及给付 ８７６亿元，同比下降

３２％；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保余额１３７９亿元，同比

增长２４４３％，担保放大倍数 １６倍，小额贷款公

司贷款余额６５亿元。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

力度进一步增强。

【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在全省率

先整合市县 （区）两级国有融资担

保资源，市融资担保公司已完成雅

安诚邦华众担保、汉源黎海担保吸

收合并；天全县、荥经县、雨城区

直接参股市融资担保公司截至年底

实收资本金达４５８亿元，有效破解

融担公司散而小的发展瓶颈。全市

有银行业金融机构１８家，保险业金

融机构 ２０家，证券业金融机构 ５

家，融资担保公司 ７家，小额贷款

公司１０家，交易类场所３家。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引进阳光财产保险来雅设

立分支机构。推进６家农村信用联

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工作，宝兴

县、石棉县联社正筹建待开业，天

全县、芦山县联社已向省银保监局

报送筹建审批资料，汉源县、荥经

县联社按监管要求优化监管指标，

为改制组建农商行作准备。

【金融服务】　推进应急转贷资金、

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应收

账款融资服务、小额保险保证贷款、

税金贷、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贴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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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知识产权、仓储质押贷款等金融创新服

务，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资金支持。开展城乡居民

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工作以来，全市应承保 ５７７万

户，承保８２万户，承保率１４％。应急转贷资金为

企业转贷提供基准利率的 “过桥”资金，为６８０余

家企业和个人 “过桥”３１８３亿元，为企业和个人

节约成本约５３４０万元。小额保险保证贷款为小微企

业、种养殖大户和创新创业者提供 １００万元以下、

综合成本８％左右的信用贷款，为２００余家企业和

个人提供小额信用贷款４０３０万元。税金贷服务为纳

税信用Ａ级企业提供信用贷款，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９８３０余万元贷款。承兑汇票贴现贴息为贴现利率不

超过３６％的企业按贴现利息的１／３进行补助，贴

现约２４００笔、２４２５亿元。四川农信与市政府签订

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未来五年向

全市企业和项目授信７００亿元。人保财险四川省公

司与市政府签订农业产业扶贫 “政融保”合作框架

协议，为雅安市提供支农融资资金５亿元，年利率

６％，期限３年。

【金融风险监管】　２０１８年，雅安银行业运行总体

稳健，资金脱虚向实趋势明显。雅安银保监分局强

化重点风险管控，成立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

领导小组，指导涉煤银行业机构化解关闭煤矿不良

贷款，化解林权抵押贷款、集中到期的扶贫小额贷

款、农房重建贷款风险。持续整治市场乱象，采取

“双随机”等方式开展 ６６次督导检查，发现问题

４２６个，涉及违规金额１８２亿元。对３家银行机构

开展３个项目现场检查，对一家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按季开展现场督导，雅安无实际运营的 Ｐ２Ｐ网络借

贷法人机构，一家分支机构现已纳入日常监测管

理，辖内网贷风险可控。２０１８年银行业机构全年未

发生案件或安全事故。

【政银企对接平台】　全年共开展３０余场政银企对

接活动，开展茶叶仓储质押融资推进会、高新技术

企业暨 “银税互动”支持 “四川老字号”银企对接

会、２０１８年金融精准扶贫银企对接会、双创小贷推

进会等，与相关企业和项目实现精准对接。组织全

市１８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分赴各县 （区）和市级

部门单位辅导对接，会前收集、通报、调查融资项

目、会上介绍融资项目、“一对一”咨询辅导项目、

对项目进行会诊，做好融资项目编制辅导培训和融

资对接。学习外地企业融资先进经验，深入安山钢

铁公司等重点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进行融资对

接。编制雅安市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文件汇编、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信贷产品手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融

资需求手册各１０００本，向全市小微企业发放。开展

银行机构对口联系帮扶示范乡镇工作，１６家银行机

构对口帮扶１６个乡镇，开展乡村金融知识宣传、编

制经济金融融合发展规划、编制融资项目、加强金

融生态环境建设等。

【多层次资本市场】　省金融工作局联合四川证监

局梳理省内各市 （州）优质企业，雅安市入围企业

８家，入围数量位列全省第三位。调研全市上市挂

牌重点后备企业，制定 “十三五”期间上市挂牌工

作思路，编制 《雅安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企业上市后备

资源库》，送域内外证券机构、股权投资机构、银

行机构，吸引对库内企业的服务和金融支持。对接

中介机构加快全市企业上市挂牌进度，组织业务培

训会、挂牌上市推进会等，增强企业上市挂牌意

识。建立１２家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库，其中２家为上

市重点冲刺企业，１０家为上市重点培育企业。

【规范交易类场所】　支持蒙顶山茶叶交易所、西

南联交所雅安分所和天府商品交易所汉源花椒交易

中心规范发展，立足雅安的特色产业，以产融结合

模式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配合全省的清理整顿各

类交易场所 “回头看”工作，全力督导茶交所的整

改，使其走上规范化健康发展之路；西南联交所雅

安分所和汉源花椒交易中心按照总部要求确保清理

整改工作到位；市、县 （区）联动加强监管，确保

雅安的各类交易场所稳健发展。

【金融风险防控】　打击违法违规逃废债行为，营

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环境。发挥市处非办的沟通协调

和日常牵头作用，稳妥处置相关非法集资专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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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金融风险防控；对全市两类机构进行２次合规性

检查，依规取消３家小贷公司业务资格，开展互联

网金融风险清理整顿工作，预防金融系统风险

蔓延。

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雅安市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

雅安市中心支行 （以下简称中心支行），内设１６个

科室，下辖名山、荥经、汉源、石棉县支行，２０１８

年有在职职工１７４人 （其中：正式职工１６２人，聘

用制职工１２人）。２０１８年，中心支行强化货币政策

宣讲，推进宏观审慎管理，加强事前指导、事中预

警、事后纠偏，督导银行机构保持广义和狭义信贷

增长总量适度。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全市人民币

各项贷款余额 ６５７８２亿元，较年初增加 ６２９８亿

元，同比增长１０５９％。发挥再贷款 “投向＋价格”

双引导作用，全年累计发放再贷款６３５亿元，累计

办理再贴现０４６亿元。４季度末，金融机构运用支

农再贷款发放的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４６５％，

低于法人机构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１７７个百分

点；运用支小再贷款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为５５４％，低于全部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 ２３２个百分点。推动各县区政府设立不低于

１０００万元的应急转贷基金、不低于５００万元的小微

企业风险损失补偿基金；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

担保费率由３％降至１５％；针对部分企业厂房等构

筑物权属不清、不能办理抵押登记的问题向政府建

议献策，拓宽抵押品范围。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末，

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３５７３４亿元，同比增长

８１１％。开展完成２０１７年度及２０１８年前三季度央

行金融机构现场评级工作，做好投保机构差别费率

核定备案。全年共收缴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及２０１８年上

半年保费 １０５５３７万元。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测、

评估，开展风险提示和预警，深化金融综合管理，

２０１８年辖区金融运行平稳、风险整体可控。推进移

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实现两区一县公交线路全支

付乘车，名山区开通使用云闪付乘坐出租；２个菜

市场、１个景区等多个综合性商圈的移动支付便民

服务场景；２家医院、４６家药店以及１家高校收费

全支付。提升反洗钱监管实效，全面开展考核评价

和分类评级、分类监管，强化多部门合作机制建

设，推动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推进国库标

准化建设，推出代理支库 ＴＢＳ虚拟化云平台集中管

理，切实提升代理支库监督实效。指导汉源和石棉

县支库开展 “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补贴资金国库直

接支付”，惠及贫困户３１６户。横向联网系统应用

率不断提升，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横向联网业务

笔数占比９９２７％，金额占比８７１３％。全年发行基

金累计投放 ６３０１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４６亿

元，降低 ３７６％；发行基金累计回笼 ６５０７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２４１亿元，降低 ３５７％；收支品

迭后，净回笼发行基金２０６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００５亿元，降低２４９％。认真履行外汇监管与服务
职能，２０１８年辖区应申报境内直接投资企业 （ＦＤＩ）
１７家，境外直接投资企业 （ＯＤＩ）３家。已完成申
报的ＦＤＩ类企业１７家，参检率１００％，ＯＤＩ类企业
２家，参检率６７％。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雅安跨
境收支８７８３４７万美元，收支顺差４２６２１１万美元，
其中货贸收支７２９７９６万美元，占比高达８３０９％。
雅安全年进出口总额６４４２３９万美元，顺差４１２８４２
万美元。

雅安市金融机构２０１８年末存贷款一览表
　表２２ 单位：万元

机构名称
各项

存款

比上月增减 比年初增减 同比增减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各项

贷款

比上月增减 比年初增减 同比增减 存贷比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

全金融机构 １１２５７３２６ ４４２１９ ０３９ ２１２２０６ １９２ ２１２２０６ １９２ ６５７８１５９１１８２０ ０１８ ６２９７８７ １０５９ ６２９７８７ １０５９ ５８４３

存款类金融机构 １１２５７３２６ ４４２１９ ０３９ ２１２２０６ １９２ ２１２２０６ １９２ ６５８３７０４１１８１４ ０１８ ６２９７２３ １０５８ ６２９７２３ １０５８ ５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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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各项

存款

比上月增减 比年初增减 同比增减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各项

贷款

比上月增减 比年初增减 同比增减 存贷比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

工商银行 １５６７８１８ ４２９８５ ２８２ ４９００１ ３２３ ４９００１ ３２３ ９４４５２１ －４６９７ －０４９ ２７９９９ ３０５ ２７９９９ ３０５ ６０２４

农业银行 １４３１１３０ ５７５０ ０４０ －８０１０ －０５６ －８０１０ －０５６９７４４１６－２３３２２－２３４ ９２５９８ １０５０ ９２５９８ １０５０ ６８０９

中国银行 ５４４７４３ ３２９２５ ６４３ １７５ ００３ １７５ ００３ ４６８７２３ ６７９４ １４７ ３１０５ ０６７ ３１０５ ０６７ ８６０４

建设银行 ６８９４５８ －１０２５９－１４７－２０９７２７－２３３２－２０９７２７－２３３２４４２２５８ ４０５３ ０９２ －８３８２ －１８６ －８３８２ －１８６ ６４１５

农发行 １３２９３３ １６２８６ １３９６ ２５８８６ ２４１８ ２５８８６ ２４１８ ２６０７７４ －９７０ －０３７１２６６００ ９４３５ １２６６００ ９４３５ １９６１７

雅商行 １４２５３４０ ３１９５６ ２２９ ２０４３ ０１４ ２０４３ ０１４ ９４９３３３ １４９７９ １６０ １３１９４８ １６１４ １３１９４８ １６１４ ６６６０

攀商行 ９７６８１ ６９９４ ７７１ ８７０２ ９７８ ８７０２ ９７８ ４５４５２ －５９２ －１２９ ９６３０ ２６８８ ９６３０ ２６８８ ４６５３

农商行 １５９８０６０ －８２４３ －０５１１０９１９０ ７３３ １０９１９０ ７３３ ９０７４２９ －１０１２ －０１１１２４０７１ １５８４ １２４０７１ １５８４ ５６７８

农信社 ２３６８４２６ －３５４７６－１４８－２３７４２－０９９－２３７４２－０９９１３３４５４３ ９４１２ ０７１ １１４１５６ ９３５ １１４１５６ ９３５ ５６３５

邮储银行 ８０２２０４ ６６６８９ ９０７ １２６８７２ １８７９ １２６８７２ １８７９ １４２４１８ ３５７９ ２５８ －７８８４ －５２５ －７８８４ －５２５ １７７５

浦发行 ４６４３７ －１３９４１－２３０９３００５９ １８３５３ ３００５９ １８３５３ １９６８６ １４４６ ７９３ ７１３ ３７６ ７１３ ３７６ ４２３９

村镇银行汇总 １３１２５８ １０７５５ ８９２ ２８１２７ ２７２７ ２８１２７ ２７２７ ９４１５１ ２１４６ ２３３ １５１７０ １９２１ １５１７０ １９２１ ７１７３

锦程村镇银行 ２８０６７ ６１３３ ２７９６ ２５９４ １０１８ ２５９４ １０１８ ２７２２５ ２４２ ０９０ ２８５７ １１７２ ２８５７ １１７２ ９７００

惠民村镇银行 １０３１９１ ４６２２ ４６９ ２５５３３ ３２８８ ２５５３３ ３２８８ ６６９２７ １９０４ ２９３ １２３１３ ２２５４ １２３１３ ２２５４ ６４８６

全金融机构

财政性存款
４２１８３７ －１０２２０２－１９５０７３６３１ ２１１５ ７３６３１ ２１１５ － － － ０００

其中：人行

财政性存款
３２１２７８ －１０６３７８－２４８７１２１５９９ ６０９０ １２１５９９ ６０９０ － － － ０００

小贷公司 １０５９４３ １３１ ０１２ ４４５ ０４２ ４４５ ０４２ －

【中国工商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１８年，投放项目精

准扶贫贷款近３５０亿元，对９４户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发放各项贷款２５２４７０万元；优化信贷布局，全

年投放贷款 ２９８０亿元；重点支持 “棚户区改造

一、二期项目”贷款１０４０亿元；加大医疗康养产

业、道路交通、民营骨干企业等信贷支持，推出

“茶叶贷”助力蒙山茶叶产业发展；抓好存款巩固

提升，各项存款净增３９３亿元。加强信贷资产质量

风险管控，不良贷款下降 ９０５３万元，不良率

１２２％，下降１０２个百分点，实现 “双降”；抓好

全面风险管控，全年无重大案件事故发生；加大普

惠金融力度，推出社保 Ｅ缴费项目、人脸识别技

术、雅安人社微信公众号和 ＡＰＰ，解决参保人员的

生存验证和移动支付等难题。２０１８年荣获省分行科

技进步推动三等奖，社保Ｅ缴费项目荣获科技创新

二等奖。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末，各项存款余额

１５７４４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９４４９亿元，实现净利

润１３８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１８年向瀑布沟、大

岗山、锅浪跷等重点建设项目投放贷款近８亿元，

持续推进雨城大兴和汉源九襄棚改项目并投放贷款

２５亿元。全年累计投放各项贷款３０３亿元，完成

雅安市委市政府下达的信贷投放任务。贷款规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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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百亿”大关，法人贷款余额、投放量、增量均

列同业第一。实施 “一县一产业” “一县一旅游”

发展策略，建立 “产业＋农户”创收致富模式，全

年累计投放产业扶贫贷款 ５９７０万元。通过引资引

智，带动农户脱贫致富，帮助 ２０１８年定点帮扶村

（名山上瓦村）实现 “摘帽”。坚持 “一县一医院”

发展战略，为医院类客户发放贷款 １亿元。注入

“金融活水”，向雅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授信

３６亿元，投放０７亿元，以保证公积金正常提取

及贷款发放。成功上线５个社保缴费渠道，共计缴

费７３７７万笔，缴费金额达３１６亿元。外汇管理获

评人行唯一一家Ａ级行，反洗钱工作获人行肯定并

发文表扬。

【中国银行雅安分行】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实

现人民币存款余额５７８９亿元，新增１４５亿元，人

民币贷款余额 ４５３１亿元。外币存款余额 １１６２８２

万美元，公司贷款连续５年实现零不良。在结对帮

扶、精准扶贫、公益扶贫等方面持续推进金融扶

贫，与汉源县顺河彝族乡、雨城区沙坪镇中坝村结

对扶贫，资助贫困学子读书、拓展农林产品销售渠

道。推广 “公益中国”精准扶贫互联网平台，实现

公益消费与贫困农户的直接联系。加大对地方实体

经济的信贷投放，加强与财政、国土、社保、教育

部门的协作，建立政、银、企之间良好的互动合作

机制，实现共赢共利、共同发展。专设普惠金融中

心，直接对接企业的信贷需求，推广 “信贷工厂”，

采用一站式流程服务方式加快处理流程。对授信企

业实行信贷利率、费用优惠。

【中国建设银行雅安分行】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

本外币一般性存款余额６８９５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４４２３亿元；实现账面利润１１８亿元；不良贷款余

额７６２４５万元，不良贷款率 ０１８％。创新推出住

房租赁、金融科技、普惠金融 “三大战略”，建设

“劳动者港湾”。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建行雅安分行

“劳动者港湾”正式开放，群众可在全市７个建行

营业网点享受临时歇脚休息，喝水充电，饭菜加热

等便民服务。２０１８年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实施，

普惠金融贷款较年初增长 ９１２４万元；成功上线

“雅安智慧政务政融支付便民缴费项目”，成为全省

率先落地的智慧政务平台；在全省二级分行首批上

线公租房系统，发布房源４０００余套，上线住房租赁

企业平台，发布房源１５２套。

【雅安市商业银行】　全年投放雅安本地贷款４４８８

亿元，占当年累计投放贷款总额的８８３６％。截至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迈上百亿台阶，达

到１０１１６亿元，较年初增加 １６１２亿元，增长

１８９６％；民营企业贷款突破 ５０亿大关，达到

５７５２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５６８６％。小微金融

服务全面完成 “两增两控”监管目标及 “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增量不低于同期降准释放资金量”的考核

要求，截至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末，小微贷款余额 ６９４３

亿元，新增２６８亿元。清收化解不良贷款取得阶段

性重要成效；移动支付取得历史性进展，微信接入

和 “云闪付”ＡＰＰ、全码付二维码扫码支付成功实

现；第一期封闭式净值型理财产品成功发行，净值

型产品实现零突破。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１２亿

元，带动７８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金库和远程监

控中心同步启用，实现金库、营业网点、自助设备

等重要部位报警和监控的 “全联网、全覆盖、全有

效”。“联包帮创”任务圆满完成，市级网格化 “联

包帮”考核在名山区各联包帮单位中位列第一。内

部管理机制改革稳步推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雅安市分行】　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末，贷款余额 ２６０８亿元，比年初增加

１２６６亿元，增长率 ９４５％；存款余额 （不含同

业）１４２８亿元，比年初增加 ２６３亿元，增幅

２２５２％。不良贷款余额从年初的３１８９８３万元降

为年底的１７０４８３万元，不良率 ０６５％。全年累

计上报贷款项目 １２个、金额 ５２１７５亿元，成功

获批贷款项目１０个、４２４２５亿元；全年累计投放

贷款１５２４亿元，已批待投放金额３９４亿元，贷

款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进一步拓展和优化。全年

新获批精准扶贫贷款项目 ２个，精准扶贫贷款项

目共计５个、余额６５５７０万元，较年初增长３４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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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极大改善项目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雅安市分行】　全年累计发放

各类扶贫贷款２６７亿元，带动１３０余户贫困户发展

生产、提高收入。落实 “两增两控”目标，推动小

企业贷款发展，超额完成上级行小微企业 （授信

１０００万）户数净增计划的７７５％，贷款净增计划的

１６６４０％；小微企业 （授信５００万）贷款净增计划

的 １０２３４％。不 断 优 化 资 产 质 量，不 良 率 为

０９７％。坚持以合规经营为前提，强化制度执行效

果，逐步提升合规管理水平，从源头强化事前控

制，连续保持１１年实现 “零案件”。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雅安办事处 （雅安农村

商业银行）】　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末，存款余额

１５９７８亿元，较年初增长１０９亿元，增幅７３２％；

贷款余额９０４７亿元，较年初增长１２４１亿元，增

幅１５９％，经营质效稳步提升。银政、银企合作再

上新台阶，将省联社对雅安市授信７００亿元落实到

各县 （区），开出雅安银行机构有史以来授信金额

最大、授信时间最长、授信范围最广的 “超级大

单”。首推的四川农信省市县三级共助乡村振兴新

模式，首建的 “金融＋供销”合作新模式，首创的

乡村金融综合服务站 （点）建设新模式，得到省级

领导的点赞。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创出雅安新模式，

“党建＋扶贫 ＋金融”工作创出新经验，对贫困户

建档立卡、评级授信面达１００％，牵头在汉源县古

路村推行 “五方支部共建”，合力实现 “村脱贫、

户摘帽”的目标任务。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１８年，分行对

接雅安市雨城区南坝路社区，了解社区老旧院落环

境卫生、杂物堆积、私搭乱建等问题，由分行负责

人带头于１０月２２日、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６日深入

院落宣传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相关知识，开展院落除

草、填坑、清除 “牛皮癣”、疏通楼道等工作，为

“亮化、净化、美化”社区院落，营造良好社区居

民生活环境做出努力。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雅安分行】　全年以客户为中

心，调整结构，夯实业务基础，新增储蓄存款２９１

亿元。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

诈骗等金融知识宣传工作，进入雅职院进行征信、

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宣传和风险警示教

育，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加大产业扶

贫力度，与授信企业通力合作，新发放产业精准扶

贫贷款２５００万元，解决 ５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

业。组织员工向贫困地区儿童、贫困户捐资助学、

送温暖，向通江县板凳乡中心小学儿童捐赠２５００元

购买文具；２０１８年末，浦发银行雅安分行帮扶的石

棉回隆乡凉桥村通过验收，成功脱贫。

【雅安雨城惠民村镇银行】　２０１８年，惠民村镇银

行在雨城区和芦山县共设有４个营业网点，资产规

模１１３亿元，４个营业网点顺利通过中金国盛认证

中心的评估验收，成为四川省内首批取得银行营业

网点服务认证证书的银行机构之一。开创雅安市首

笔专利权质押贷款、首笔商标权质押贷款、首笔保

险保证贷款；先后荣获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服务县域经

济十佳村镇银行” “四川银行业小微企业服务先进

单位”“雨城区级文明单位”和 “雅安市级文明单

位”等称号。２０１８年分别向雅安市及全省金融机构

进行金融标准化网点建设工作交流经验分享；支持

公益事业，先后组织１００余人次员工志愿者参加社

会公益活动，截至年底，参与社会捐助捐款４２２２３

万元，捐物７００余件。

【四川名山锦程村镇银行】　２０１８年累计发放贷款

１８５６６万元，贷款余额２７２２５万元，净增加２８５７万

元，完成市金融办下达净增 ２５００万元贷款任务的

１１４３％。重点支持当地茶叶生产加工、个体工商

户生产经营及茶家乐等实体经济发展，全面完成涉

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增长目标，农户和小微企业

贷款占比达到７４％。创新推出 “轻松贷” “惠民

贷”等信用贷款产品，有效缓解 “贷款难”矛盾。

全面实施减费让利政策，全行４０项收费项目，减免

项目已经达到３０项；通过续贷、抵押物自评、降低

贷款利率等方式，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参与金融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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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工程，２０１８年新增产业扶贫贷款６０６万元，产业

扶贫贷款余额达到９１３万元，带动７名贫困户增收。

保险机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分公司】

　２０１８年，实现保费收入３３０８６万元，上缴地方本

级财政税金６２０万元，代扣代缴车船税税金２２３３万

元，累计处理各类赔案 ６５８１３件，支付赔款 ２２００３

万元。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农险保费收入

４３８８万元，支付农险赔款３０１０万元，处理赔案４４

万件，为全市４万户次农户提供３７亿元的风险保

障。已承保全市７个县 （区） “建档立卡贫困户扶

贫保”项目，为全市 ２１０５９户贫困户办理 “扶贫

保”业务。在全市建立三农营销服务部２３个，保

险服务站８４个，村级营销服务点８４５个，确保客户

及时得到承保、理赔服务。公司开展扶贫捐赠投入

资金２１万元，帮扶贫困村７个，结对２０个，实施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５项、产业开发２项，资助贫困

户１００人次。全力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投

入人力１００人次，资金６万元；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冠名赞助非遗文化活动周灯组５万元。推广无纸化

理赔，微信理赔使用数量５６００余件；与全市六县两

区交警、辅警实现小额事故快处快赔对接；开通线

下、线上理赔夜市；重大节假日在重要交通要道设

立 “心服务站”和快修点１４个，接待服务游客３９０

人次，提供救援服务５０次，维修服务５０次；推进

科技理赔工具运用，配备使用ＶＣＸ云诊断设备、发

动机连杆免拆测量工具、数码内窥镜、元征 Ｘ４３１

故障诊断仪、测温仪等设备。

【中国人寿财险雅安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１８年，公

司以车险发展为基础，促进非车险发展的战略定

位。通过对石棉香菇种植基地、雨城晏场村鸡马虾

组人畜饮水工程等项目的扶贫捐助，全方位支持雅

安市扶贫攻坚工作开展。政策性农险险种涵盖种养

殖业、森林保险；承保石棉县 “城镇职工补充医疗

保险”；参与雅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负责名山

区６个社区创建工作；开展非自然人客户身份识别，

提高受益所有人信息透明度。推进 “放管服”改

革，率先开启 “警保联动”新模式，设置车管业务

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交通事故处理流程简化、机动

车登记服务便利化。中标雅安市市级党政机关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公务用车定点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获得雅安市市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承保资格。

【中国人民保险寿险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１８年，

雅安中支进行全面转型，完成总保费９１０３３３万元；

全年赔付金额１１８４１万元，赔付率３８４０％，较去

年同期下降２３５２％。寿代产６３４万元，顺利完成

任务，达成率 １２７％；年末营销人员在编人力 ８３３

余人，较去年同期上升３９８３％；全年积累中小法

人客户２０９个，为下一步开拓期缴、补充医疗、补

充养老保险等各项业务打下基础。２０１８年全面开展

司法案件、反非法集资等合规排查工作，加强打击

非法集资、反洗钱宣传，把内控合规建设和执行作

为常态化工作，加强财务数据真实性管理，防范经

营风险。组织员工参与雅安行协组织的 “７８保险

扶贫健步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青春炫酷跑”

等活动，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锦泰保险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１８年，公司调整

经营策略，增加新的业务来源，加强业务管控的各

项措施，加大市场开拓的力度。强化服务体系建

设，通过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具体措施、组

织架构、职能职责定位和考核办法，建立具有锦泰

保险特色的服务体系。不断推出特色农险产品、信

保创新全国领先；财产险在分散型业务创新中有所

突破。在服务创新方面：开展自助核保服务，开通

自助理赔服务。２０１８年，公司成功中标雅安市和雨

城区两级 “公务车定点保险承办机构”，有效提升

锦泰保险的社会影响力，为今后拓展大规模业务奠

定基础。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１８年１月，汉源支公司负责人与汉源县扶贫办

工作人员到汉源县马列乡走访慰问４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村民。３月好车主推出 “简单、安心、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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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项服务举措。６月６日，雅安中心支公司开

展 “橙色护航·助力高考·这一刻有你真好”的高

考送考公益活动，营造 “绿色、畅通、健康、和

谐”的人文交通，为莘莘学子送去安全保障。６月

２９日，以安心、暖心的新服务体验为目的，雅安中

支举办 “夏季送清凉活动”。９月，全方位开展反洗

钱专项宣传，提升市民的防范意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分公司】　

２０１８年，公司保费收入达６２亿元，市场占有率居

行业首位。全年处理赔案 ４４５万件，其中补医险

　　图９１　中国人寿 “１１·２”雅西高速特大交通事故现场赔付 （市政府金融办供图）

２２万件，微信理赔 １５５万件，覆盖率 ６９０７％。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落实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开展

保险精准扶贫，推出农村小额保险、扶贫宝、全家

福、小额信贷等普惠性质扶贫，项目覆盖全市６县

２区。向贫困户捐赠扶贫保险，扶持种养殖项目，

医疗捐助、修缮改扩建项目；继续承办 “爱·有

家”留守儿童爱心夏令营大型公益活动，开展雅安

福利院关爱行公益行、 “学雷锋·树新风”青年志

愿者社会公益、 “无偿献血·保险有爱”活动、捐

建宝兴县中岗小学操场。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发挥

风险预警系统作用，加大信访核查力度，落实案件

防范工作职责，进一步防范和化解重大经营管理风

险。加强反洗钱工作，做好销售风险防控。以保监

会 《人身保险业综合治理销售误导评价办法》和总

部 《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 《销售误导责任追究指

导意见》等制度为准绳，将综合治理工作向纵深推

进。持续推广 “诚信我为先”文化品牌，深入推进

销售人员信用品质管理工作，推广个、银一体化预

警体系，提高预警精度和效率。做好单证、印章风

险管控；加强舆情监测，严防媒体危机事件发生。

公司及下辖支公司分别保持省、市、县级文明单位

称号，公司被省工商局再次评为 “守合同重信用单

位”。

【永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１８年，公司保费规模

４６００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１％，创历史最高。综合

成本率控制在 ９０％以内，

规模效益双丰收。全年接

报案 ３１３７起，其中超万

元赔付３２０起，累计赔付

１９４２万元。合计纳税 ３１９

万元，代收车船税 ２８４万

元。内部管理中未受到监

管部门的任何处罚，市场

竞争中无恶意竞争行为，

并获得了同行业的认可。

作为 “销售Ｅ家亲”项目

试点单位，得到总、分公

司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理赔服务工作得到客户

和上级单位的肯定及好评。永安财险石棉支公司在

２０１７年度反洗钱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当地人

民银行充分肯定，２０１８年评分期间获得Ａ级荣誉。

证券交易

【国泰君安证券雅安营业部】　２０１８年整体业务收

入８２２万元，在区域内占比２４％，较去年上升４％，

区域内排名第２；托管资产７５６亿元，其中２０１８年

新增资产４９００万元；新增２户机构客户，落地资产

２００万元；在当地区域股基交易量占比为３４％，较

去年增长４％，排名第二。通过银行渠道引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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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４９００万，举办投教活动７场，业务培训８场，有

效提升在当地的竞争区域影响力。与雅安商业银

行、南充农商行等多家地方性银行深入沟通资产托

管、绩效外包服务、结构性存款和主动性管理等业

务，搭建业务沟通平台。举办高端客户沙龙六场，

参与分公司年度投资策略会、君华私享会、首发私

募路演、私募零距离等活动１０余场，共计邀请１５６

名高端客户参与；举办线上微信投教活动４９场，邀

请１２５８４人次参与。电话拜访１５００家私募公司，其

中有效联系约１２０家，现场拜访３０多家；电话拜访

信托公司１０家，２家取得有效联系；跟进拜访６家

券商机构，持续挖掘合作机会。落地托管外包１单，

产品交易落地１单。全年保有两融余额３５００万元左

右，产生两融交易佣金 １０４万元，产生两融息费

３０８万元。电话联系上市公司１００余家，实现上门

拜访三家，持续发掘上市公司多元化金融服务需

求；利用公司限售股减持税收优惠成功引入托管股

份３６５万股。开展线下品宣活动６场，君弘 ＡＰＰ专

项活动 ３场，银行渠道理财活动 ９场，服务客户

１００余次，开发有效户３０余户。新开期货账１２户，

目前营业部共有期货客户１３３户，活跃客户２５户，

２０１８年产生业务收入１６９７万元。

【中国中投证券雅安营业部】　截至年底，营业部

共有客户１６０７户，共托管证券资产５０４８２１万元。

其中８０％的个人客户选择金中投品牌服务套餐。在

行情的剧烈波动中，营业部为每一个客户做好风险

提示，依托中金强大的投研实力，为客户提供高质

量的研究报告，深得客户的信任。在全年股票市场

全线下行，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所提供的产品配

置方案取得较好收益，帮助大量客户实现资产增值

保值的投资目标，营业部托管资产未出现大幅

下滑。

【西南联交所雅安分所】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国资委

转发四川省国资委、财政厅 《四川省企业国有资产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川国资委 〔２０１８〕１８号）

后，西南联交所雅安分所克服因政策变化和市场低

迷带来的影响，做好项目相关服务工作，应对经济

新常态，全年挂牌项目１８０３宗，挂牌金额８１７亿

元，其中：资产招租挂牌４８０宗，挂牌金额１３１亿

元；资产处置挂牌 １３２２宗，挂牌金额 ６８１亿元；

增资扩股挂牌１宗，挂牌金额４９０万元。全年成交

项目中，资产处置成交 ４６８宗，成交金额 ２２８亿

元，竞价率 ２８％，溢价率 ０５％，交易规模 ６４２

亿元；资产招租成交３１８宗，成交金额１００亿元，

竞价率 １２６％，溢价率 ５３６％，交易规模 ２０亿

元；民营资产招租成交 ２宗，成交金额 １０１９０万

元，竞价率５０％，溢价率６７％，交易额２２３８０万

元；鉴证类项目成交 ３宗，成交金额 ２６５５亿元，

交易规模 ５３１０亿元。全年累计实现交易规模

６１６９亿元，业绩名列全省１６家分所前茅，移动互

联网新型主流媒体— 《川报观察》客户端对雅安分

所的事迹进行报道。一年中，雅安分所挂牌项目同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实现网络对接，雅安市政府

对雅安分所的业务支持写入四川发展 （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和雅安市政府签订的 《战略合作协议》，

增资扩股和股权交易在分所实现业务突破，民营业

务进场实现首单成交。

融资担保 小额贷款

【雅安市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在全省范

围内率先将全市县区国有担保资源整合为一家法人

企业，截 至 ２０１８年 底，公 司 实 收 注 册 资 本

４５８８９９１万元。公司在保客户１４５户，担保贷款在

保余额６６０２１万元，同比增长 ２６０％；累计完成营

业收入１６６６万元，实现拨备前利润总额１２７８万元，

同比增长率４０７％。公司不再收取中小微企业履约

保证金，并将费率从３％降低到１５％，推动各银行

机构按照公司存入该银行的注册资本金的１０倍发放

贷款。应急转贷资金运营良好，共为５９家客户提供

应急转贷资金２９６７７万元，降低企业民间综合融资

成本近３０００万元。雅安财金互动农业信贷担保贷款

余额共计５４户６６４４万元，综合带动服务贫困人口

２万多人次。“银担”合作创新开展，存款资金综合

收益率约２５５％，同比增长１０２％，推动代偿方式

改为在代偿发生时按担保责任比例分担，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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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３０％。成功处理１笔代偿４年的项目，“零损

失”收回担保贷款本息共计６００万元，全年累计追

偿收回代偿资金约９１８万元。

【芦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累计为４９家企业融资担保贷款１０８４４６

万元，在保企业３１家，在保余额３２１２０万元，有力

支持芦山县地方经济发展，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２０１８年共计为纺织企业融资担保４２００万元；其中

对芦山湘邻纺织有限公司采用多元化融资担保服务

贷款２０００万元，用于扩建厂房，使其产能达到３５

亿元左右，成为芦山县纺织系统龙头企业。

【雅安市石棉县先之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充分发挥丰富的人力和客户资源优势，建立高

效、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稳健有效的议事规

则、决策程序、内审制度、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

度和拔备制度。为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员工

综合素质，制定公司工作人员日常行为规范、办公

室管理制度、公司保密制度、信贷管理办法、贷款

业务操作流程、风险管理办法、企业财务管理制

度、内部审计制度等，让各工作有章可循、照章办

事。组织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学习，参加省小贷协

会、市小贷协会开展的各类培训。

【雅安市汉源县昊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汉源县

昊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１月，注册资

本１亿元 （人民币），主营贷款 （不含委托贷款）

及相关咨询活动。公司内设机构４个，即信贷业务

部、风险管理部、财务会计部、综合管理部。２０１８

年全年共计发放贷款１４笔，金额１９６６万元。截至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贷款余额为８１１９万元。作为汉源

县唯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快捷”的特点和优势，依法合规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 “三农”服

务，全力满足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城镇和农村

居民的融资需求。

【雅安市荥经县鑫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年，公司重点加强内部管理，规范贷款流程，

防范贷款风险；制定公司贷款管理制度，岗位职责

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多项措施。把向小

微企业放款，促进其发展，完善丰富市场经济作为

公司优先发展方向，全年共向广告装饰行业、餐饮

行业发放贷款４笔，金额８０万元，对发放贷款加强

跟踪回访，合同履约良好。

【四川省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汉源办事

处】　中和农信汉源办事处于２０１８年５月正式运

营，成为中和农信第２９２家分支机构。公司现有主

任１名，督导２名，信贷员７人。业务涉及汉源县

九乡镇、富林镇等１７个乡镇；通过不断地营销和宣

传，汉源办事处逐渐被汉源县人民熟知和接受。截

至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末，办事处全年累计放款 ２７９笔

１２２３２２万元，贷款余额为９４８３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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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雅安市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年均值浓度表
　表２３

城市

（或具体

点位）

二氧化硫

（微克／
立方米）

二氧化氮

（微克／
立方米）

一氧化碳

（毫克／
立方米）

臭氧

（微克／
立方米）

可吸入颗粒

物 （ＰＭ１０）
（微克／
立方米）

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
（微克／立方米）

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

指数

雅安市

（主城区）
１４５ ２０８ １１ １２４ ５５８ ４０８ ３７７

　　注：１城市环境空气评价执行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
２ＳＯ２、ＮＯ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的月均值浓度为有效监测天数的日均值浓度算术平均值；ＣＯ为日均值的９５百分位数；Ｏ３为最
大日八小时浓度值的第９０百分位数；

３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描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况的无量纲指数，综合考虑了各项污染物的污染程度。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越大，表明综合污染程度越重；

４百分位数浓度：按照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６６３－２０１３），将日历年内有效的臭氧Ｏ３日最大８小时平
均值按数值从小到大排序，取第９０％位置的数值与国家标准日最大８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比较，判断臭氧达标情况。一氧化
碳 （ＣＯ）评价同理。

　　图９２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主城区环境空气污染级别比例分布图
（市环保局供图）

环境质量

【空气环境质量】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环境空气质量

连续自动监测总天数为 ３６５天，有效监测天数为

３６３天。按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评价，有效监测天数内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达

标天数为３１９天，达标率为８７９％，同比上升５０

个百分点，其中：优１２８天，占３５３％；良１９１天，

占５２６％；轻度污染３３天，占９１％；中度污染９

天，占２４％；重度污染２天，占０６％；无严重污

染。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３７７，ＡＱＩ指数范围为

２３—２２１。２０１８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较２０１７年有所

改善。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为 ５５８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１５２％；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为４０８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１５７％；二氧化硫 （ＳＯ２）

为１４５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３４３％；二氧化氮

（ＮＯ２）为 ２０８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２６２％；

臭氧 （Ｏ３）日最大８小时平均值第９０百分

位数浓度 （注）为１２４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５８％；一氧化碳 （ＣＯ）日均值第 ９５

百分位数浓度为１１毫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８３％。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年均值超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二

级标准限值，超标倍数为０１７。

【水环境质量】　国控断面：２０１８年，雅安

市重点流域青衣江和大渡河支流雅安段共

设置 “十三五”国控断面 ３个，包括岷江

干流青衣江支流雅安出境断面龟都府断面、

岷江干流大渡河支流雅安入境断面大岗山

断面、岷江干流大渡河支流雅安出境断面三谷庄断

面。龟都府断面、三谷庄断面水质年平均值类别均

为Ⅱ类 （评价标准为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水质状况均为优；大岗山断面水

质年平均值类别为Ⅰ类，水质状况为优。与２０１７年

相比，龟都府断面、三谷庄断面水质均无明显变

化；大岗山断面水质有所好转。２０１８年，雅安市青

衣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所有国控断面年均值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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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１００％，其中：青衣江流域断面达标率同比无

变化，水质无明显变化；大渡河流域断面达标率同

比无变化，水质无明显变化。省控断面：２０１８年，

雅安市重点流域青衣江和大渡河支流雅安段共设置

省控断面１个 （岷江干流青衣江支流雅安控制断面

水中坝断面），省控湖库点位３个 （瀑布沟三星村、

青富、三谷庄点位）。水中坝断面水质年平均值类

别为Ⅱ类，水质状况为优；瀑布沟三星村点位水质

年平均值类别为Ⅱ类，水质状况均为优；青富、三

谷庄点位水质年平均值类别均为Ⅲ类，水质状况均

为良。瀑布沟三星村、青富、三谷庄点位综合营养

状况指数年均值分别为３８２、３９８、３７６，均属于

中营养。单独评价指标粪大肠菌群均符合Ⅲ类水质

类别要求。与２０１７年比，省控断面水中坝断面水质

无明显变化；瀑布沟三星村点位水质有所好转；瀑

布沟青富点位、三谷庄点位水质均无明显变化。

市控断面：２０１８年，雅安市重点流域共设置１３个

市控重点流域断面 （周公河八角亭断面、蒲江河

两合水断面、牌坊蒙顶桥断面、高阿嘴断面、名

山河金龙村断面、玉溪河团结堰断面、青衣江多

营断面、玉溪河金鸡峡断面、宝兴河灵鹫塔断面、

荥经河槐子坝断面、大渡河三谷庄断面、大渡河

青富乡断面、大渡河三星村断面）。玉溪河金鸡峡

断面、宝兴河灵鹫塔断面、大渡河三谷庄断面、

大渡河青富乡断面、大渡河三星村断面水质年平

均值类别均为Ⅰ类，水质状况均为优；周公河八

角亭断面、玉溪河团结堰断面、青衣江多营断面、

荥经河槐子坝断面水质年平均值类别均为Ⅱ类，

水质状况均为优；牌坊蒙顶桥断面水质年平均值

类别为Ⅲ类，水质状况为良；蒲江河两合水断面、

高阿嘴断面、名山河金龙村断面水质年平均值类

别均为Ⅳ类，水质状况均轻度污染。周公河八角

亭断面、青衣江多营断面、玉溪河团结堰断面、

荥经河槐子坝断面水质均无明显变化；蒲江河两

合水断面、名山河金龙村断面、玉溪河金鸡峡断

面、宝兴河灵鹫塔断面、大渡河三谷庄断面、大渡

河青富乡断面、大渡河三星村断面水质均有所好转。

河长制断面：２０１８年，雅安市重点流域共设置１６个

河长制考核断面，包括石棉县草科乡田湾河段断面、

石棉县先锋乡金坪下游断面、石棉县回隆乡南瓜桥电

站断面、汉源县大田乡向阳村老太庙断面、永定桥水

库大坝断面、三谷庄断面、两河口断面 （天全河）、

宝兴河西河一江源断面、雨城区北郊镇峡口村断面、

雨城区水中坝断面、八角亭加油站断面、雨城区观化

乡上横村断面、槐子坝断面、坪溪河大桥断面、团结

堰断面、名山区百丈水库断面。石棉县先锋乡金坪下

游断面、宝兴河西河一江源断面水质年平均值类别均

为Ⅰ类，水质状况均为优；石棉县草科乡田湾河段断

面、石棉县回隆乡南瓜桥电站断面、汉源县大田乡向

阳村老太庙断面、永定桥水库大坝断面、三谷庄断

面、两河口断面 （天全河）、雨城区北郊镇峡口村断

面、雨城区水中坝断面、八角亭加油站断面、雨城区

观化乡上横村断面、槐子坝断面、坪溪河大桥断面、

团结堰断面、名山区百丈水库断面水质年平均值类别

均为Ⅱ类，水质状况均为优。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地表水重点控制断面水质评价结果表

　表２４

断面名称 断面属性
所属

河流

上年

类别

本年

类别

主要污染指标／
超标倍数

大岗山 国控 大渡河 Ⅱ类 Ⅰ类 无

三谷庄 国控 大渡河 Ⅱ类 Ⅱ类 无

龟都府 国控 青衣江 Ⅱ类 Ⅱ类 无

水中坝 省控、河长制 青衣江 Ⅱ类 Ⅱ类 无

三星村 省控 瀑布沟 Ⅲ类 Ⅱ类 无

青　富 省控 瀑布沟 Ⅲ类 Ⅲ类 无

三谷庄 省控 瀑布沟 Ⅲ类 Ⅲ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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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断面名称 断面属性
所属

河流

上年

类别

本年

类别

主要污染指标／
超标倍数

八角亭加油站断面 市控、河长制 周公河 Ⅱ类 Ⅱ类 无

两合水断面 市控 蒲江河 劣Ⅴ类 Ⅳ类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００２５倍）

牌坊蒙顶桥断面 市控 名山河 ／ Ⅲ类 无

高阿嘴断面 市控 名山河 ／ Ⅳ类 总磷 （０４倍）

金龙村一组断面 市控 名山河 劣Ⅴ类 Ⅳ类 总磷 （０２６５倍）

团结堰断面 市控、河长制 玉溪河 Ⅲ类 Ⅱ类 无

多营断面 市控 青衣江 Ⅱ类 Ⅱ类 无

金鸡峡断面 市控 玉溪河 Ⅰ类 Ⅰ类 无

灵鹫塔断面 市控 宝兴河 Ⅱ类 Ⅰ类 无

槐子坝断面 市控、河长制 荥经河 Ⅱ类 Ⅱ类 无

石棉县草科乡田湾河段断面 河长制 田湾河 ／ Ⅱ类 无

石棉县先锋乡金坪下游断面 河长制 松林河 ／ Ⅰ类 无

石棉县回隆乡南瓜桥电站

断面
河长制 楠桠河 ／ Ⅱ类 无

汉源县大田乡向阳村老太庙

断面
河长制 流沙河 ／ Ⅱ类 无

永定桥水库大坝断面 河长制 流沙河 ／ Ⅱ类 无

两河口断面 （天全河） 河长制 天全河 ／ Ⅱ类 无

宝兴河西河一江源断面 河长制 西河 ／ Ⅰ类 无

雨城区北郊镇峡口村断面 河长制 陇西河 ／ Ⅱ类 无

雨城区观化乡上横村断面 河长制 贏江河 ／ Ⅱ类 无

坪溪河大桥断面 河长制 经河 ／ Ⅱ类 无

名山区百丈水库断面 河长制 玉溪河 ／ Ⅱ类 无

２０１８年雅安重点湖库富营养化监测情况表
　表２５

点位名称 点位属性 所属湖库
富营养化

综合指数

富营养化

状况
同比上年

三星村 省控 瀑布沟 ３８２ 中营养 无变化

青　富 省控 瀑布沟 ３９８ 中营养 无变化

三谷庄 省控 瀑布沟 ３７６ 中营养 无变化

　　注：１地表水环境评价执行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和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 （试行）》。

２２１项评价指标为：ｐＨ、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挥发酚、汞、铅、镉、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铬 （六价）、氟化物、总磷、氰化物、硫化物、砷、化学需氧量、铜、锌、硒。

３超过Ⅲ类水质标准的指标为断面污染指标，取超标倍数最大的前三项为主要污染指标。

【声环境质量】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２０１８年雅安

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５３９ｄＢ

（Ａ），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声环境质量

状况较好；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４０２ｄＢ（Ａ），环

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声环境质量状况较

好。同比２０１７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５４６ｄ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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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不变，平均等效声级值下降

０７ｄＢ（Ａ），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状况有所好转。

道路交通噪声：全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为６５８ｄＢ（Ａ），道路交通噪声总体等级为

一级，道路交通噪声状况为好。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为４８１ｄＢ（Ａ），道路交通噪声总体等级为一级，

道路交通噪声状况为好。同比２０１７年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７１４ｄＢ（Ａ），下降５６ｄＢ（Ａ），道路交通噪

声状况有所好转。功能区声环境：全年市主城区功

能区噪声昼间１类区达标率为１００％，与２０１７年相比

无变化；２类区达标率１００％，与２０１７年相比无变

化；３类区达标率为１００％，与２０１７年相比无变化；

４ａ类区达标率为１００％，与２０１７年相比无变化。夜

间１类区达标率为８７５％，与２０１７年下降１２５％；２

类区达标率为７５％，与２０１７年相比下降２５％；３类

区达标率为１００％，与２０１７年相比无变化；４ａ类区

达标率为７５％，与２０１７年相比下降２５％。

环境保护

【自然保护区】　市林业系统建立有６个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２７２１８万亩，占全市辖区面积１１８％；

分别为蜂桶寨、栗子坪、贡嘎山 （石棉部分）、喇

　图９３　喇叭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市地方志办供图）

叭河、大相岭、羊子岭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分布

的野生大熊猫个体数为８６只，较第三次调查增加

３４３８％；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共计１７４９万亩，较第

三次调查增加４９％。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

宝兴县，保护区面积 ５８５６万亩，建于 １９７５年，

１９９４年明确为国家级保护区；区内有野生大熊猫３７

只，大熊猫栖息地４９３５万亩。２０１８年，蜂桶寨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成大熊猫栖息地森林管护５８５１７５

亩，成功繁育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５只，救护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３只，实现辖区连续３９年无森林火灾。

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石棉县，保护区面积

７１９１万亩。建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３年晋升为国家级保

护区；区内有野生大熊猫 ２２只，大熊猫栖息地

５７７８万亩，区内建有小相岭大熊猫放归基地。贡

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石棉处）位于石棉县，保

护区面积５９４８万亩，建于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明确为

国家级保护区；区内有大熊猫栖息地１４０７０亩。喇

叭河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天全县，保护区面积

３５１６万亩。建于 １９６３年，区内有野生大熊猫 ２０

只，大熊猫栖息地２６６７万亩。大相岭省级自然保

护区位于荥经县，保护区面积 ４３５万亩，建于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４年晋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区内有野

生大熊猫７只，大熊猫栖息地３９７８万亩。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６日，四川大相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正式投

用。建于２００３年的羊子岭市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雨城

区，保护区面积３５８万亩。

【水资源保护】　２０１８

年，全市强化取水许可监

管，严格水电站取水许可

办理，把生态流量作为办

理取水许可的重要条件，

累计办理取水许可１６个。

加强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

管理，制定 “一站一策”

编制提纲，督促６２７家水

电站编制 “一站一策”工

作方案，督促水电站落实

生态流量在线监测设施。

制定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全市 ３７１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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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４　５月２２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在汉源县调研瀑电移民工作 （市政府办供图）

　

河 排 污 口，

累计取缔１２９

个入河排污

口。委 托 雅

安水文局完

成水功能区

监测，在 国

家、省 级 重

要江河湖泊

水功能区共

设立标志碑

（牌）４２个。

组织编制名

山河、西 川

河和老场河

水功能区划

方案、水 资

源保护方案、水资源综合规划。制定下发 《２０１８年

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方案》，对

各县区开展 ２０１８年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工作。

　　图９５　雨城区水土保持坡改梯项目 （市水务局供图）

【水环境监测】　雅安市境内设置全国重要水功能

区监测断面９个，省级水功能区监测断面１６个，其

他城市控制断面、水源地及水库断面７个，共计３２

个水质监测断面。编制 《雅安市水环境质量季报》

四期。完成２０１７年２５个水质

站点监测资料整编和汇编。

受雅安市水务局委托，完成

全市２４个规模以上入河排污

口监督性监测。

【水土保持】　２０１８年，全

市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

积１５４５９平方公里，超计划

任务 １４５９平方公里，共计

投资 １４６８５５６万元；办理、

办结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行政审批 ３１９个；进行

水土保持执法检查 ４２９个，查处案件 １３起，处罚

３８６９万元；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８７个；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创历史记录，共计

９３１１５万元。

【中小河流治理】　２０１８年，全市开工建设名山区

城东乡名山河防洪治理工程、名山区永兴镇名山河

防洪治理工程、石棉县回隆乡楠桠河回隆村段防洪

治理工程、汉源县宜东镇流沙河广安村段防洪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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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完成宝兴县、荥经县、芦山县堤防维修加

固，累计完成堤防新建及维修加固１５３５千米。

【降水监测】　全市共设降水监测点位４个，包括：

市气象局点位、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点位、六一研究所

点位及大兴５２６台点位。２０１８年，共采集雨样２３８

个，其中酸雨 （ｐＨ≤５６）样品０个，酸雨量占总雨

量的０％，酸雨频率为０％。同比２０１７年，酸雨量占
总雨量的比例率下降１０５％，酸雨频率下降５５％。
降水ｐＨ值范围５９５—７７８，最低值出现在六一研究

所５月２２日测得，年降水ｐＨ平均值６４０，属于非酸

雨，同比△ｐＨ＝－０３４，ｐＨ值有所下降。

【饮用水源监测】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主城区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青衣江猪儿嘴 （黄泥岗）断面取水

总量为２４６７万吨，达标水量为２４６７万吨，水质达
标率为１００％，水质状况良好，所有监测项目均符

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标准
限值要求，同比水质达标率无变化。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主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表
　表２６

所在地
水源地断

面名称

水源地

类型

取水量

（万吨）

水量达标率 （％）

上年 本年

主要污

染指标

单独评

价指标

优选特定项目

检出情况

雅安市

雨城区
猪儿嘴 河流 ２４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 ／ 钼、钴、硼、锑、

镍、钡、钒

【农村饮水安全管理】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完成投资２２４８３６万元，其中中

央资金５００万元，省级资金４６１万，兴建供水工程

７７处，解决和改善４９４８７万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

解决建卡贫困人口４５２１人，其中２０１８年建卡贫困

人口１５２０人，超计划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年

度目标任务。

【环保督查问题整改】　按照中央第五环保督查组

反馈问题整改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完成自然保护

区内１３个矿业权整改。办理完成１件信访举报件。

大熊猫

【四川大熊猫雅安栖息地】　大熊猫栖息地面积８２２

万亩，较第三次调查增加 ９９万亩，增幅１３５８％；

栖息地面积占全省的２７％，占全国的２１３％，分布

于全市８县 （区），是全国和全省大熊猫栖息地面

积最大的市。境内共发现野生大熊猫３４０只，占全

省的２４５１％，在全省各市 （州）中排名第三。其

中宝兴县发现１８１只，在全省排名第二；其余依次

为：天全县７８只，荥经县和芦山县各２８只，石棉

县２５只。与第三次调查比，全市各个县 （区）的

大熊猫数量均有增加。境内由北向南分布邛崃山系

至大小相岭大熊猫栖息地，成为联系大相岭与邛崃

山系大熊猫栖息地的重要纽带。第四次全国大熊猫

调查中，全省大熊猫局域种群共划分为２２个，其中

雅安市境内涉及７个，包括：西岭雪山—夹金山局

域种群、白沙河局域种群、三合局域种群、新庙局

域种群、泡草湾局域种群、公益海局域种群和石灰

窑局域种群。

图９６　雅安市野生大熊猫数量变化示意图 （市林业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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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７　雅安市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变化示意图（市林业局供图）

图９８　夹金山噶日沟拍摄到的野生大熊猫 （雅安日报供图）

图９９　大熊猫 “映雪”（雅安日报供图）

【宝兴发现野生大熊猫】　１月４日下午，夹金山林

业局噶日沟工程区职工在硗

碛藏族乡开展冬季森林防火

走访宣传途中，在嘎日村通

组公路旁发现一只野生大熊

猫，这是２０１８年全省发现的

第一只野生大熊猫。这只大

熊猫正在道旁小河沟树林边

漫步，片刻后，这只大熊猫

停在村民沿路铺设的钢丝防

护栏前，它体型壮硕，跑动

灵活，从体型上看是一头成

年大熊猫，体重在１００至１５０

公斤左右。

【大熊猫现身石棉孟获城】　

４月１３日上午，石棉县孟获

城景区发现大熊猫活动踪迹，

县林业局、栗子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及相关部门

立即赶往现场，在附近发现

该只大熊猫留下的粪便、树

上的爪痕等。对现场粪便分

析认为，该只大熊猫身体状

况良好。最终，经栗子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无

线电监测，发现该大熊猫为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２３日在石棉县

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

功放归的大熊猫——— “映雪”。这是全球首次同时

放归两只异性大熊猫中的雌性。

【芦山再现野生大熊猫】　５月２１日中午，芦山县

太平镇村民在该镇兴林村鸦雀岩组附近种植党参，

发现距其约１００多米远的山坡上有一只野生大熊猫，

大熊猫发现不远处有人注视后，不紧不慢地向药材

地旁的野生竹林走去。太平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已是兴林村鸦雀岩组、草池坪组村民连续第

３年发现野生大熊猫。

【天全三湾河再现大熊猫身影】　１１月１３日，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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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二郎山国有林场三湾河林区红外相机中，再次拍

到野生大熊猫活动痕迹，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日，

镜头中的大熊猫身体健康，悠闲信步在国有林区

中。２０１８年１月起，远红外相机相继１４次记录拍

摄到野生大熊猫活动画面。

野生动植物救助保护

【受伤水鹿不治死亡】　１月１５日８时许，在壮牛

图１００　获救的褐林 （雅安日报供图）

沟河滩上发现一只疑似受伤的动

物。喇叭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组

织工作人员现场核查确定是一头

雄性水鹿，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该水鹿前身两脚和后身左

脚已断裂不能走动，口中出血，

身上有十余处伤口。天全县森林

公安局民警、野保股、喇叭河保

护处工作人员携带救护药品、器

具赶赴现场对水鹿进行救治，并

将水鹿运到雅安救护中心进一步

救治，由于伤势严重，这头水鹿

在运输途中死亡。经县林业局研

究决定，将其制作成标本。

【蜂桶寨绿尾虹雉人工繁育实验

室启用】　３月８日上午，由蜂

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西华师范大学联合成立的绿尾虹雉研究中心人

工繁育联合实验室启动仪式在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举行。实验室的启用不仅补充绿尾虹雉人工繁

育实验设备，也为进一步攻克绿尾虹雉人工繁育这

一世界性难题提供技术支持。

【荥经救助野生藏酋猴】　３月１１日晚，荥经县林

业局在荥河乡救助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藏酋猴雄性幼体。此猴被兽夹夹断四趾，且右掌残

疾，背部有脱毛现象，身体健康状况欠佳，被送往

碧峰峡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助。藏酋猴体型大，粗

壮，尾短，毛发长而浓密，背部深褐色，腹部为较

淡的黄白色。主要生活在高山深谷的阔叶林、针阔

叶混交林或稀树多岩的地方。

【雨城区救助国家保护动物褐林】　４月上旬，雨

城区大兴镇天宝村村民在对岩镇某处山林石缝中发

现一只精神萎靡长相酷似猫头鹰的幼鸟，遂将其带

回家并报告有关部门。６月５日，经雨城区林业局

野保科工作人员辨认，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褐林

。这只褐林属于幼鸟，不具备放归的条件，被

碧峰峡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收。

【名山救助野生动物果子狸】　５月２５日，名山区

四季名城小区救助一只跌进小区游泳池的野生动物

———果子狸 （果子狸，属食肉目、灵猫科、花面狸

属的一种珍贵野生动物）。果子狸在蒙顶山林区放

归自然。

【石棉解救省重点保护动物毛冠鹿】　６月１５日上

午９时，石棉县新民乡村民在路边发现一只受伤

“麂子”（学名：毛冠鹿），情况较为危急。乡政府

工作人员将其送往县林业局进行救治，待其康复后

将择机放归野外。毛冠鹿又叫青鹿、黑鹿 （石棉一

带称为麂子），为一种草食性小型鹿，多以种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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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　被救助的毛冠鹿 （四川在线供图）

物以及蕨类和伞菌为食。毛冠鹿栖息于高山或丘陵

地带的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丛、采伐迹地

和河谷灌丛，经常活动于海拔１０００—４０００米之间的

山上。

【石棉救助国家保护动物长耳】　７月５日，石棉

　　图１０２　被救治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鹰雕 （北纬网供图）

县丰乐乡三星村五组村民在大渡河畔观景台附近，

发现一只受伤的 “猫头鹰”。石棉县林业局和丰乐

乡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村民所称的 “猫头

鹰”，其实是一只长耳，系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这只长耳脚

和翅膀都有较严重外伤，工作人

员立即联系专业兽医救助，待康

复后将择机放归野外。长耳耳

羽簇长，且位于头顶两侧，竖直

如耳。以小鼠、鸟、鱼、蛙和昆

虫为食，对于控制鼠害有积极

作用。

【天全救护国家保护动物鹰雕】

　８月２７日下午，天全县始阳镇

落坝村６组村民在自家菜园地发

现一只疑似受伤的大鸟，县森林

公安局民警会同林业

局野保股人员立即前

往查看。确认该动物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鹰雕，体长约４０厘米，

体重约１公斤，左翅膀

羽毛脱落，精神不振，

初步判定为肠胃病，

将其带回林业局进行

救治。待鹰雕身体完

全恢 复 后 将 放 归 大

自然。

【雨城区村民救助受伤

大雁】　１０月 ２５日，

一只受伤大雁在雨城

区凤鸣乡龙船村被村

民发现，被送到雨城区林业局野保科。后被送往碧

峰峡野生动物繁育救护中心，发现大雁翅膀处有轻

微伤，待其恢复健康后，让其自行飞走，回归自

然。大雁又称野鹅，天鹅类，大型候鸟，属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雅安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额雁】　１１月 １３

日，雅安城区大兴电站库区发现一只国家二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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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０３　大兴电站库区发现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额雁 （市林业局供图）

动物白额雁。白额雁繁殖于北半球苔原冻土带，在

我国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一带越冬，一般成群活

动，或与豆雁、小白额雁等混群。本次只发现一个

个体，推测可能是迁徙途中为补充食物而停留。

１９５５年１月，白额雁在四川首次记录于成都，此后

　　图１０４　在宝兴县永富乡救助的野生动物灰鹤（宝兴县林业局供图）

６０余年未见公开报道。本次是雅安首次发现记录，

至此雅安有记录的雁鸭类鸟类已达２７种，占全国雁

鸭类总数的５０％，再次印证雅安是重要的候鸟迁飞
区域。

【宝兴救助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灰鹤】　１２月上旬，宝

兴县永富乡中岗村群众电话

反映，发现一只大鸟像宣传

资料中的大雁，不能飞行，

请求救助。县森林公安局同

县林业局野保股工作人员现

场确认，该大鸟为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灰鹤，亚成体，

体表无外伤，但不能飞行；

经与碧峰峡野生动物救助中

心联系后，将其送往该中心

进行救护。

【天全警方破获非法猎

捕濒危野生动物案】

　１月 １１日，天全警

方获悉新场乡结里村

有人长期猎捕、出售

野生动物。１月１４日，

天全森林公安局对嫌

疑人住所展开搜查，

分别在冰箱和冰柜内

查出疑似老鹰、果子

狸、野猪，以及其他

疑似野生动物肉及制

品，经办案民警逐一

清点，一共查获疑似

野生动物肉１４８件，重

量达４００公斤。经初步

判断，查获的野生动

物肉有老鹰、野鸡、野牛、野猪、黑熊、红腹锦鸡

等，其中鹰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同时查出猎

夹、猎套和一支单筒自制猎枪及３０枚猎枪子弹、通

过物流方式发货、收货的单据等。１５日，嫌疑人高

某某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收购、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天全县森林公安

局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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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０５　天全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对查获的野生动物肉及制品
进行清点 （雅安日报供图）

图１０６　汉源县森林火灾扑救现场 （雅安日报供图）

【天全警方破获盗伐买卖枫木案】

　１月１１日下午４点左右，天全

县森林警方接群众电话举报称，

两路乡新沟境内有人盗伐林木出

售，两路派出所民警立即到雅康

高速新沟出入口守候，在拦下涉

案皮卡车后，发现车厢里装载的

全是被锯成不到一米长、宽厚均

匀的整形枫木。据查，皮卡车驾

驶员康某某，康定籍人，２０１６年

就因非法运输木材，受到天全森

林警方处罚，另一名叫罗某的男

子是康某某的同伙。经过讯问，

康、罗２人承认车上的枫木并非

在荥经购买，而是在新沟所购用来买卖的

事实。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连夜将盗伐

枫树的新沟本地人杨某、杨某某、高某抓

获。１月１２日，天全县森林警方依法对康

某某、罗某、杨某、杨某某、高某刑事

拘留。

【汉源处置两起野外用火引发山火案】　２

月２５日上午，５３岁的李某在小地名清槽

头打理自家耕地，把树枝归拢地中后点燃

清理物，火借风势将地边杂草引燃并窜至

林间引发森林火灾。汉源县森林公安局民

警此时正驾驶警车沿 Ｇ５京昆高速往泥巴

山方向进行巡逻，在九襄镇附近发现火

情。正当民警、九襄镇政府工作人员收集

现场证据时，前域乡政府禁火巡查人员打

来山火报警电话，前域乡前锋村４４岁的梁

某在自家耕地清理杂草，将清理物堆积在

一起点燃烧除，由于起风将周围的杂草点

燃，造成森林火灾。由于发现及时，当天

两起山火都被顺利扑灭，没有酿成严重后

果。汉源县森林公安局按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犯罪嫌

疑人李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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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嫌疑人砍伐珍稀树木获刑】　嫌疑人穆某某于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向雨城区草坝镇穆坪村一农户以

６５０元的价格收购其位于雨城区合江镇穆坪村六组

小地名 “冯家沟”处的一棵疑似红豆杉树木，当日

１８时左右，穆某某在未办理任何采伐手续的情况

下，携带油锯将这株疑似红豆杉进行采伐并断筒，

至２０时左右被草坝派出所现场挡获。２０１８年１月

１９日，雨城区人民法院在合江镇穆坪村村委会院坝

里公开审理这起非法采伐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红

豆杉案件，犯罪嫌疑人穆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１年

缓期２年，罚款和补种树苗恢复生态。

【芦山县推进古树名木挂牌保护】　１１月，芦山县

林业局在大川林业站和森林派出所配合下，分组对

大川镇创建４Ａ级景区内的古树名木进行挂牌保护。

所挂牌古树名木分布在快乐村、小河村、三江村、

杨开村，总计７３棵，品种有银杏、红豆杉、桢楠、

石栎、女贞、朴树等。此次古树名木所挂名牌为更

换和补挂，名牌红底白字，用中文、英文、韩文、

日文四种语言标注树木的名称、学名、英文名和科

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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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

１９个，星级农家乐 ３８７余家；各类住宿设施 ２０００

余家；全年全市共计接待游客３７４０５８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３２０４２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１７２％和２５６％；荥经龙苍沟叠翠溪成功创建为国

家４Ａ级旅游景区。

图１０７　蒙顶山观景平台远眺（市地方志办供图）

【星级饭店】　全市共有星级饭店１８家。为确保旅

游安全和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组织全市各县 （区）旅游局开展旅游安全和旅游

市场交叉检查。重点检查全市星级饭店安全生产管

理、应急管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等

方面的情况，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

【旅行社】　全市共有旅行社总社１６家，分社１６家，

服务网点９１家。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统一启用，实

现旅行社资质审批、团队审批、导游业务、执法管理、

案件管理、投诉系统、电子合同七合一的功能。

【乡村旅游】　编制 《雅安市乡村旅游提升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科学指导全市乡村旅游发展，打造大

熊猫康养度假乡村。年内１７个全国旅游扶贫重点村退

出，实现全市６５个全国旅游扶

贫重点村全部退出。全年实现

乡村旅游综合收入２０８亿元，

同比增长２５５％，旅游产业成

为新一轮扶贫攻坚战中的重要

力量。石棉县、宝兴县成功创

建省级乡村旅游强县；市、县

（区）共组织各类乡村旅游培

训近２０００人次。

【生态旅游】　２０１８年，全

市森林生态旅游接待游客６８０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６０亿

元。协助县 （区）成功举办

７次生态旅游节会；“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获得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授牌；新增２６家三星级以上 “森

林人家”，截至年底已达到５０家。

【茶旅融合】　提高茶旅融合发展效益。提升发展

蒙顶山国家茶叶公园，打造茶马古城、中国藏茶

村、牛碾坪茶旅综合体、红草坪骑游观光茶廊、骑

龙场万亩观光茶园等茶旅综合体和茶叶主题公园。

建设一批综合性茶文化农庄和高端民宿。 “蒙顶山

茶文化系统”被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委会授予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启动中国藏茶城、“蒙

顶山茶文化国际博览园” “蒙顶山禅茶文化艺术中

心”“中国·蒙顶山世界茶都”等项目建设。“世界

茶源—茶文化茶经济生态走廊体验”在 “中国首届

茶旅大会”上被评选为十大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茶旅金

牌路线”，名山区被授予 “世界最美茶乡”，牛碾坪

万亩生态观光茶园被评为 “四川省十大最美茶乡”。

【旅游景区】　全市共有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１９个

（碧峰峡、蒙顶山、上里古镇、东拉山大峡谷、安

顺场、熊猫古城、金凤山、云峰山、硗碛藏寨·神

木垒、周公山、花海果乡、喇叭河、龙门古镇、飞

仙关、蜂桶寨—邓池沟、灵关石城、汉姜古城、空

石林、叠翠溪），３Ａ级旅游景区６个，２Ａ级旅游景

区２个，共计全市Ａ级旅游景区２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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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山整体规划获批】　１月初，四川省政府发布

《关于雅安市蒙顶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批复》，

原则同意 《雅安市蒙顶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蒙顶山风景区总面积１８３２平方

公里，核心景区面积７１４６平方公里，是四川首批省

级风景名胜区之一，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与峨眉山、

青城山齐名，并称四川的三大名山。以流传至今的世

界最早人工茶园，以及独特的贡茶、禅茶、边茶文化

景观为主要特色，融古镇文化、大禹文化、红色文化

为一体，以秀美的山川、峡谷、森林环境为背景，是

具有文化体验、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科普教育等功

　图１０８　存于蒙顶山茶史博物馆的荥经砂器茶具 （市地方志办供图）

能的省级风景名

胜区。

【蟹螺堡子被批

准为国家 ３Ａ级

旅游景区】　２

月 ２３日，石棉

县蟹螺堡子被正

式批准为国家

３Ａ级旅游景区。

蟹螺堡子具有浓

厚的尔苏藏族文

化气息，被誉为

古老民族的 “活

化石”。尔苏藏

族是藏族人口较

少的一个分支，

尔苏文化在蟹螺

堡子保存较为完整，其歌舞、饮食、节庆、民居都具

有地域特色。每年农历八月中旬是他们最为重大的节

日———环山鸡节。崭新的蟹螺藏寨不断完善的旅游设

施和旅游服务水平让游客感受着藏寨的古朴与厚重。

【周公山成雅安首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３月１３日，

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正式批准雅安市周公山旅游

度假区为四川省省级旅游度假区，这是雅安市的首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周公山度假区位于雨城区风景

秀丽的周公河畔，紧靠周公山麓西南侧，距雅安市

区约１１公里。１９９５年被批准为 “省级森林公园”，

２０１５年创建为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面

积为１０２平方公里，由入口服务区、温泉度假区、

周公山森林生态观光体验区、南麓公园和孔坪温泉

小镇五大片区组成。

【蒙顶山茶文化器物展】　３月２０日，第十四届蒙

顶山茶文化旅游节器物展在蒙顶山茶史博物馆开

展，来自日本各堂口、雅安荥经砂器、蒙顶酒庄非

白窑口和名山本地传承茶器惊艳亮相。本次展览展

出的日本器物包括风炉、茶釜、银壶等各类泡茶

壶、杯托等全套日本茶道用器和辅件，以及花器、

香炉、酒器等不同种类器物共计一百多件，涵盖日

本龙文堂、长文堂、清课堂等著名堂口和窑口，以

及佐藤清光、
!

村块等名家之作。

【蒙顶山茶国际品鉴交流会】　３月２０—２１日，来

自国际茶叶委员会，以及俄罗斯、英国、德国等１０

多个国家茶叶组织共２０多名嘉宾齐聚雅安蒙顶山，

参加蒙顶山茶国际品鉴交流会。在蒙顶山茶国际品

鉴交流会正式开始前，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伊恩·

吉布斯一行参观蒙顶山甘露井、皇茶园等茶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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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９　国际友人参加蒙顶山茶国际品鉴交流会 （雅安日报供图）

迹，纷纷感叹蒙顶山茶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

长。品鉴会上，蒙顶甘露、蒙顶黄芽、蒙顶红茶让

嘉宾们领略蒙顶山茶丰富的味道与香气。

【雅安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　１２月 １６日上

午，２０１８中国森林旅游节在广州开幕。本次中国森

林旅游节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粤森林，

悦生活”为主题，２４个新设立的国家森林公园、６

个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２８个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

获授牌，雅安市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雅安气

候温润、空气清新，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 “天府之

肺” “动植物基因库”，素有 “天然氧吧”之称，

森林覆盖率达到６５％、居四川省第一。

【雅安市新增４１处省级森林康养人家和２处省级森

林康养基地】　１０月下旬，省林业厅公布第四批

“四川省森林康养基地”和第二批 “四川省森林康

养人家”经营主体。雅安市新增芦山县金台山森林

康养基地、雨城区凤茗谷森林康养基地两处 “四川

省森林康养基地”和雨城区碧峰峡红豆缘农家乐、

名山区水墨石门森林康养人家等４１家 “四川省级

森林康养人家”。雅安市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已达１８

处，省级森林康养人家已达１３２家。

【雅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文化旅

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１２

年 １２月 ２６日正式挂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６２６４５８万元人民币，性质为国有独资企业，经营

范围主要是根据市政府授权对文化、旅游、体育等

领域进行投融资和经营管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企业营销策

划、推广；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研讨、交

流；商务信息咨询；工艺美术品、旅游产品的开发

与销售；茶叶销售；房屋、场地租赁，市政公用工

程 （城市开发建设）。公司设有党群部、董事会办

公室、综合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审计法律事

务部、投发部 （招投标管理办公室）、资产部、合

同造价部、融媒体资讯中心１０个职能部门。下辖雅

安文旅置地投资有限公司、雅安艺峰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雅安艺悦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３个全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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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０　５月２８日，市文旅公司与蒙顶山旅游公司、皇茶公司原股东签
署 《股权转让协议》，实现蒙顶山核心旅游资源国有绝对控股 （文旅集团供

图）

公司；四川省蒙顶皇茶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

名山蒙顶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２个控股公司和

雅安新世纪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雅安

蜀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２个参股公司。２０１８年，公

司营业收入３２２７万元；利润总额 －１４４９万元；年

末资产总额１６４０３８万元，净资产６７８９３万元，净资

产收益率 －２１５％。截至年底，公司在职员工

３０７人。

假日旅游

【元旦小长假】　三天共计接待游客３０１１万人次

（其中：碧峰峡接待游客１１２万人次，蒙顶山接待

游客０９７万人次，牛碾坪景区接待游客１７６万人

次，上里古镇接待游客０９万人次，喇叭河接待游

客０９２万人次，周公山温泉公园接待游客０５８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２３６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１８０８％和２８２６％。推出３条冬季特色旅游精品线

路 （冬赏雪泡温泉之旅、Ｇ５阳光康养之旅、民族

民俗文化之旅）以及 ３条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线路

（茶产业、果疏产业、果药产业）受到广大游客的

欢迎。节日期间，全市未发生重大旅游投诉案件和

旅游安全责任事故。

【春节黄金周】　 “春节”黄金

周 ７天，全市共计接待游客

２２０３１万人次 （其中：碧峰峡

接待游客 ５８９万人次，蒙顶山

接待游客 ７５９万人次，喇叭河

接待游客 ２２８万人次，上里古

镇接待游客２６万人次，金凤山

接待游客 ４８３万人次，周公山

温泉景区接待游客６９９万人次，

牛碾坪接待游客 １５１７万人次，

龙门古镇接待游客 ２７万人次，

安顺场接待游客２３６２万人次），

创旅游综合收入１６５６亿元，同

比增长 １３５９％和 ２２０９％。全

市未发生一起重大旅游投诉案件

和旅游安全事故。２０１８四川雅安

首届熊猫灯会、牛碾坪梯田茶园彩色文化旅游节、

汉姜古城迎新民俗节目演出等迎春民俗系列活动营

造出全市红红火火庆新年的节日景象。

【清明小长假】　截至４月７日，全市清明节假日

共接待游客８８２９万人次，同比增长０６５％；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６９７亿元，同比增长 ５０４％。其中

过夜游２６４９万人次、一日游６１８万人次。统计显

示：碧峰峡景区接待游客 １３１万人次，同比下降

１３％；喇叭河景区接待游客０５２万人次，同比增

长１３５％；蒙顶山景区接待游客 ２３１万人次，同

比增长 ６９８５％；牛碾坪景区接待游客 ７５９万人

次，同比增长７６％；至美茶园绿道 （红草坪景区）

接待游客３５２万人。假日期间，全市未发生一起旅

游投诉和旅游安全责任事故，实现 “安全、质量、

秩序、效益、文明”五统一目标。

【五一小长假】　２０１８年 “五·一”小长假，全市

共接待游客１５４９２万人次，同比增长 ９１４％；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２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８％。碧

峰峡、上里古镇、喇叭河、蒙顶山、牛碾坪等景区

仍然是来雅游客的重要选择。其中：碧峰峡景区接

待游客２９万人次，同比增长７４％；上里古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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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１　碧峰峡景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市旅游发展委供图）

区接待游客２２５万人次，同比增长 ４１５％；喇叭

河景区接待游客０６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５％；蒙顶

山接待游客２５５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２０５％；牛碾

坪景区接待游客 ７０７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４５８％。

旅游市场秩序总体平稳，没有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

诉和安全责任事故。

【端午小长假】　全市３天共接待游客１３４２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０３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９５％和１０７％。为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气氛，

各县 （区）举办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上里古

镇举办端午祭祀、茶马互市巡游、民俗文化演出等

活动；飞仙关景区举办端午民俗文化暨美食购物

节；喇叭河景区举办 “激情世界杯，畅饮喇叭河”

主题活动；神木垒景区开展亲子露营体验项目，在

丰富多彩的特色端午民俗活动中让游客体验到浓郁

的端午文化氛围。

【中秋小长假】　中秋节假日共接待游客１１６１８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９０３亿元，与２０１６年同期相

比分别增长３６８４％、４２０５％。发现熊猫之旅、茶

文化旅游、生态之旅、精品乡村游、研学旅行最受

青睐。其中牛碾坪景区接待游客６０３万人次，安顺

场景区接待游客５３７万人次，汉姜古城旅游景区接

待３５万人次，蒙顶山景区接待游客３３４万人次，

红草坪景区接待游客３０９

万人次，至美茶园绿道解

放段接待游客 ３２８万人，

碧峰峡景区接待游客 ２１

万人次，上里古镇景区

（含白马泉）接待游客１５

万人次。中秋假期共受处

理电话投诉案件３件，投

诉内容均为景区收取停车

费问题，已经全部处理完

毕，满意率 １００％。全市

未发 生 一 起 旅 游 安 全

事故。

【十一黄金周】　 “十·

一”国庆黄金周，全市旅游市场未发生重大旅游投

诉和旅游安全责任事故。自驾游是游客主要的出行方

式，占比超过八成以上。全市七天共接待游客３３６７５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２７７３亿元。碧峰峡、蒙

顶山、喇叭河等传统景区景点持续火爆，达瓦更扎、

栗子坪、龙苍沟 （叠翠溪）等新兴景区受到广大游

客青睐，乡村度假、文化体验游、红色旅游等成为假

日旅游主流。

旅游节庆

【雨城区第十三届年猪文化旅游节】　１月 １５日，

雅安市雨城区第十三届年猪文化旅游节在雅安藏茶

村落下帷幕。第十三届 “年猪文化旅游节”为期一

个月，共设１７个分会场。各式年猪系列活动轮番登

场，游客好评不断。全区共接待游客１５万余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０００余万元，实现开门红。

【汉源第七届赏花旅游节】　３月１６日，２０１８四川

花卉 （果类）生态旅游节分会场暨第七届阳光汉源

赏花旅游文化节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推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主题，以 “美景、美食、美宿、美

购”为切入点，依托百公里百万亩果蔬产业带丰富

的农旅、文旅资源，开展系列活动，充分展示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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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２　第七届阳光汉源赏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现场（汉源县政府办供图）

作为 “阳光而神秘的丝路驿站”的新风采，进一步

打响 “花海果乡·阳光汉源” “游遍四川、康养汉

图１１３　外国游客体验花朝节活动（雅安日报供图）

源”名片，助推建设 “大美汉源、区域中心”。活

动期间将陆续举办文化艺术采风展演、“浪漫相约”

醉双溪 （桃花会）等活动，ＣＣＴＶ—７频道在现场进

行 “美丽乡村快乐行———走进汉源”节目演出、

录制。

【石棉第八届黄果柑节】　３月

１７日，石棉县在安顺场举行四

川花卉 （果类）生态旅游节分会

场石棉第八届黄果柑节，黄果柑

上市暨石棉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新闻发布会。新华社、中新社、

四川电视台、腾讯大成网、新浪

网、网易、今日头条、雅安电视

台、雅安新报、北纬网等 ６０多

家新闻媒体及网络平台，江西省

南丰硕果果业、成都市开心树果

业等３０多家供销商应邀参加发

布会。发布会后，还进行果王竞

拍、黄果柑购销签约仪式、文艺

节目表演、乡村坝坝宴、吃黄果

柑比赛、观民宿、住民宿、篝火

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蒙顶山景区 “花朝节”】

　３月１８日 （农历二月初

二），蒙 顶山 景区举行

“穿汉服、祭花神”为主

题的 “花朝节”传统文化

活动。当天上午，在甘露

井旁，游客们穿着颜色各

异、样式不同的汉服，举

行花神祭祀典礼。他们行

三拜礼、献花糕、献香、

祭酒，为春天祈福，愿万

物兴盛。下午，在天盖寺

举行的拈花茶会上，游客

们尝百花糕、品百花饮，

品尝明前皇茶———蒙顶甘

露、蒙顶黄芽，学习中国传统茶艺茶道，欣赏精彩

的龙行十八式茶技表演，并在护花幡上写下美好的

祝愿。此次活动还有许多小朋友及外国友人参加，

他们穿上汉服参与其中，品蒙顶山茶，学习茶技，

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蒙顶山茶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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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历史和蒙顶山上绝美的风光。

【第十四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　３月２７日上午，

主题为 “品茗论道蒙顶·世界茶源雅安”的第十四

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在名山区开幕。开幕式上，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 “蒙顶山茶”为 “中国十大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委

会授予 “蒙顶山茶文化系统”为 “中国重要农业文

图１１４　第十四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市地方志办供图）

化遗产”；国际茶叶委员会授予名山区 “世界最美

　图１１５　天全县第二届二郎山红叶节开幕现场 （雅安日报供图）

茶乡”美誉；省社科联命名名山区人文历史与自然

遗产研究协会为四川省蒙顶山茶文化普及基地，并

进行授牌。名山全区茶园面积达３５２万亩，综合产

值达５８亿元；茶产业发展综合实力

在全国２６４个茶叶主产县中排名第

四、四川第一； “蒙顶山茶”曾获

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奖，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达 ２６６６亿元，位列全国

第九、四川第一。本届蒙顶山茶文

化旅游节还同时举办第二届蒙顶山

禅茶大会、蒙顶山茶推介会、雅安

市旅游项目招商推介会等活动。

【荥经县第十届鸽子花旅游节】　４

月１８日，２０１８四川花卉（果类）生态

旅游节分会场暨荥经县第十届鸽子花

旅游节在砂器博览园开幕。本届“鸽

子花旅游节”从４月起持续到９月底，期间举办丰富

多彩的活动，主要有鸽子花下女子成人礼、中国黑砂

品牌塑造系列活动、２０１８乐跑四川·森林马拉松系

列赛（荥经站）、 “生态荥经、鸽子花都”体验之旅

———自然生态体验教育（荥经）大课堂、荥经鸽子花

节美食品鉴等，使游客饱览中华传统礼仪之雅，荥经

黑砂烧制技艺之奇，鸽子花海之美，荥经传统美食之

绝，全方位了解荥经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民风

民俗。

【天全第二届二郎山红叶节】　

１０月２５日晚，由四川省林业厅、

雅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共

天全县委、天全县人民政府承办

的２０１８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分

会场暨天全县第二届二郎山红叶

节在天全县体育馆开幕。本届红

叶节将持续至 １１月 ２５日。期

间，游客们可到天全赏漫山红

叶，品地道美食，同时，天全还

将举行红叶季摄影比赛、红叶美

食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游客

们在享受红叶带来的视觉盛宴时，还可以感受天全

独具特色的旅游风情。近年来，天全县围绕 “二郎

山大品牌、中医大康养”的发展思路和 “成渝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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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康藏桥头堡”区域定位，重点抓好 “风光游、

文化游、民俗游、养生游、美食游、会节游”六大

旅游，推动精品旅游全域化发展，争取生态资源和

生态经济获得双提升。

【宝兴·夹金山第十届红叶节暨第二届大熊猫国家

公园生态旅游节】　１０月２６日，宝兴·夹金山第

十届红叶节暨第二届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节在

硗碛藏乡五寨园广场拉开帷幕。此次红叶节期间，

宝兴县特意从已有高品质旅游景区中，规划出一条

由熊猫古城、蜂桶寨邓池沟、硗碛藏寨·神木垒、

达瓦更扎景区等４个景区为脉络，观赏红叶彩林的

最佳旅游路线。在一年一度红叶彩林季中， “熊猫

老家”宝兴五彩斑斓，尽显独树一帜的一面。座座

拔地而起的新城、生机勃勃的美丽新村；片片连绵

山野的绿意，在 “绿变金”思路下发展喜人的生态

产业基地；熊猫古城、邓池沟、硗碛·神木垒、达

瓦更扎等国家４Ａ级景区。宝兴是 “活着的森林博

物馆”，森林覆盖率 ７２０４％，植物种类多达 １８３５

种，有大熊猫、川金丝猴、雪豹、云豹、白唇鹿、

林麝、马麝、羚牛等１００余种珍稀保护动物。

图１１６　微纪录片《当一天中国人—雅安蒙顶山茶》宣布开机（市地方志办供图）

旅游宣传推介

【微纪录片 《当一天中国人———雅安蒙顶山茶》正

式开机】　３月２７日上午，在第十四届蒙顶山茶文

化旅游节开幕式上，“体验中国”微纪录片 《当一

天中国人—雅安蒙顶山茶》拍摄正式宣布开机。

“体验中国”微纪录片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

推广局的指导和推动下，由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与五洲传播中心联合发起的对外宣传项目，所拍摄

的微纪录片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传推介。该片

以雅安茶旅融合发展为主题，囊括蒙顶山、名山万

亩观光茶园等绿色生态环境，邀请外国体验者来雅

体验茶制作、茶技茶艺、茶旅游等，将雅安丰富的

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背景、茶旅融合产业新发展等

亮点集中展现，借助 “体验中国”品牌资源，推动

雅安茶文化 “走出去”，让国内外更多人进一步了

解雅安，感受雅安特色。

【２０１８雅安市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会】　３月２８

日下午，２０１８雅安市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会在雅

举行。经过前期深入对接和洽谈，投资推介会上共有

１８个项目签约，投资总额２６４８５亿元。签约项目涉

及茶叶深加工、文旅、康养、农业等领域。

【２０１８年芦山旅游推介会在成都举行】　７月 １９

日，由芦山县旅游局主办，四川省懒虫国际旅行社

承办的 “秀美新芦山·生态康养地”芦山旅游推介

会在成都明宇尚雅酒店隆重举行。芦山县有关领导

和部门负责人出席推介会，

懒虫国旅董事会负责人、龙

门洞、青衣江漂流等景区负

责人、成都电视台、四川电

视台、私家车广播、腾讯大

成网等２０余家媒体和成都各

旅行社代表以及游客代表参

与本次推介会。

【四川·雅安旅游推介会在香

港举行】　１１月 ６日下午，

四川·雅安旅游推介会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举行。推介会

上，雅安分别与香港四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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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７　四川·雅安旅游推介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现场 （雅安日报供图）

商会、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香港中小旅行

社协会、华润创业有限公司、香港招满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下一步，雅安将充分利用香

港企业优势，在旅游开发、康养产业发展、农产品

精深加工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绿色发展示

范市建设。特别是２０１９年将启动 “万名港人游雅

安”活动，组织香港同胞来雅旅游，提升雅安在香

港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图１１８　特色文化旅游产品会展出的荥经砂器 （市地方志办供图）

【雅安市举办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展】　１２月 ５—８

日，作为第二届四川旅游新媒体营销大会暨中国·

大熊猫文化联盟成立大会系列活动之一，雅安市在

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办特色文

化旅游产品展。特色文化旅游产

品展集中展示雅安各个县区的特

色文化旅游商品，汉源花椒、芦

山木雕工艺品、蒙顶山茶、荥经

砂器等。通过特色产品的展出，

充分彰显雅安地域文化品牌，进

一步提升雅安文化旅游品牌的知

名度。

【第三届二郎山冰雪节发布会在

成都举行】　１２月２２日，天全

旅游资源推介暨第三届二郎山冰

雪节发布会在成都市宽窄巷子举

行。天全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二郎山喇叭河景区等

企业负责人以及有关媒体记者、旅行社参加推介

会。本次推介活动着力围绕 “二郎山品牌”推介天

全旅游资源，推介二郎山冰雪节，推介天全旅游商

品，使天全走进成都，走向世界。活动时间为期一

周，包括 “把天全带回家”旅游特色商品展销、天

全摄影展、摆放天全活动水牌等内容，活动形式丰

富，吸引不少游客和市民关注。

精品旅游线路

【大熊猫文化探秘之旅】　成都—雨城碧峰峡 （熊

猫基地）—上里古镇—宝兴空石林

—熊猫古城—蜂桶寨·邓池沟—硗

碛湖—硗碛藏寨·神木垒—夹金山

—荥经龙苍沟—石棉栗子坪 （孟获

城）—西昌。

【茶文化寻根之旅】　成都—名山

牛碾坪—至美茶园绿道—红草坪—

茶马古城—蒙顶山—雨城上里古镇

—金凤山—中国藏茶村—芦山飞仙

关—天全茶马古道—紫石关—荥经

新添驿站—汉源清溪茶马古道—清

溪古镇—清溪文庙—甘孜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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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５阳光康养之旅】　成都—荥经县云峰山—龙苍

沟—牛背山—汉源县花海果乡—汉源湖—大渡河大

峡谷—石棉县安顺场—王岗坪—栗子坪 （孟获

城）—西昌。

【最美Ｇ３１８自然生态之旅】　成都—名山百丈湖—

至美茶园绿道—蒙顶山—雨城区周公山—碧峰峡—

上里古镇—中国藏茶村—芦山飞仙关—天全县紫石

关—喇叭河—二郎山—泸定县。

【民族民俗文化风情之旅】　成都—雨城中国藏茶

村—芦山汉姜古城—根雕一条街—宝兴熊猫古城—

和平藏寨—硗碛藏寨·神木垒—达瓦更扎—荥经砂

器一条街—石棉安顺场—蟹螺堡子—栗子坪 （孟获

城）—西昌。

【汉文化之旅】　成都—雅安高颐阙—廊桥—博物

馆—芦山东汉石刻馆—王辉石棺—根雕一条街—汉

姜古城—龙门古镇—大川河—成都邛崃。

【红色文化之旅】　成都—名山百丈关—蒙顶山—

雨城上里古镇—龙泉新村—荥经胡长宝纪念馆—石

棉安顺场—天全二郎山—红军村—芦山飞仙关—红

军碑刻—古城村—宝兴灵关石城—熊猫古城—夹金

山—阿坝小金。

【美丽乡村之旅】　成都—名山临溪新村—至美茶

园绿道—红草新村—蒙山新村—雨城余家村—中里

新村—庙
"

新村—芦山飞仙关镇—龙门古镇—宝兴

灵关石城—雪山新村—和平藏寨—硗碛藏寨—天全

南天新镇—凤翔新村—紫石关—荥经发展村—青岗

村—汉源三强村—同心村—石棉三索窝—七里坝—

松林藏寨—孟获彝家新村—西昌。

【春赏花之旅】　成都—雨城桃花山—荥经龙苍沟

（杜鹃花）—安靖 （珙桐花）—牛背山 （杜鹃

花）—汉源九襄 （梨花）—双溪乡 （桃花）—石

棉金果长廊 （花果同树）—天全喇叭河 （杜鹃

花）—芦山大川河 （杜鹃花）—宝兴东拉山 （野生

桂花）—夹金山 （杜鹃花）—阿坝小金。

【品春茶之旅】　成都—名山蒙顶山—茶马古城—

万古红草坪—中峰观光茶园—双河骑龙场—茅河茶

乡水韵—成都。

【夏避暑之旅】　成都—名山蒙顶山—雨城碧峰峡

—上里古镇—白马泉—荥经龙苍沟—石棉孟获城—

王岗坪—天全喇叭河—芦山大川河—宝兴东拉山—

硗碛藏寨·神木垒—夹金山—阿坝小金。

【秋品果之旅】　成都—汉源九襄镇三强村—双溪

乡申沟村—清溪镇—前域乡—大树镇—汉源县城。

【观红叶之旅】　成都—宝兴东拉山—峰桶寨·邓

池沟—硗碛湖—硗碛藏寨·神木垒—夹金山—天全

喇叭河—芦山大川河—成都邛崃。

【冬赏雪之旅】　成都—名山蒙顶山—荥经龙苍沟

—石棉栗子坪 （孟获城）—王岗坪—天全喇叭河—

芦山大川河—宝兴硗碛湖—硗碛藏寨·神木垒—夹

金山—阿坝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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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

图１１９　１１月２７日，成都·雅安协同发展大项目签约仪式 （市发展改革委供图）

【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提出２０１８年经济体制改革

重点任务，形成 《２０１８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要点》，

建立 《２０１８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台账》，提出６７项

改革举措，明确各项改革举措的牵头单位、责任

人、工作进度安排、成果检验形式等。优化完善经

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联络

员工作制度，组织成员单位召开６次小组会议，研

究制定出台经济体制改革领域２４个改革方案，提交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后印发实施。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方案》，积极协调推进 “三去一

降一补”重点工作。出台 《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

见》等系列文件，推进建设市信用门户网站和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

【西部开发】　２０１８年，围绕重大基础设施、生态

环境、民生工程建设三大领域，谋划储备一批重大

项目，成功向上争取雅安市大熊猫国家公园邛崃山

———大相岭片区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

费１００万元。推动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

设发展，提升建设四川省碲铋产业技术研究院，成

功为石棉县亿欣钙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钙化焙烧提钒

专用粉体制备工艺技术攻关争取到２０１８年攀西战略

资源创新开发专项资金４００万元；为石棉阔山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３００吨精碲生产线项目争取到

２０１９年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专项资金５００万元。

出台全面创新改革 《雅安市 “９张清单”》，全市茶

产区茶园认领制管理助力脱贫、重点投资项目全程

代办新机制纳入全面创新改革全省第二批可复制可

推广经验。

【产业发展】　２０１８年，大力发展旅游康养 （含文

化、体育）、汽车及零部件、林竹、茶、绿色载能、

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中医药及大健康、石材循环

经济８个重点特色产业，着力加快构建以汽车及机

械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清洁能源、农产品加工、

现代服务业五大千亿产业和大数据产业为主体的

“５＋１”绿色产业体系。汽车及机械装备制造、先

进材料、清洁能源、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分别增长

９９％、１７７％、３９％和２０１％，现代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 ８８％。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１３３∶４６９∶

３９８。代拟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雅安市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四川雅安经

济开发区、四川汉源工业园区、四川石棉工业园

区、成都—雅安工业园区、四川荥经经济开发区、

四川天全经济开发区、四川芦山经济开发区、四川

宝兴汉白玉特色产业园区 ８

个开发区纳入 《中国开发区

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年

版）。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

公司新建年产５０００辆新能源

客车整车项目获省发改委核

准。争取到独立工矿区改造

搬迁中央预算内投资 ２３９９

万元。

【能源发展】　２０１８年，胜

利电站投产发电，锅浪跷电

站、出居沟电站主体工程加

快推进，新庙电站开工建设。



!""# !$%&'(()

*+,-

!

"

#

$

综合经济管理

!""# !$%&'(()

*+,-

*+,.

２３９　　

综
合
经
济
管
理

川藏铁路雅安牵引站、万里１１０千伏扩建工程建成

投运，送出加强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建设。雅

安—汉源九襄段天然气管线建成投用。

【节能降耗】　２０１８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

降２２２％。２０１７年度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

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考核获省节能减

排办通报表扬。制定 《雅安市园区循环化改造三年

推进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经开区成功创建四川

省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项目管理】　加强项目储备库建设管理，成立雅安

市项目编研中心，制定 《雅安市项目储备库管理办

法》。制定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 “项目攻坚年”工作方

案》，确定市以上重大项目３６４个，总投资１３６０５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３４４８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１９３个。印发 《关于强化重大项目快速落地和建

设推进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健全重大项目 “谋划储

备、领导干部挂联、基础保障、调度通报、督促检

查、考核奖惩”六大机制。３６４个市以上重大项目全

年完成投资３４８８亿元，完成年计划投资的１０１１％。

其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１５９６亿元，完成

年计划投资的９７８％；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１４３１

亿元，完成年计划投资的１０６８％；重大民生和社会

事业项目完成投资３５８亿元，完成年计划投资的

９４６％；重大生态和环保项目完成投资１０３亿元，

完成年计划投资的１０４８％。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３０４个 （次）项目

（含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进行招标，中标金额

合计６４４８亿元，节约资金１２１９亿元，节资率约

１５９％。牵头起草 《雅安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

设管理办法》，按程序报送市政府审定后印发。为进

一步加强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变更管理，有效扼制

“低中高结”现象，研究起草 《雅安市建设项目工程

变更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

批流程，建立健全加快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的长效

机制，制定印发 《关于规范和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

批流程、提升项目前期工作效率工作方案》。

【社会事业发展】　２０１８年，争取社会事业领域中

央预算内投资项目１５个 （估算投资１４９３７万元），

争取到中央预算内资金１１８８４万元。其中：安排天

全县人民医院门诊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

资金１６５４万元、石棉县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

地中央预算内资金１２４５万元、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

科普教育中心中央预算内资金２２００万元、大熊猫国

家公园宝兴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中央预

算内资金 １７６０万元。全年完成 １０个项目的立项、

可研、实施方案、初步设计概算投资审批。开展３

次社会事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督查，下发整

改通知４份。开展文化旅游重点项目落地雅安投资

建设有关考察、谈判、协调工作。积极推动建设大

周公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区和蒙顶山生态旅游康

养产业园区。积极配合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工作，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对雅安经济社会

影响的综合分析，形成 《关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对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

【国有资产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地方国有企业资

产总额达到８４８亿元，所有者权益３３９亿元，实现

营业收入２２亿元，利润总额３４亿元。其中：市属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６５４亿元、所有者权益２６５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５亿元、利润总额 ３８亿

元。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较去年

增长１４％、１１％、１９％。

【国有企业发展】　２０１８年，雅安国有企业全年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４４８５亿元，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

９８６７％。交通建设方面，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承建雅安综合客运枢纽项目竣工交付使用；雅

安市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雅快速通

道、多营青衣江大桥等项目有序推进。城市建设方

面，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桃花岛公园、熊猫

绿岛女娲补天雕塑建成；雅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藏茶城周边道路、中农批配套道路、大兴二

桥快速推进；雅安市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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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雨名快速通道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旅游发展方

面，雅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蒙顶山景

区收购并启动 ５Ａ级景区创建工作，花间堂酒店、

智选假日酒店等精品旅游酒店建成投入运营。水利

设施方面，雅安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铜头饮水

项目、南郊水厂饮水工程基本完工，永兴水厂加快

推进。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整合，雅安市供排

水公司整合到雅安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雅安

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整合到雅安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四川蜀通运业有限责任公司整合到

雅安市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进雨城

区、天全县、荥经县、汉源县和经开区国有担保资

源与雅安市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整合，雅安

市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５亿

元，单笔担保金额放大到５０００万元。启动交通建设

投资基金、旅游产业发展基金组建。

　　　　图１２０　９月２８日，市委书记兰开驰率队在雨城区检查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市安监局供图）

【国有企业改革】　２０１８年，完成雅安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剥离工作，搭建资本运营平台，

逐步改革转型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强化股

权管理和资本市场化运作。雅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注入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优化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结构。完

成天力公司抵押资产处置，回笼前期垫支１８９亿元

职工安置资金。完成５路

民营公交接收工作，实现

主城区公交国营化。完善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完成市属国有企

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规

范国有企业负责人公务履

职待遇，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试点推行外部董事制

度，向６户市属重点国有

企业分别委派１名外部董

事，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

水平。

【国有资产监管】　起草

《雅安市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

调整优化国资委监管职能和方式，解决国有资产监

管中越位、缺位、错位问题。完善国有企业负责人

考核办法，建立 “公开承诺、阳光考评”机制，推

行市属国有企业 “一把手”承诺上岗。在全省率先

探索实现公务员与市场化选聘专职监事相结合的监

事会双轨运行机制，提升监事会的履职能力。建立

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强化市属国有企业债务风

险控制工作；启动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新一

轮债券发行工作，缓解偿债风险。整合出资人、监

事会、纪检组等力量，对市属国有企业投资、产

权、财务、考核分配、选人用人等重点环节监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发生生产安全类事故８４

起，死亡６７人，受伤６３人；直接经济损失３３０３９１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１４２９％、８２２％、

２９９７％、９８％，实现事故 “四下降”，全市未发

生重特大事故。６月７日，发生１起道路交通较大

安全事故。全市有效减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杜绝

重特大事故发生，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安全生产检查】　从７月起至年底，组织开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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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专项整治和安全生产大检查，全市共出动检

查组２９９８组，其中：暗访组１５６组，检查企事业单

位１３５４１家次，发现安全隐患１０５７１项，整改１０４２６

项，整改率为 ９８６％ （按期整改率 １００％）。投入

隐患整改资金 ７０４６９万元，停产停业整顿 ２５家，

暂扣吊销执照３个，打击违法违规２３００起，整治违

规违章行为７５７９起，经济处罚２７９９９万元。

【安全生产监督】　２０１８年６月，开展全市第一轮

综合督查，７月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督查，９

月开展安全生产第二轮综合督查暨安全生产大检查

第二轮专项督查。共组织２３个督查组，对全市各县

（区）开展 “全覆盖”督查，共计督查８８个部门、

乡镇，以及 ９６家企业，共发现一般安全隐患 ３０７

处，均按期整改完毕。６月按照 《雅安市安全生产

巡查工作制度》，组成３个巡查组对名山区、宝兴

县、芦山县进行第二轮巡查，对督查巡查中发现的

问题，以 “罚点球”的方式将隐患通报给各县

（区），督促做好隐患闭环管理到位。

【重点行业安全监管】　推进尾矿库 “头顶库”综

合治理，对汉源宝通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 （黑石

沟）尾矿库等全市三座 “头顶库”尾矿库开展综合

整治，分别于２０１８年６月和１１月经过汉源县政府

组织评估合格后报雅安市人民政府，全市尾矿库

“头顶库”综合治理工作按时间节点要求全部完成。

实施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事故隐患治理，截

至年底，全市地下矿山总数３９个，涉及矿种有铅锌

矿、硫铁矿、石膏矿、芒硝矿、锑矿等，除芒硝矿

外，其余矿种均以空场法开采。初步确定全市地下

矿山中存在采空区隐患较大的矿山有１２个，其中汉

源县、宝兴县和天全县为重点区域，铅锌矿、硫铁

矿、石膏矿为重点矿种，截至年底，基本完成采空

区隐患治理任务。四川宝兴三兴汉白玉开发有限公

司地下机械化开采项目被省安全监管局确定为省级

“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示范项目，大理石地

下机械开采 （平硐）安全技术走在全国前列，获得

奖补资金１００万元。全面摸排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

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３４家；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４００台，长期在外地 １０８台；重大危险源 ６家，

液化石油气充装站６处 （雨城区２处，名山区、芦

山县、汉源县、石棉县各 １处）；主要涉及盐酸、

硫酸、液氨、液氯、丙烷、硫化钠、电石、成品

油、磷酸、硝酸、黄磷、氟化氢、高氯酸钾、氯酸

钠、异氟尔酮二胺等共计３０余种。摸清人口密集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底数，需要搬迁的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 （雅安市永盛乙炔气体有限公司），通过

前期协调工作，该企业已于２０１８年８月拆除全部生

产设备。抓好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全市８个

县 （区）除石棉县没有通天然气外，共涉及１８条

天然气管道，１１家天然气公司，长度５１７公里。完

成烟花爆竹 “两关闭”任务。通过烟花爆竹零售摊

点专项整治，关闭不符合要求的烟花爆竹零售摊点

１４２家，全市共有烟花爆竹零售摊点５６４家。

【事故双控预防机制】　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

险。全市２０００余家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重

点行业企业隐患自查自改自报率达９０％，重大安全

隐患按期整改率达１００％，一般安全隐患按期整改

率达１００％。对煤矿、非煤矿山和危险化学品在建、

在产企业进行全面摸排，共摸排风险点１６９处 （其

中：一级风险点１８处、二级风险点８６处、三级风

险点５４处、四级风险点１１处），对煤矿、非煤矿山

和危险化学品绘制安全风险四色电子分布图，其他

行业领域此项工作有序推进。

【煤矿安全监管】　制发 《雅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雅安市煤炭行业绿色发展化解过剩产能实施意见

的通知》 （雅府发 〔２０１８〕１３号），推进化解煤炭

过剩产能工作，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原则上生产能力３０

万吨／年以下落后产能的煤矿企业全部退出。２０１８

年关闭退出９处煤矿、退出产能８７万吨，占全省今

年关闭煤矿数量和产能的４５％、４１％。省局下达雅

安市煤矿完成或申请机械化改造项目２４处指标任

务，２０１８年预拨付８处煤矿项目专项资金１１６７８２

万元，全市实现机械化矿井１７处，正在改造９处，

超计划２处，超目标任务１０８３％。省政府将天全

县、荥经县列为２０１８年度煤矿安全监管 “重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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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县”并列入年度考核。１２月，天全县通过验收，

顺利摘除 “重点监控县”帽子。

【安全生产基层建设】　全市现有二级安全生产标

准化企业共计７６家，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６５９

家；雅安市经开区全区企业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企

图１２１　７月２日，在汉源县召开全市安监局长工作会 （市安监局供图）

业，创建率达１００％。建设省级安全社区，２０１８年

全市共建成四川省安全社区５个 （包括纳入民生工

程的２个新建省级安全社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２５０％。共带动各类项目资金８６５３４万元。全市

安全社区建设自开展以来，共投入资金１４００３万元，

带动各类项目资金 ２０９７６４万元；惠及群众 ２７３５

万人，覆盖 ２１个乡 （镇）、街道；对农村房屋安

全、道路交通、用电消防、水利设施等安全隐患进

行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依法建立安全生产领导和管

理机构，在高危行业企业中全面落实配备注册安全

工程师的规定。组织开展第１７个全国 “安全生产

月”活动和第二个 《安全生产法》宣传周、安全生

产知识网络竞赛、执法亮剑行、媒体宣传、应急演

练、宣讲等一系列的活动；实行企业全员安全生产

岗位责任制、安全生产 “双公示”制，加强对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

员等 “三类人员”的培训，推动企业建立全员安全

生产培训教育机制。

【安全教育培训】　举办全市一般企业主要负责人、

管理人员培训班６期，总计培训３２５人次；举办道

路交通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培训班４期，总

计培训２１４人次；举办高危行业管理人员培训班１５

期，总计培训３６８人次；举办电工特种作业人员培

训班３１期，总计培训１４４２人次；举办焊工作业培

训班１１期，总计培训３０７人

次；举办煤矿特种作业人员

１２期，其中：新训３３２人次，

复训１０６人次。

【安全生产执法】　实行月通

报、季分析、年考核的执法

调度分析制度，强化安全生

产执法规范化建设。２０１８年

全市共查处一般事故隐患

３５３６项，行政处罚１５７家次，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生产经营

单位 ４家次，处罚款 ７２６１７

万元，其中事故罚款 ５２２８８

万元，监督监察罚款 ２０２９９

万元。

审　计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１８年，重点抽查省、市重点

项目２５个，涉及项目总投资９３２０亿元；完成重点

项目跟踪审计 ３个，涉及项目总投资 ４３３５亿元，

提出审计建议５４条。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结算

审计，截至年底，全市审计机关共完成政府投资项

目结算审计７１６个，送审金额４７１１亿元，审定金

额４２４０亿元，审减高估冒算金额４７１亿元，审减

率９９９％。

【经济责任审计】　全市共完成经责审计项目 ２８

个，查出问题金额 １５２亿元，促进增收节支

４０４７８万元，移送纪检监察机关６人，提出并被采

纳审计建议１２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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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审计】　全市共查出未及时缴库的非税

收入８３５亿元，财政专户销户后未按规定缴入国库

的资金１９２亿元，支出挂账１９４４亿元，违规出借

私营企业财政资金０１９亿元。

【社会保障审计】　对市本级和８县 （区）２０１７年

保障性安居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的计划、投资、建

　　图１２２　建设银行企业执照全程电子化业务授牌仪式 （市工商局供图）

设、分配、运营等情况进行审

计，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２９２５８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２９４６８５

万元；处理处罚应上缴财政

２９２５８万元，责成被审计单位自

行纠正金额２９４６８５万元。

【领导离任审计】　开展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施

甘孜州白玉县委书记县长自然资

源资产审计，并组织 ８个县

（区）探索开展乡镇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审计，引导雅安各级

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

绩观。

【扶贫审计】　开展强农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

通”使用情况交叉审计，共抽查３６个部门、７７个

乡 （镇）、延伸调查２２５户农户，发现５２个问题涉

及资金９９０８１８万元，移送违纪违规问题和案件线

索１４件。

【外资审计】　统筹县 （区）审计局完成５个世界

银行贷款四川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项目城建子项目公

证审计；完成对荥经县世界银行贷款灾后重建项目

公路子项目的审计。

工商行政管理

【商事制度改革】　修订印发 《雅安市企业住所

（经营场所）管理办法》，推进全市 “三十三证合

一”“证照分离”、简易注销等改革，运用 “互联网

＋政务服务”，网办事项达８６％。开展银行营业网

点导办企业全程电子化业务工作，推进全市压缩企

业开办时间至２个工作日，实现工商窗口 “办照零

见面”“最多跑１次”“１小时办结”（全国５个工

作日，四川３个工作日）。全市通过简易程序注销

企业４８２家，占全部注销企业的５１３９％。

【市场主体】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新增企业２５８０户，

企业户数达２０１２７户，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４７％，超

额完成省政府考核目标任务４７个百分点。全市实

有公有企业 ２９０９户，注册资本 ４９８亿，私营企业

１４５８４户，注册资本５３２亿元；个体工商户１０７４２９

户，资金数额 ９８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９７４户，

出资总额７３亿元。企业同比增长１０８４％，个体工

商户同比增长 ５２５％，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比增

长５３４％。

【民营经济发展】　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

业。办理动产抵押２１３件，其中企业１７５件、个体

工商户 ３８件，融资 １１３０２２３４万元。指导评审 ３４

户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２户民营企业评为

２０１７年度四川省 “诚信守法示范企业”，４户企业

评为市级 “诚信守法企业”。走访２２０户企业，收

集意见建议，为企业排忧解难，被省工商局表扬为

“工商进万企·问计放管服”活动优秀单位。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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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雅安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市委市政府表

彰２０户优秀民营企业、２０位优秀民营企业家，天

全县党委政府、荥经县党委政府、市纪委监委机

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工商

局 （市民营办）、市工商联等７个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先进单位。市工商局 （市民营办）获得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先进单位称号。

雅安市优秀民营企业家名单表

　表２７

姓　名 所属企业及职务 所属县区

赵　强 四川泛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何宗义 雅安吉选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雨城区

梅　杰 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永刚 四川八益大狮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强 四川蒙顶山味独珍茶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名山区

　
　

雷　勤 四川双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稳胜 荥经华盛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荥经县

　
　

曹博威 汉源县源富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德军 四川省汉源化工总厂董事长

汉源县

　
　

黄云华 四川贡嘎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查洪峰 四川石棉华瑞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石棉县

顾　兵 四川日科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怀毅 四川省天全长河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　军 天全润兆鲟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天全县

　
　

张　海 雅安市迅康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陈伟东 芦山县通达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芦山县

　
　

肖勤勇 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龙俊义 四川省宝兴县二轻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宝兴县

　
　

牟科向 雅化集团雅安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中均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开区

　
　

雅安市优秀民营企业名单表

　表２８

企业名称 所属县区

雅安茶厂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峰物流有限公司

雨城区

　
　



!""# !$%&'(()

*+,-

!

"

#

$

综合经济管理

!""# !$%&'(()

*+,-

*+,.

２４５　　

综
合
经
济
管
理

!

续表

企业名称 所属县区

雅安市名山区运发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蒙顶山丰丰茶业有限公司

名山区

　
　

四川富天红石材有限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塔山有限责任公司

荥经县

　
　

汉源源富锌业有限公司

汉源县永丰和食品厂 汉源县

汉源锦泰矿业有限公司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贡嘎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石棉县

　
　

天全县二郎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天全胜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天全县

　
　

芦山县青衣江纺织有限公司

四川淮南堂食品有限公司

芦山县

　
　

四川宝兴三兴汉白玉开发有限公司

宝兴县华锋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宝兴县

　
　

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经开区

四川吉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健全信用监管机制】　２０１８年，全市企业年报率

达到９９３７％，名列全省第３位；农民专业合作社

年报率９９９３％。全面完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全

市共１０户企业）和全市２０１７年度 “双随机·一公

开”（全市８９８户企业）任务。对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库满三年的１６６户企业，开展信用信息核对，１３１

户企业被省局列入 “即将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公示。为 ６０户企业办理移出经营异常登记。

协助３３户吊销并已注销企业的业主，到省工商局解

除法定代表人限制。依法依规吊销１４户企业营业执

照。全年申报省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３９家，

公示市级 “守重”企业６６家、县级 “守重”企业

６９家。

【红盾春雷行动】　以 “净市场、护民生、促发展”

为主题，开展 “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 “整治网络

购物秩序”“治理旅游消费环境”和 “房地产行业

专项整治”４个子行动。全市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５５３件，查处并公开曝光雅安市某医院发布虚假广

告、荥经县林某等人非法传销、石棉徐某侵犯他人

注册商标专用权等１０起典型案件。

【市场专项整治】　召开市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

会议，集中开展整治会议营销专项行动，突击检查

会销场所８处，疏散参会老人５００余人次。加强广

告监测，办理广告案件１３件，专项检查全市３４个

房地产项目广告，立案调查５件。配合全省工商系

统广告工作会议在汉源县顺利召开。开展 “地标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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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３　４月３日，市工商局在天全县召开农贸市场规范化管理现场会（市工商局供图）

源”保护行动，查扣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标识 ２０４

万套。组织开展全市 “２０１８网剑行动”，检查网站、

网店５６７个 （次），实地检查网站、网店经营者２２６

个次，摸排涉嫌违法线索 （网络）２１条，责令整改

　　图１２４　市工商局开展２０１８年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抽检工作 （市工商局供图）

网站４个，立案查处网络案件１２

件，查处４件网络传销案件。开

展文明城市创建，在天全县召开

全市农贸市场规范化管理现场

会。完成雨城区平安市场、姚桥

市场、北三路以街以路临时市场

的搬迁。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对商贸集市、批发市场等

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 “市

霸” “行霸” “菜霸” “肉霸”

“鱼霸”等黑恶势力和市场治安

乱象乱点线索每周集中排查，通

过摸排、群众举报、上级交办、

部门移送等提交相关线索１５条。

【市场安全检查】　加强安全生产许可材料审查和

节日市场安全检查，制定市工商局 《２０１８年 “安全

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落实中央环境督查后续

工作，制定 《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落实中央第五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拟定环

境污染治理 “三大战役”流通领域商品抽检计划，

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流通领域成

品油质量抽检工作，共抽检

汽油、柴油６０个批次。

【消费维权执法】　１２３１５投

诉平台等共受理各类消费投

诉、举报、咨询 ７６１０人次，

调处率达 ９９％，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达 ２６８余万元。

全市消委会组织共受理各类

消费投诉 ３２０件，调处率

９７％，为消费者挽回和避免

经济损失 １１６余万元，支持

消费者提起诉讼 ３起，接待

来访咨询３万多人次。

【商品质量监管】　开展 ２０１８年红盾质量维权行

动、２０１８年 “质量月” “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

组织抽检流通领域农资、消防器材、建筑材料、儿

童婴幼儿服装、汽车内饰、涂料、粘胶剂等商品

３２２个批次。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严防 “地

条钢”死灰复燃、“地沟油”清理等专项整治。

【商标品牌战略】　开展 “商标助企大走访”活动、

“雅字号”商标资源调研，整理全市９５件未注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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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资源进入 “商标储备库”。鼓励龙头企业和行业

协会争创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加强商标专用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与市法

院建立商标保护协作机制。全市新增注册商标１２２１

件，累计注册商标总数６４５２件；新增省著名商标６

件，复审认定省著名商标 ９件。农产品商标新增

２０３件、地理标志商标新增１件，全市已注册农产

品商标２０７８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１９件。

【商标便利化改革】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雅安成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第一批扩大商标受理业务

范围试点城市，新增加包括商标变更、续展、转让

等２３项受理业务，实现商标受理业务全覆盖和

“一站式”服务。雅安商标受理处成立以来，累计

受理商标申请２３３２件，成功注册商标６２３个，帮助

８家企业办理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６０１０万元。

【“红盾助农”工程】　开展合同帮农工作，推行涉

农合同示范文本５２份，办理涉农动产抵押登记６１

份。开展 “地理标志商标精准扶贫”工程，助力打

造雅安农业 “金字招牌”，引导荥经黑砂文化产业申

报注册荥经黑砂地理标志商标，指导 “汉源花椒”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组织企业参加２０１８中国国际

商标品牌节暨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蒙顶山茶业有限

公司、雅安义兴藏茶有限公司、蒙顶山味独珍茶业有

限公司荣获 “２０１８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汉源

县花椒协会获得 “２０１８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贡献奖”

“２０１８年度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

价格管理

【价格监测调控】　加强价格监测和调控，及时分析

预警重要商品价格运行情况，建立完善生猪等重要商

品市场调控机制。适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切实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开展城市供水供气、电信、商品房销售等领域价格检

查，受理各类价格举报和咨询案件５０８件，办结率

１００％。开展各类价格检查４６０余次，召开提醒告诫

会１３次，发放提醒告诫书５０份。做好资源性产品价

格管理，成功争取留存电量政策继续执行２年，形成

政策资金１５亿元；成功争取２０１９年起对新增绿色

载能企业结算电价按０３５元／千瓦时 （其中：大数据

企业结算电价按０３４元／千瓦时）的优惠电价政策。

全面实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加快推行居民

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完成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

耗材加成改革。推动碧峰峡等５个４Ａ级景区门票价

格按降幅不小于１０％降价，实行最高限价，并对特

殊群体实行减免优惠。

【行政事业收费管理】　２０１８年，继续实行行政事

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做好 《四川省行政事

业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１８年）和 《四川省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２０１８年）》的公示和贯彻

执行工作。贯彻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包

括免收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

的农民涉及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和所有中小学

校舍建设项目涉及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停征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专利收费 （国内部

分）中的专利登记费等；降低部分无线电频率占用

费。进一步规范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草原植被

恢复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做好涉农收费和价格公

示工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

益。配合财政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涉企收费情况

规范工作自查自纠专项行动，主动查找困扰企业和

群众办事创业的各类收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逐

一核查整改，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进一步增

强政府公信力。

【价格认定和成本监测】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开展涉

刑案件价格认定２５２件，认定金额６６５７０万元；涉

纪案件价格认定１件，认定金额０６５万元；涉行政

案件价格认定６件，认定金额８６１１万元；价格争

议纠纷调解７件，调解金额２１５０１万元。围绕城市

居民主副食品零售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城市

居民服务价格等所涉及的各项监测品种开展价格监

测；对元旦、春节、国庆等节假日期间居民必需品

价格做好应急监测；对监测的重要商品价格出现异

常波动时做到及时预警预测；完成对大、小春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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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直报调查任务及常规所有品种的调查任务及种

植业主要农产品期间成本等农产品成本调查任务；

开展调定价的成本监审和重要商品成本调查。

招商引资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全市共执行招商项目 ３８４

个 （其中新建项目 １２８个），引进到位市外资金

４２０５亿 元，完 成 市 下 目 标 任 务 ３９５亿 元 的

１０６４６％，同比增长 １２％。引进国内省外资金

１５００９亿元，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１４０亿元的

１０７７９％。全年新引进亿元及以上项目８１个，总投

资３８５６５亿元。其中：雨城区１０个，名山区８个，

天全县１１个，芦山县１３个，宝兴县６个，荥经县８

个，汉源县 ７个，石棉县 １１个，飞地园区 （经开

区）７个。新引进亿元项目中，投资额５亿元及以

上项目３０个，投资额１０亿元及以上项目１５个。组

织参加和成功举办雅安市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

会、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雅安市投资推介会和第十

七届西博会雅安市投资推介会、川浙、川粤经贸合

作推介会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上等重大投资促

进活动，累计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９０个，总投资

７７０５７亿元。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及引进重大项目情况表
　表２９

地

区

２０１８年
全市招

商引资

到位资

金预期

目标

（亿元）

１—１２月
完成到

位资金

（亿元）

完成目

标任务

的％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引进国

内省外

到位资

金预期

目标

（亿元）

１—１２月
完成国

内省外

到位资

金

（亿元）

完成目

标任务

的％
（百分比）

新签约重大产业项目目标数（个）

投资额

１亿元
及以上

目标数

（个）

其中投

资额

５—１０
亿元目

标数

（个）

１—１２月
引进投

资额１亿
元及以

上项目

数（个）

其中投

资额

５—１０
亿元项

目数

（个）

其中投

资额１０
亿元及

以上项

目数

（个）

全市

合计
３９５ ４２０５ １０６４６ １４０ １５０９ １０７８ ２７ ９ ５１ ３０ １５

市本级 ３０ ２１４１ ７１３７ — — — — — ０ ０ ０

雨城区 ３２ ３７２９ １１６５３ １３ １３２６ １０１９ ３ １ ６ ４ ２

名山区 ３２ ３３０４ １０３２４ １３ １２５６ ９６６ ３ １ ３ ５ ３

天全县 ４５ ５３５１ １１８９３ １５ １７０１ １１３４ ３ １ ８ ３ ２

芦山县 ３９ ３９２４ １００６１ １２ １３ １０８３ ３ １ ９ ４ ２

宝兴县 ３９ ４４７３ １１４６９ １２ １３７７ １１４７ ３ １ ４ ２ ０

荥经县 ４４ ５２０９ １１８４１ １５ １６９５ １１２９ ３ １ ５ ３ ３

汉源县 ４７ ４７２１ １００４４ ２０ ２１ １０５ ３ １ ４ ３ ０

石棉县 ４６ ４９９８ １０８６５ ２０ ２３０７ １１５３ ３ １ ８ ３ ２

经开区 ４１ ４２ １０２４４ ２０ ２０２８ １０１４ ３ １ ４ ３ １

【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会】　３月２８日，雅安市

人民政府在雅安倍特星月酒店举办雅安市旅游康养

专题投资推介会，专题推介雅安茶产业、旅游、康

养等产业项目，邀请到知名企业 （协会）１１０家

２００余人参会，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１８个，总投资

２６４８５亿元。

【雅安举办投资推介会】　４月１７日下午，雅安市

在成都市首座万丽酒店举行雅安市投资推介会，推

介雅安投资环境和投资机遇，签约２２个招商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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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５　２０１８雅安市投资推介会签约仪式 （市投资促进局供图）

目，总投资１７２７２亿元，项目涉及现代物流、基础

设施、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投资推介会前，市领

导先后会见广州医药集团、四川中达国芯、西藏正

祥、成都力兴投资、川商基金、四川川藏物流、远

德控股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就拟在雅投资项目进行

实质性洽谈，促进这些项目落地实施。

【雅安参加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９月

２０—２４日，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成都举

办。雅安市在展示中心１－２号连接馆 Ｎ１２０设雅安

展馆，面积１２９５平方米，以 “天府之肺·生态雅

安”为主题，重点介绍区域协同发展、绿美生态提

升、绿色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开放创新驱

动、发展成果惠民 “六大工程”，展示汽车及机械

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清洁能源、农产品加工、现

代服务业和大数据产业的 “５＋１”绿色产业发展成

效。９月１９日，雅安市在成都世外桃源酒店举行雅

安市投资推介会，会前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成

都世外桃源酒店二楼水仙厅、芙蓉厅先后会见哈尔

滨三马兽药业有限公司、宁波菲仕电机有限公司、

四川北新大弘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攀峰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爱普科技、四川绿色大有实

业等企业负责人，对接促进重大在谈招商引资项

目。会上，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４５个，总投资

２８６２亿元，其中：１０个项目参加省级平台集中签

约，项目总投资额达２４８５亿元。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行政服务许可】　２０１８年全面加强和提升政务服

务质效，动态调整主动服务事项清单，梳理后的行

政审批事项 （１３个大项，６５个子项）、未归类备案

事项 （１０个大项，１７个小项）全部纳入 “最多跑

一次”清单。梳理事项的设定依据、办理条件、应

交材料，升级再造办事流程，最大限度缩短办理时

限。取消审批环节１个，合并相互关联的审批事项

２项，纳入 “即办件”审批事项７项，全面落实办

理时限承诺制 （平均提速率８５％左右）。全年接受

群众来人来电咨询１６００余人次，受理各类许可５５３

件，办结５４８件，未发生有关行政许可的投诉，群

众满意度１００％。

【食品安全监管】　推进 “双安双创”，指导汉源县

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启动天全、宝兴食品安全

示范县创建。命名第一批１１个食品安全示范乡镇，

开展第二批２１个示范乡镇创建。推进放心肉菜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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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６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验收检查现场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供图）

超市创建，完善采购模式，统一冷链物流标准，３

家申报超市通过验收。全面开展非洲猪瘟防控专项

检查，对冷库及外来输入生猪产品全覆盖排查，对

排查出的０１吨疫区冷冻生猪产品 （有合格证明手

续）无害化处理。畅通肉制品质量安全应急响应通

　　图１２７　工作人员向群众演示使用快速检测设备检测样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供图）

道，严防问题肉流入餐桌。推进雅安地方特色食品

安全标准建设，《蒙顶甘露茶》《雅安藏茶企业良好

生产规范》２项行业标准通过审查并发布实施，

《〈八月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发布并于９月１日

正式实施。

【餐饮环节监管】　实施餐饮业质量提升 “五大行

动”，打造餐饮示范街、小摊贩示范街，全面推进

“明厨亮灶”，３０９３家餐饮单位完成明

厨亮灶，占持证企业的 ８２％；３６２１家

餐饮企业接受动态评级，持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餐饮企业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

实现全覆盖；３５４６户小餐饮进行备案，

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有效提升。

【盐业管理】　２０１８年１月，全市市县

两级监管部门与原盐业稽查所完成职能

移交，新承接盐业监管职能的经信、食

药监部门正式按照职能分工启动盐业监

管工作，盐业监管至始实现政企分离。

职能移交后，经信、食药监部门积极开

展盐业监管工作，多次不定期开展

食盐市场安全大检查，对照职能移

交清单对盐业监管工作进行研判分

析，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对相关

法规文件进行学习，强化监管业务

技能，保障盐业监管过渡期全市食

盐市场安全有序。２０１８年，全市通

过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定向招录

考试方式，共招录１１名原雅安市盐

业系统工作人员进入经信、食药监

系统工作，完成原盐业系统人员安

置分流工作。

【不良反应监测】　全市收集、核

实、评价、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１６１７份，严

重报告数９１份。其中：新的、严重的病例报告５２０

份，新的和严重报告所占比例为３３％；上报医疗器

械不良事件病例报告２２１份，其中严重病例报告４７

份，严重报告所占比例为２１％；收集药物滥用监测

报表２７９份；收集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病例报１５７

份；并对４１２份病例 （５１０次）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报告进行分析上报，未发现风险信号。

【风险应急监测】　召开风险研判例会１００次，２８２

家食品生产企业纳入风险分级管理。打造 “大抽

检”格局，完成４６８９批次食品药品抽样抽检，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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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全市食品药品安全水平。在全省率先挂牌成立食

品药品快检中心，形成食品、药品领域快检能力双

覆盖。发挥食品快检车的 “移动快检室”作用，完

成２８４９批次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落实抽检信息公示

制度，公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９期，公布

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信息７期。及时响应舆情，主

动向社会回应 “长春长生疫苗”相关情况，开展问

题疫苗排查，疏导社会情绪，避免公众恐慌，经排

查，雅安市未发现问题疫苗流入。

【化妆品监管】　对辖区内１５０家化妆品经营企业

进行现场检查，完成相关信息化数据录入。开展化

妆品流通环节专项整治，对１９批次的染发类化妆品

进行专项抽验，严格查处购销渠道和标签标识不规

范等违法违规行为。２０１８年，查处化妆品类违法案

件２６件，罚没入库５１４余万元。

【药品监管】　对辖区内１７家药品批发企业、７家

药品连锁企业、６６４家药品零售企业进行现场检查，

完成相关信息化数据录入。组织开展全市药品购销

渠道专项整治、药品 “净网２０１８”专项行动。完成

６５６批次药品抽验任务。协调华润三九与华润三九

（雅安）药业有限公司共用配方颗粒前处理和提取

车间审批落地；帮扶雅安迅康药业有限公司获得

《药品生产许可证》和六个曲剂批准文号转移。

【医疗器械监督】　开展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用医

疗设备专项检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飞行检查、无

菌植入性医疗器械专项检查，避孕套、装饰性彩色

平光隐形眼镜、无证经营医疗器械与经营无证医疗

器械等６个医疗器械专项治理行动，完成医疗器械

抽样 ４５批次，检查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１１２０余家次，出动执法人员２７６０人次，警告 ７家

次，责令改正 １８８家次，立案 ２３件，结案 ２４件

（接２０１７年１件），罚没３０９万元。

【中药监管】　深入荥经县黄柏种植基地、汉源县

川牛膝种植基地就种植情况、销售情况、面临问题

等进行调研，与相关企业就产、供、销平台建设与

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交换意见。跟进雅安迅康药

业曲剂品种落地雅安申报药品转注册现场核查工

作，督导雅安三九中药材产业化公司、御鼎堂、同

善堂，助推雅安中药产业做大做强。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及特种药械监

管】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特殊药品、含麻黄碱类复

方制剂、易制毒化学品、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整治

工作。监控使用特殊药品生产普通药品生产企业华

润三九 （雅安）药业有限公司的罂粟壳流向１０次，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 （雅安

西康医药有限公司）流向１０次，其余第二类精神

药品经营企业 （雅通、奥泽、实德）流向 １０次

（奥泽已于２０１８年３月份取消二类精神药品经营定

点）。对相关企业和具体管理负责人进行约谈，签

订特药经营责任书并对经营全程实现网络监管，坚

决杜绝特殊药品的流弊。

【违法行为查处】　突出问题导向，针对监管中发

现的难点、热点问题，集中开展药品流通领域、地

沟油、边销茶、校园周边 “五毛食品”等近４０个

专项整治。全市立案查处 “四品一械”违法案件

８００件，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１家，移交司法机关５

件，销毁假冒伪劣物资２００余件，罚没入库４７３１６

余万元。

【投诉举报宣传与受理】　创新宣传载体，依托

“微信公众平台、短信平台、新闻网站、电视媒体

＋现场宣传”线上线下宣传模式，开展监管动态宣

传、舆情引导。在 《舌尖上的安全》 《民生１２３》

《周末话雅安》等栏目播放专题片近２０期，推送相

关动态１５０余期，发布动态新闻２０００余条，发送短

信１４万余条，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

１２３３１接报处理效率，全市接收投诉举报 ７６８件，

立案３２件，结案２７件，按时办结率１００％。

【智慧食药监管建设】　以市食品药品安全应急指

挥中心为 “互联网＋监管”的基础和核心，推进县

区食品药品网格化监管指挥中心、食品药品投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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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２８　市民使用手机扫描猪肉溯源二维码查询猪肉信息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供图）

报中心和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建设，为行政监管、安

全预警等提供高效、畅通的信息保障。全市１６万

余家监管对象信息录入平台，１９００余家经营企业安

装信息化监管软件，实现企业信息 “一网查”。全

市５８６所学校食堂接入信息化监管平台，率先实现

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在雨城区、名山区、经开区试

点 “地沟油”智能收运和智慧监管，从源头对餐厨

垃圾进行监管。在雨城区中心城区范围内推行猪肉

追溯体系建设，雨城区农贸市场、超市等１５０余家

猪肉销售摊点悬挂二维码查询牌，消费者通过扫描

二维码查询猪肉全程溯源信息，确保猪肉来源可

追、去向可溯、质量可控。

质量技术监督

【质量强市】　代市委、市政府起草 《关于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统筹建立大质量工作机

制，协调相关部门合力抓好产业质量、产品质量、

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等重点领域质量建

设，指导雅化集团、雅安三九药业等企业开展质量

提升工作。代市政府撰写 《关于推进产品质量发展

工作情况的报告》和 《关于推进产品质量发展工作

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牵头做好接受全省质

量考核工作，２０１７年

度质量工作考核结果

为 Ｂ级，较上一年度

名次上升４位，质量工

作考核得分及名次连

续３年逐年提升。牵头

对 ８个县 （区）政府

开展质量工作年度考

核，推进质量品牌建

设，提升 “雅安造”

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开展品牌建设调

研，完成雅安市特色

产品品牌建设情况的

梳理汇总工作，对全

市名牌企业开展证后

监管，重点对生产经

营、企业发展情况以及名牌产品的质量等方面开展

检查，全市３１家第十二届 “四川名牌”企业的产

品、服务质量稳定。开展雅茶质量对标提升工作，

完成 《茶叶标准汇编》及４６个样品检测和数据采

集。推进全市６３家企业、１４９项企业标准完成自我

声明公开工作。

【产品质量监督】　开展省级皮鞋、烧结砖、工业

用重质碳酸钙等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任务２０５个

批次，合格２０５个批次，合格率 １００％。执行市级

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任务１４类，２８２个批次，其

中合格 ２７９个批次，不合格 ３个批次，合格率为

９８９％。检查危化品及危化品包装物生产企业 ２４

家。对４家水泥企业进行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加强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后全覆盖监管，检查工业产品

获证企业４６家。推进企业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有效防范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

【计量惠民】　突出对安全、民生、能源等重点领

域计量监管，开展节日市场计量专项监督检查和市

场公平秤现场检定，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强化

社会诚信计量监督，检查大型超市３８家、集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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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９　市质监局开展茶叶交易市场计量监督检查（市质监局供图）

３３家、加油站１０２家、加油机３５６台。引导企业遵

守行业诚信计量守则规范，开展诚信计量承诺、宣

言等自律活动，全年与加油站、眼镜配制店、大型

集贸市场、超市签订诚信计量承诺书５０余份。

【计量认证】　推进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荥

经、芦山两县申报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通

过市场监管总局专家组现场答辩，石棉县成功创建

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雨城区通过省局考评被

命名为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截至年底，

全市成功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１个，省级

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２个，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

创建区３个，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创建区）创建

数位居全省第二。

【标准化建设】　坚持标准引领，四川一名微晶公

司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通过国家标准

委和国家发改委考核验收。《蒙顶甘露茶》《雅安藏

茶企业良好生产规范》２项行业标准正式获准发布，

促进行业新型标准体系建设。贯彻执行新 《标准

法》，批准发布 《汉源甜樱桃生产技术规程》《荥经

砂器 （黑砂）》《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荥经砂器加工技

术规范》《厕所革命农村户厕建设与管理规范》首

批雅安市地方标准。开展雅茶质量对标提升工作，

完成 《茶叶标准汇编》及４６个样品检测和数据采

集。推进全市６３家企业、１４９项

企业标准完成自我声明公开

工作。

【特种设备监管】　加大对重点

场所、重点设备、重点时段特种

设备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日常监督检查。检

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１１３６家次，

检查特种设备 ２１０５台次，校验

安全阀 １２９８只，检验车用 ＣＮＧ

气瓶７１只，检验压力管道２２００

米。配合省特检院完成 ４０台水

晶釜检验工作。排查安全隐患

５５７起，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指令书１５０份，立案查处２７起。组织、指导开展应

急救援演练５次。２０１８年全市未发生特种设备使用

安全事故。

【执法维权】　加强对农资、建材、儿童玩具、日

用消费品等重点产品执法检查，维护产品质量安

全，提高人民群众对产品质量的满意度和安全感。

出动执法人员２７１２人次，检查企业９５５家次，立案

５４起，涉案金额１０８６万元。开展农资产品执法检

查专项行动，检查化肥生产企业２家次，农资经营

户１４０家次，化肥品种２３个共计１５００余吨，农药

１６个品种，抽样检查化肥３０组。加强 “１２３６５”系

统应用管理，全年受理 “１２３６５”举报投诉 ２０起，

回复满意率 １００％。接受国家质检总局电话抽查

４１次。

【检验检测】　国家茶检中心通过资质认定 （扩项）

现场评审，通过的检测能力为１大类６个产品２９个

参数。省石材制品监督检验中心建设通过资质认定

现场评审，通过的检测能力为２大类１７个产品６４

个参数，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通过省质监局验收，挂牌运

行。全年完成产品质量检验２６０４批次 （组），检定

计量器具 ５６３８６台 （件），检验特种设备 ４２８８台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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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持续推进 “雅安藏茶”等

特色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对 “蒙

山茶”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维护地

理标志产品的质量特色和品牌信誉。

国土资源管理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　重点对中心城区、各县城

区，国道３１８线、１０８线、３５１线和省道２１０线、旅

游重点线路的乡镇、村庄开展动态巡查，组织执法

监察人员对市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各县区群众

反映强烈的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和

制止国土资源各类违法行为。全年派出动态巡查次

数１１３９次，参加巡查人数３９５８人次，通过各渠道

发现和制止土地违法行为３６件，涉及面积１９１１５

亩；全市接听 “１２３３６”举报电话共计５个，其中２

件为土地问题，２件为矿产问题，１件为无效线索；

其他渠道交办件１３件，均按规定调查核实处理；按

时回复部省两级１２３３６（含厅长信箱转办）转办件

４件。全年共检查矿山企业及场所４１２家，重点巡

查、检查矿山企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开采行为，督

促矿山企业建立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规章制度和地灾

应急预案，做好雨季防滑坡、防垮塌、防泥石流工

作，确保安全生产取得实效。

【城区砂石资源专项整治】　立案查处砂石资源违

法行为４件，罚没款１５８５万元；非法运输砂石案

２宗，罚款 ２０万元，没收砂石 ９２立方米。印发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砂石管理暂行办法》《雅安

市河道外砂石资源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持续

开展全市河道外砂石资源专项整治工作。

【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　２０１８年度矿产卫片违

法图斑６个，涉及宝兴、天全、石棉、汉源县四县。

其中５个违法图斑均已立案查处整改到位。

【国土资源违法案件】　发现和制止土地违法行为

３６件，涉及面积１９１１５亩，耕地７２９５亩；发现和

制止矿山违法行为２９件，立案查处２９件，土地矿

产案件罚没款１１６８２万元。

【“大棚房”清理整治】　全市共排查１２６５６个农业

设施，面积１６４１１５７亩，其中：塑料大棚４５４８个，

占地面积 ３３８１４４亩；日光温室 ５８个，占地面积

７８５２亩；连栋温室 １３８个，占地面积 ３１０６３亩；

其他设施７９１２个，占地面积１２６４０亩。按国家、省

“大棚办”要求，持续开展清理排查整改工作。

【矿产资源管理】　督促矿业权人完成２０１８年度勘

查开采信息公示；建立雅安市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

息公示实地核查专家库；根据省厅随机摇号确定的

名单，省、市、县 （区）分别组织专家对全市 ２０

个矿业权勘查开采信息进行实地核查。完成５８宗探

矿权勘查实施方案 （设计）审查上报，审查办理市

本级采矿权１２宗，审查转报省国土资源厅颁证采矿

权申请１５宗。

【不动产登记】　２０１８年，全市累计发放证书

４２９７０本，证明 ４４６１８份。其中：市本级发出证书

２０６１６本，证明２５９０２份。

【第三次国土调查】　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

《关于转发国务院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通知的

通知》，成立领导小组，结合雅安市实际，编制

《雅安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全市共落

实三调工作人员５６人，编制经费３４３６万元。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加快全市已批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进度，全市土地供地率达到７４３２％。加强

土地征收储备和管护，做好 “退二进三”搬迁企业

原址土地移交，因地制宜对储备土地进行合理管护

利用。严格将控制性指标纳入用地使用条件，加强

工业用地的项目准入审定，进一步提高工业用地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

【用地报批、供应】　全年全市上报建设用地报件

１１批 （件）次，面积２１０公顷；领回省人民政府土

地征收批文３批 （件）次，面积４６５０公顷。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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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地１９３宗，面积８７８公顷，实现土地成交价款

４０亿元。

【土地综合整治】　启动土地整治项目６个，建设

规模３７８０公顷，新增耕地３４６６７公顷；完成１个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成高标准农田 ３９３３４公

顷。完成 ２１个土地整理项目验收，转移耕地 １

万亩。

【耕地保护】　将耕地保护纳入政府国土资源目标

管理和国土资源部门目标考核管理体系，印发 《加

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利用周

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管

理；严厉打击各类破坏耕地的行为，确保全市耕地

保有量继续保持在９６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７９７万公顷以上。

【土地规划】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使用土地利用年度

新增用地计划指标１８６５１公顷；完成成雅高速金鸡

关互通及服务区项目、省道１０４线南郊至孔坪段提

升改造工程等市级重点项目用地预审；名山区１１个

灾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已全部实施。

【征地拆迁安置】　２０１８年，雨城区中心城区启动

征地搬迁新建项目 ８４个，涉及征收集体土地约

８４００亩，搬迁约３０００户，搬迁安置约１２７００人；启

动征地搬迁项目７５个，７５个项目共涉及征收集体

土地 ７２０４９５亩，搬迁 ２８０２户，搬迁安置 １２０００

人，截至年底，７５个项目征地工作已完成，同时完

成３４个项目搬迁工作。全年累计完成搬迁４３７９人，

搬迁房屋面积４０万余平方米，组织倒房９９０余栋。

完成 ３８个项目的搬迁实物指标锁定工作，涉及

１９５５栋３９１０户，人口登记１４３１户６７０２人，实物复

核４８７户。

国家统计调查

【专项调查】　按照总队要求，选派２名骨干人员

参与２０１８年全国文明城市调查工作；选派１名骨干

人员参加 “调查队系统干部与地方干部双向交流情

况调研报告”的撰写工作。接受雅安市文明委委

托，组织开展 “２０１８年雅安创城第一次摸底测评调

查”，为雅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把脉问诊。开展

“短平快”专项调查调研，结合地方实际和老百姓

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自主调查。完成 《雅安上半

年房地产分析调查报告》《雅安市２０１８年一季度粮

食生存形势分析》《雅安市大春粮食生产形势分析》

《雅安春节前畜禽生产及消费情况调查》《四川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情况调查》 《雅安小微企业融

资情况调查》等６篇约稿信息；完成 《量价齐升·

热度不减———雅安房地产市场现状及思考》《优化、

治理加宣传，破解交通出行难———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城

区道路交通现状调查报告》 《校外培训·想说爱你

不容易—对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情况调查》 《居

民收入大幅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改善—改革开放四

十年雅安农村居民收支状况简析》 《雅安畜禽生产

因家总量减，寄代养受影响程度不大》等５篇自主

调研报告。

【城乡住户调查】　２０１８年，住户调查记账工作由

原来的纸质记账向电子记账推进，数据录入由原来

的单机版程序录入向应用系统平台联网录入。２０１８

年是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后开展调查的第一年，雅安

队对县 （区）业务人员集中培训３次，访点入户５０

余次，确保业务人员、辅助调查员和记账户熟练掌

握记账要求。成立电子记账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电

子记账工作实施方案，按月统计通报县 （区）电子

记账工作推进情况等工作。全年实现电子记账户

４５４户，占记账户的 ３７８％，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加强对县 （区）住户调查基础工作和数据质量的检

查走访，全年开展４次基础工作和数据质量检查，

开展实地检查１２次，以检查走访促数据质量提升。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２１９８

元，同比增长８３％，增幅居全省第１０位；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３２４２元，同比增长 ９０％，

增幅居全省第１６位。

【居民消费调查】　２０１８年，雅安参与消费、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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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计算的调查网点共１８７个，确定代表规格品

共１１２０个，实际采价规格品１５５１个，每月应采价

数３０５６个。从全年价格指数运行情况来看，所选调

查网点和规格能基本满足雅安消费价格调查工作需

要。２０１８年，在全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大背景下，雅

　　图１３０　雅安调查队人员在荥经县开展遥感测量工作（雅安调查队供图）

安ＣＰＩ涨幅温和，物价走势总体

平稳。资料显示：２０１８年雅安

ＣＰＩ同比上涨 １９％。其中，食

品价格上涨１０％，非食品价格

上涨２１％，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１９％，工业品价格上涨１３％。

【工业价格调查】　制定完善

《工价调查辅助调查员考核办法》

《工价调查企业考核办法》 《工

价调查企业定期走访制度》，每

季度对ＰＰＩ联网直报中企业和产

品信息对应性进行核实，确保无

错误、无遗漏。２０１８年走访企业

２２家，对更换统计人员的企业

再次送达统计关系法律告知书。每月以科室为单位

召开数据评估分析会，围绕工价调查月度或季度反

馈的数据成果，加大信息资料撰写力度，为党政领

导决策提供及时可靠高质量的信息支撑。全年向总

队报送工作信息１１条，采用８条，其中市县动态采

用５条，采用率同比增长５００％；向两办报送经济

信息３４条，采用２４条，采用率７０５％。据工业生

产者价格调查显示：２０１８年，雅安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 （ＰＰＩ）同比上涨３２４％，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同比上涨２４５％。

【农业数据调查】　全年分３次完成农作物播种面

积调查１２个样方，实施３个村的无人机飞行测量，

完成夏、秋主要粮食单产实割实测，实现农作物播

种面积由传统丈量 “对户”向遥感测量 “对地”的

统计方式新变革。完成雅安市农业基础工作成果展

示，前后５次核定完成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省市县数据核

定修订工作，实现历史数据与农普核定数据准确衔

接。完成全市１区３县范围内大型规模户４户，中

小规模户１０９户，２０个调查小区１０９１户养殖户的

日常监测，为新增监测户及时送去 “统计调查关系

告知书”“调查对象明白卡”“国家调查铭牌”。前

后５次核定并完成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历史数据核定，落

实农业处对雅安畜禽基础工作、样板点建设；完成

《雅安畜禽生产因价总量降量减寄代养受影响程度

不大》调查，并被总队采用。

【企业数据调查】　按照国家统计局和总队对采购
经理调查的具体要求，根据雅安本地样本分布广、

散的特点，将全市八个县区划分为 “石棉县，雨

城、名山片区，其他县区”三个培训片区，采取集

中培训和上门培训相结合，确保企业配合程度。分

模块讲解，从调查源头抓起，明确要求各企业负责

人和采购经理规范调查工作流程，减小调查误差。

联网直报通过培训、数据质量检查、约稿调研等机

会向企业负责人和采购经理宣传统计法律法规，加

深样本企业对采购经理调查工作的认识，根据采购

经理调查工作特点和填报人的特殊性，要求企业填

报人据实填报，不得迟报漏报虚报。将数据质量检

查和统计执法检查相结合，督促数据质量检查有问

题的企业进行整改，确保数据质量。

统　计

【统计分析监测】　２０１８年，雅安实现地区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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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ＧＤＰ）６４６１０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８１％，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０１个百分点，增速

排全省第 １１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８５８３亿

元，增长３９％；第二产业增加值３０３亿元，增长

８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５７２７亿元，增长８８％。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３５７８万吨，比上年下降０２％。

全年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 ２４７５２亿元，同比增长

９２％，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３８３％，工业对经济的贡

献率为４７６％，拉动ＧＤＰ增长３９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２％，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１９个百分点。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４６４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２４２９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０％。全年完成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００３亿元，同口径增长

１３４％。全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３２１９８元和１３２４２元，分别增长８３％和９０％。全

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１９％，保持低位运行，

低于３％的预期目标。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主要指标增速排位表
　表３０

指标名称 全省 雅安 排位 雅安比全省±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８０ ８１ １１ ０１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８３ １０２ １３ １９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 ９４ ８８ １３ －０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１０２ １２２ １１ ２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１１１ １００ １９ －１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８１ ８３ １０ ０２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９０ ９０ １６ ０

【统计信息咨询】　截至２０１８年度，撰写分析报告

４０余篇，上报统计信息５００余篇，上报两办及雅安

之窗４００余篇，省统计局市州工作采用９１篇。编印

出版２０１８年 《统计年鉴》，及时发布 《雅安市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雅安市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配合市政府目督办

做好相关目标督查管理工作，制定印发 《雅安市

２０１８年县 （区）统计基础工作考核办法》，按月整

理并向市政府、市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县

（区）、部门主要经济指标目标执行情况。围绕雅安

市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新农村发展等热点难

点问题，撰写分析材料３篇、能源预警监测材料１

篇。推进局队业务分工调整优化，完成规下企业全

部历史数据、有关资料和工作文件的交接。探索建

立数据雅安ＡＰＰ服务平台，建设全市宏观经济数据

库，实现移动 ＡＰＰ统计数据查询服务，为各级政

府、部门、社会公众提供高效数据服务。

【统计执法检查】　与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

衔接，将 《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

法》《统计法实施条例》 《通报》等纳入党政领导

重点学习内容，并通过法治扶贫、经济普查、统计

开放日等活动大力加强统计法治宣传。经市委编办

同意，成立统计执法监督支队，负责全市范围内统

计执法工作的开展。督促县区落实统计执法队伍建

设，将机构、编制、人员、装备、经费等落实到

位，并相继成立大数据管理机构。选派人员参加执

法人员业务培训，截至年底，全市有３１人取得行政

执法证，１５人取得统计执法证，两位执法人员进入

省执法骨干库。加大日常巡查和重点检查，对查实

的统计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５月，针对省

局执法监督局转办的四川省蒙顶山大众茶叶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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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表平台３月数据异动情况进行实地核查，确

保企业认识整改到位；１０月，针对省局执法监督局

转办的８月房地产数据异动查询书进行调查整改。

【统计普查】　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作为２０１８年

统计重点工作，细化责任分工，完成３０９１６个法人

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不包含个体户）清查底册。

截至年底，已 核 查 单 位 ３０８２３个，核 查 率 为

９９７０％；单位清查数 （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图１３１　９月４日，全市经济普查宣传工作会议 （市统计局供图）

２０８０５户，其中有效单位１８３５３户，无效单位２４５２

户；清查个体生产经营户５６９１２户，其中有证个体

户２９８４５户。此外，联合市委宣传部，在雅安日报、

雅安电视台、雅安统计微信公众号、雅安统计微博

等平台开展四经普宣传，报送工作信息，全面营造

四经普工作良好氛围。

【统计专项调查】　２０１８年５月，受雅安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开展卫生计生系统作风建设

调查；２０１８年９月受省局民调中心委托，开展２０１８

平安建设现场调查。２０１８年１０—１２月开展千分之

一人口抽样调查。

【统计年鉴编纂】　 《统计年鉴》是全面反映雅安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综合性年刊，为市

委、政府科学决策以及外地企业在雅安投资提供重

要参考依据。《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集全市各相关部

门之力，历时近一年，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完成印刷出

版，收录包括综合、国民经济核算、人口、劳动力

与工资、固定资产 （房地产）投资、能源、财政金

融、人民生活、农业、工作、建筑业、交通运输和

邮电业务、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和旅游、教育卫

生、市政公用设施和环保、市州主要经

济指标以及附录在内共１８个部分，并

面向社会公开征订。

【统计资料】　２０１８年，市统计局继续

出版发行内部交流刊物 《雅安统计》，

全年累计发行２期８００本。刊物包括统

计要闻、统计动态、数读雅安、经济运

行、调查研究等１１个栏目板块，为各

级领导、各部门了解雅安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提供便捷的平台。为反映１９７８年

改革开放以来雅安改革发展成就，市统

计局组织编印 《回眸四十年·拥抱新

时代—数看雅安辉煌巨变》一书，用数据展示雅安

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以及人

民生活等方面改革取得的成就，具有 “存史、资

政”功用，是雅安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缩影。此外，

２０１８年整理编印统计分析资料 《统计快报》１１期、

《经济数据大扫描 （２０１８）》１期、 《雅安主要经济

指标》１２期，并整理出版 《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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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雅安军分区

【思想政治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突出学习

习近平强军思想，严密组织集体学习，举办团以下

干部理论培训班，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扎实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图１３２　４月３日，雅安军分区组织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活动 （雅安军分区供图）

主题教育，持续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高标准完成每个专题集中辅导授课，组织

官兵职工和民兵到红军翻越夹金山、强渡大渡河、

百丈关战役纪念馆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广泛开展纪

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列活动，针对任务季度转换人

员思想特点，跟进搞好经常性思想教育，凝聚强军

兴军正能量。

【干部队伍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军委党的建设会

议精神，突出抓好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和军委 《决

定》的贯彻落实，全面分析军分区部队党的建设形

势，研究制定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具体措

施，逐级建立问题 “总台账”，认真抓好整改落实。

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班

子团结，努力营造和谐纯洁的内部环境。注重激发

内动力，班子带头弘扬奋斗精神和担当精神，为官

兵职工作出表率。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党支部

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功能不断增强，组织党支部书

记培训，提升建设支部的能力。积极探索加强民兵

预建党组织建设的路子，做法被 《中国民兵》刊

载。持续正风肃纪，扎实开展党的纪律教育，组织

党员干部观看专题教育片，及时利用上级通报的违

规违纪问题开展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明查暗访，

对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 “微腐败”问题清单开

展自查建账，狠抓整改落实，推

动军分区部队作风建设持续

进步。

【国防动员工作】　坚决贯彻习

近平主席训令，狠抓实战化训

练，结合雅安地质灾害频发实

际，以勤代训执行抗洪抢险、扑

灭山火、战备值勤等应急任务，

完成灾情观测、警戒疏导、群众

转移、河道疏通等多个训练内

容，有效提高军分区各级和民兵

队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全面

展开民兵调整改革，召开全市民

兵改革任务部署会、新建民兵应

急营任务推进会，深入研究编建

模式，形成班排编组 “定向精准”、建制营连 “一

专多用”的力量结构。深化兵役和征兵工作改革，

坚持以 “五率”量化考评为牵引，完成省下达的年

度兵员征集任务，全市无违反廉洁征兵规定问题。

完成２所大学１５所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训任务。

【正规化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新一代共同条令，

扎实开展 “学条令、训队列、整秩序”活动，组织

队列会操和办公秩序评比，着力规范官兵职工日常

行为。制定贯彻落实省军区 “三个一线”三年规划

的具体措施，在荥经县人武部组织召开正规化建设

试点现场会，出台多项管理规定，部队 “四个秩

序”得到有效规范。定期分析安全形势，扎实开展

安全教育和训练，修订完善防范与处置重大安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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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３　２月２８日，雅安军分区组织开展队列会操 （雅安军分区供图）

题预案，组织重特大事故风险评估，摸清安全底

数，建立问题台账，督导整改落实，确保部队安全

稳定。

【保障工作】　坚持党委管财理财，严格落实财务

管理规定，严密组织军分区财务培训，进一步理顺

工作关系，规范工作秩序。稳妥推进全面停止有偿

服务工作，按时间节点完成全区有偿项目的关停和

善后工作，投入经费对军分区临街门面房进行清理

整治，达到军营形象和周边环境相协调的要求。圆

满完成年度新兵被装精确化保障试点任务，新兵被

装适体率达到９９％以上。

【党管武装工作】　严格落实双重领导、第一书记

述职等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将党管武装工作纳入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目标考核，协调市委召开议军会

审议通过 《雅安市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实施办法》

《雅安市民兵工作经费及权益保障实施办法》。深化

全民国防教育，完成第四批省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申报工作，邀请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作国家安全

形势报告和党管武装知识辅导，安排宣讲骨干到市

委党校上国防教育课，组织干部到川农大、雅职院

和中小学上国防教育课，全民国防意识进一步增

强。认真履行军民融合协调职能，协调地方投入经

费推进市民兵暨反恐训练基地建设，整合军地训练

资源。做好应急处突工作，

出动民兵３２００余人次，出色

完成山火扑救、山洪泥石流

灾害抢险救援、河堤抢险、

道路保通执勤等任务，受到

地方党委政府、人民群众和

任务部队的好评。扎实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投入扶贫经

费１３０６４万元，协调引进资

金２１８９万元，启动和继续

推进帮扶项目２９个，结对帮

扶贫困户１８４户５９７人，芦山

县人武部帮扶的清仁乡芦溪

村接受军委脱贫攻坚检查考

评组检查，得到充分肯定。

【高校征兵宣传】　４月２５日，雅安市征兵办携手雨

城区征兵办开展高校征兵宣传活动，在四川农业大学

２０１８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实习生双选会上设立咨

询站，现场为青年学生提供咨询服务，通过 “面对

面”“点对点”的宣传，宣讲大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激

励政策，解答广大青年学子参军入伍相关问题。

【民兵应急力量实训】　５月１０日，雅安市民兵应

急力量实训实练誓师大会在三雅园举行，全市６００

余名民兵参加，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兰

开驰同志向新组建的市民兵应急营授予营旗，军分

区领导宣读干部任职命令，市国动委主任寄语全市

民兵，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训令，严格实训实练，

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全市民兵积极响应，组织重难

点课目示范教学，民兵干部骨干集训，接续开展民

兵专业培训，不断掀起实战化训练热潮。

四川省雅安市公安消防支队

【消防工作概况】　２０１８年，市消防支队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在火灾扑救、抢

险救援、社会救助、服务民生等方面扎实工作，火

灾形势平稳向好，全市连续２５年未发生重特大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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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实现部队安全和火灾形势 “双稳定”。圆满

完成 “３·１４” “１·２３”藏区维稳；成功处置雅西

高速荥经段、成雅高速名山段交通事故；参与宝兴

县陇东镇山洪泥石流、雨城区南外环山体滑坡等灾

　　图１３４　２０１８年全市消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市消防支队供图）

害事故抢险救援；达州 “６·１”好一新市场火灾增

援以及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排险等一系列 “急、难、

险、重”的灭火救援任务。全年共接处警１１１０次，

出动车辆１７３２辆次，出动人员１０７６８人次，抢救被

困人员２０９人，疏散人员 １８１３人，抢救财产 １３４３

万元。共计检查单位１４６２９家 （次），整改火灾隐

患２０９１０起，行政处罚２６９家，罚款６９６９５万元，

临时查封 １４１家，责令 “三停”１１６家，拘留

１１人。

【火灾基本形势】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共发生火灾４３４

起。从火灾成因分类看，用电不慎导致的火灾６４起，

电气火灾８５起，吸烟引发的火灾１０起，不明原因的

火灾１０起，生产作业导致的火灾２起，玩火引发的

火灾４起，自燃４起，放火１起，其他原因造成的火

灾２５４起。从区域火灾分布来看，雨城区共发生火灾

１５９起，县城城区发生火灾８３起，集镇镇区发生火灾

５７起，农村 （村、寨、屯等）发生火灾８９起，经开

区发生２起，其他区域发生火灾４４起。

【防火监管】　在高层建筑内增设电气火灾监控等

远程火灾监控系统，截至年底，在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安装消防远程监控系统８３套，安装率６５％。联

合市综治办组织开展网格管理员全员轮训，指导网

格管理员上线使用消防网格化管理系统，摸排网格

辖区，录入基础信息，排查

消防隐患，并提请市综治办

下发 《消防安全网格化服务

管理以奖代补实施细则》，落

实 “网格化”管理以奖代补

专项资金 １１８万元。推行

“放管服”工作，先后出台

《雅安市公安消防支队十条便

民服务措施》《建设工程消防

行政许可项目提前介入、定

期座谈、跟踪回访制度》《消

防行政审批技术帮扶工作制

度》《消防行政许可受理窗口

首问责任制》《雅安市公安消

防支队行政审批项目时间细

化表》等九项工作制定和措施，将消防行政许可关

口前移，按照一窗受理、后台审批、部门联动、并

联审批的方式，所有行政审批工作在政务服务中心

一窗办理。２０１８年共受理审核项目２７个，发出审

核合格意见书２３份，不合格意见书３份，受理验收

项目４１个，下发验收合格意见书３４份，不合格意

见７份，完成设计备案项目２０个，合格２０个。完

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项目２１个，备案不合格２个，

复验１个。

【消防基础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市基本业务经费预

算总收入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４８３％。和平路消防站正

式投入使用。新增快反车辆４辆，模块化运输车１

辆，叉车１辆，战保物资 ５６０件／套，购置泡沫 ３０

吨，初步实现水域、地震、山岳救援模块化集成投

送。推进灭火救援装备 “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

支队自行研发的 “消防遥控大绳横渡装置”在部局

革新装备评比中获得好评，入选部消防局２０项革新

成果全国推广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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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年，支队成立军政主官挂

帅的选退工作办公室，并成立消防员征召专班，将

退伍士兵和政府专职队员列为第一批消防员征召的

对象，在全市范围内摸底统计雅安籍２０１８年拟退役

士兵和拟参加招录的政府专职队员，建立台账，逐

户宣讲消防员征召政策和待遇，对全市范围内符合

招录条件，有意愿加入消防救援队伍、热爱消防救

援事业的退役士兵和政府专职队员进行统一体检、

体能测试。截至年底，全市有３８人 （其中部队退

伍人员２３人）在全市各消防站和政府专职队开展

跟班驻训见习，确保全市执勤实力不减。

【机构改革】　２０１８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强

化、优化、统筹国家应急能力建设，构建统一领导、

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明确公安

　　图１３５　雅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授衔仪式 （市消防支队供图）

消防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纳入行政编制，承担

灭火救援和其他应急救援工作。１０月９日，公安部

在北京举行交接仪式，全国１７万消防部队官兵集体

退出现役，雅安２００名消防官兵集体转制成为在应急

管理部统一领导和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的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

【领导名录】　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乌尔金洛 （女、

彝族）；支队长、党委副书记：熊军；副支队长、纪委

书记：胡万华；副支队长、党委委员：周海尚。

人民防空

【人防工程建设及管理】　２０１８年，共完成审批事

项３７项，易地建设３２项，结建５项，共计结建防

空地下室４６万平方米。其中：规模化人防工程４

个，面积４４万平方米，包括１个救护站和１个中

心医院；完成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项目５个，面积

３万平方米。全年进行 ４０余次关键环节验收和复

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时整改，全力保障工程建设质

量，全年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基层人防建设】　２０１８年３月，召开全市人防工

作会议，对人防重点

县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名山区建设防空地下

室项 目 ２个，面 积

９４００平方米，其中规

模化人防工程１个，面

积６０００平方米；天全

县建设防空地下室项

目１个，面积 ３６００平

方米，新增建设电声

警报器４台，建成１套

人防多媒体警报；汉

源县小型人防机动指

挥、信息处理系统竣

工并投入使用；荥经、

石棉、天全三县启动

人防建设总规编制工

作，天全县人防建设规划完成专家评审。

【人防宣传教育】　结合雅安新闻联播、周末话雅

安、民生１２３等栏目完成人防应急知识、相关法律

法规宣传２０条次，完成定点宣传４次，发放宣传资

料１５００余份。



!""# !$%&'(()

!

"

! "

*+,-

!""# !$%&'(()

*+,-

２６４　　

　　图１３６　雅安人防参加全省人防跨战区拉练 （市规建和住房保障局供图）

【民防应急工作】　

２０１８年，完成雅安

市人防应急指挥通信

支队日常训练３０次，

１５０小时；组织汉源

人防完成联合组网训

练１０次，检验技术

人员和设备在不同地

势和电磁环境下的人

防指挥通信保障水

平。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２３—３０日期间，组

织４名专业技术人员

（汉源人防 １名）参

与全省人防跨战区拉

练，本次拉练雅安人

防隶属南线梯队，跨

３省，途经宜宾、昭通、昆明、贵阳、遵义、内江６

市，拉动距离２１００公里，进一步提高长距离机动和

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



教育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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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５２５所

（含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２２３６６１人，教

职工１６３５９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４４２５人。全市共有

小学１５８所 （另有小学教学点 １４１个不计校数），

招生１４３１０人，在校小学生 ８８０８８人。初中 ７３所

（含九年一贯制学校２５所），招生１６４７２人，在校

学生４６０９２人。全市独立幼儿园２６８所，学前教育

招生２５３１５人，在园幼儿共４２０１９人。特殊教育学

校２所，在校学生共计１０２５人，其中随班就读学生

６８３人，送教上门学生１８３人，特殊教育学校在校

生１５９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８所 （雅安职业技术

学院附设中职班 １个，不计校数），招生４７３６人，

在校学生１２５６１人，其中：中等技术学校２所，招

生２４９０人，在校学生７５２１人；职业高中６所，招

生１４４９人，在校学生４２４３人；招收成人中专非全
日制学生７９７人，在校学生７９７人。普通高中１５所
（含高级中学４所，完全中学１０所，十二年一贯制
学校１所），招生７４５６人，在校生２１９２８人，普高
与中职在校生比例为１７：１。高等教育阶段：高等
职业教育学校 １所，招生 ５０８５人，在校生 １２８１４
人，另有成人大专生１５１人不计入在校生数 （高等

教育在校生口径，不含中职生）。全面完成 “普九”

义务教育任务，“普九”人口覆盖率１００％。教育事
业发展的主要指标持续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和全省

平均水平。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各类学校学生人数统计表
　表３１

学校类别
学校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教职工总数（人）

（所） （人） （人） （人） 合计 其中：专任教师

１普通中学 ８８ ２０６１７ ２３９２８ ６８０２０ ６３４１ ５９２２

高中 １５ ６８４４ ７４５６ ２１９２８ ２６０５ ２２９４

其中：民办 ３ ３９ ４１ ２１１２ ３４４ １９３

初中 ７３ １３７７３ １６４７２ ４６０９２ ３７３６ ３６２８基

础

教

育

其中：民办 ０ ９２ ４６２ １９５１ ０ ０

２小学 １５８ １７１０８ １４３１０ ８８０８８ ５５９７ ５４４２

其中：民办 １ １６９ ３１４ １１９２ ３６ １８

３学前教育 ２６８ １９２０２ ２５３１５ ４２０１９ ３２０５ ２０４６

其中：民办 ２３１ ６７３３ １０６７４ ２１６８８ ２４４６ １４７３

４特殊教育学校 ２ ２５ ３４ １５９ ２５ ２３

１职业高中 ６ １３１８ １４４９ ４２４３ ３１０ ２６７

２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２ ２２２８ ２４９０ ７５２１ ２０１ １４２
中等

职业

教育

　
　
　

３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０ ５８４ ７９７ ７９７ ０ ０

高等教育 １高等职业教育 １ ３６０２ ５０８５ １２８１４ ６８０ ５８３

　　注：１因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教职工数计入初中阶段教育，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教职工数计入高中阶段教育，而专任教师是
按照教育层次进行归类，存在小学、初中教职工数据小于专任教师数据的情况。

２雅安市民办中学为完全中学，计入高中学校数，但有初中部及学生。
３雅安市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设有成人班，无独立成人中等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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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改革】　制定 ２０１８年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工作要点，建立 《雅安市教育局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２０１８年改革工作台账》。宝兴县 《建立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改革试点》、

石棉县 《健全加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改革试点》、

雨城区 《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试点》纳入

省级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点项目拟立项名单 （基

础教育）并通过省上督察评估。《关于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涉及 １８

项改革事项，完成１４项，占７７８％，正在推进４

项，占２２２％；《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涉及 １２项改革事项，

完成９项，占７５％，正在推进３项，占２５％；《雅

安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方案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专项改革方案》涉及 ８项改革事项，完成 ８

项，占１００％；３所学校实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

试点，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省贸易学校 ２０１８

年完成试点并实施销账；四川省学校体育区域整

体推进改革试点由雨城区具体实施，２０１８年全部

完成并实施销账。

【特殊教育】　指导汉源县加快特教学校建设，同

时实施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提高普通学校随班

就读的服务能力。２０１８年，结合教育脱贫攻坚，落

实 “全覆盖、零拒绝”要求，全面开展义务教育在

校残疾儿童学情调查，防止残疾儿童失学辍学，同

时针对不具备入校就读能力的残疾儿童继续开展

“一生一案”送教上门服务，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为补

充的特殊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年全市义务教育学

校有残疾学生１０２５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

率为９３６％。

【教师队伍建设】　２０１８年，通过公开考试和考核

招聘教师、引进高层次人才、培养公费师范生等方

式补充教师６２９人，其中７０％新聘教师充实到农村

学校。不断完善国、省、市、县、校五级培训体系

建设，提高教师培训效益，组织教师９４５人 （次）

参加国、省级高端研修培训，１１０余名中小学、幼

儿园管理层干部参加百名校长领导能力提升培训，

累计建成９个市级名师工作坊汇集近３００名教师参

与研修，全年通过各种形式培训教师达３６６万余人

次。推进教育人事制度改革，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全年交流轮岗３２５名教师到农村学校、薄弱学

校，占应交流教师数的 １１％，超过省定 １０％的目

标。深化教师职称改革制度，采取 “材料评议 ＋全

员答辩”评价方式，进一步提高职称评价的针对性

和科学性，６６１名教师通过高级职称评审，４名教

师通过正高级职称评审。３个集体被评为四川省教

育工作先进集体，１人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育工作

者，５人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２６８名教师参加

省级及以上各种竞赛获得奖励，其中１１名教师获得

国家级奖励。

【民办教育监管】　印发 《雅安市教育局关于加强

民办教育学校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清理整顿民

办教育学校 （机构），对符合办学条件的民办教育

学校 （机构）在市、县 （区）政府网站、电视台进

行公示。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雅安市成实外高级中

学正式落户雨城区，雅安北附实验学校正式落户名

山区并于２０１８年秋季实现开学。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治理，制定 《雅安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

方案》，全市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２１８所，发现存

在问题１５６所并全面完成整改。

【信息化建设】　持续推进 “三通二平台”建设，

全市除１４所基点校未接入互联网外，其余中小学全

部接入宽带并逐步提高带宽入口，实现 “校校通”；

全市 “数字化教室”达４０００余间 （部分县区已覆

盖到功能教室），实现 “班班通”；“人人通”完成

１１０５９名教师、１１１０９２名学生实名制注册，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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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９２５％和７１０１％，分别位列全省第二和第

一，形成人人可用、人人能用的网络学习空间。在

２０１８年度四川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１件作品

获省二等奖、９件作品获省三等奖；在２０１８年度四

川省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中，２件作品获省一等奖、

１件作品获省二等奖、７件作品获省三等奖、市教

育技术信息管理中心获评优秀组织单位。雨城区

《信息技术环境下义务教育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的路径研究》、芦山幼儿园 《互联网 ＋山区县幼儿

园家园共育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实践研究》、

名山中学 《初中生物编程教学实践研究》和天全中

学 《农村普通高中数学教师信息素养评价体系研

究》４个课题申报立项为四川省级教育信息技术科

研课题。

【校园安保】　开展市、县 （区）教育部门及学校

信息平台应用操作培训，推动学校安全教育标准

化、规范化、常态化。会同壹基金对 １０２所雅安

“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学校２４０名骨干教师进行培

训，组织５个县 （区）１５所学校５０００余名师生开

展应急安全体验活动。成立 “校园应急管理”工作

坊，举办雅安市第三届 《生命生态安全》优质

课展评活动。出台 《学校安全管理全过程追溯制度

（试行）》《雅安市学校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实施

方案》 《雅安市 “十三五”学校食品安全重点工

作》《雅安市教育系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２０１８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护校安园”创建 “平

安校园”专项工作方案》 《雅安市加强中小学生欺

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雅安市中小学生欺凌防治

落实年行动实施方案》及全市学校食品安全风险评

议考核办法，建立市级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欺凌防

治工作责任体系和制度体系。全市食堂供餐学校达

９８５２％、学生达９８９４％。在全国防震减灾知识大

赛四川赛区决赛中市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２所学

校分获二、三等奖，１所学校被认定为省级防震减

灾科普示范学校。在第二届 “平安中国看四川”微

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中，市教育局选送微电影作

品 《毒劫》获得省委政法委颁发二等奖。在市安委

会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安全生产党政同责工作目标绩效考

核结果中获评先进单位。

【教育经费投入】　实现义务教育全免费，免除学

杂费、教科书费、作业本费共计１３万人次，全年共

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１８万人；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９４万人；学前教育保教费减

免２３万人；为家庭困难普通高中学生发放生活补

助共计０７万人，免除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学生

学费０８８万人；为中等职业学校一、二年级涉农专

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

助０１８万人，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费０４３万

人；资助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０３４万人，普

通高校奖励资助项目资助人数２７０人。投入１０２４０

万元对农村薄弱学校进行改造。

【基础设施建设】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基本建设计

划投资９３９７８万元，其中：建安工程９３０７８万元，

购置设备９０万元。本年施工面积７１７１０平方米，新

增固定资产价值９３９７８万元。

【大中专招生】　２０１８年高考报名人数９６８７人，共

录取考生７７４４人，录取率８５６％，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其中：重点本科 ５７０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７４％；本科以上 （含艺体类、对口职教类）共录

取３１５９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４０８％，专科 （含艺

体类、对口职教类）共录取 ４５８５人，占录取总人

数的５９２％。在全省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中，雅

安市共有１３５４人被录取，占录取总人数的１７５％。

从类别上统计：普通类录取５５２１人，占录取总人数

的７１３％；艺体类录取１２３９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１６０％；对口职教类录取９８４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１２７％。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情况：空军工程大学飞

行技术专业录取１人 （同时被北航录取，双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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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录取５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录取民航飞行员

２人；提前批医学定向 １２人；专项计划共录取 ８９

人，其中高校专项２２人，地方专项６７人；免费师

范生１３６人；藏彝加试２１人；“９＋３”对口高职录

取２３２人。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参加全国各类成人高校招

生考试的考生有２１５８人，较２０１７年的１７８２人增加

３７６人。经过省招考委组织的统一录取，共有１８２６

人被各类成人高校录取，其中高中起点本科录取２０

人，高中起点专科录取 ６７１人，专升本录取 １１３５

人，录取率８４６％。

【高等自学考试】　２０１８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 （全年三次）报考总人数为 ８１０１人次，报考总

科次数为１７３６３科次。其中社会型专业报考总人数

为２５８０人次 （有新生８８８人次），报考总科次数为

６７１８科次，全年共有１９人获得毕业证书 （其中专

科１人，本科１８人）；应用型专业报名人数５５２１人

次，报考科次１０６４５科次。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　建立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保障机制，合理有效使用学前教育资

源，新建配套幼儿园与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保障城镇居民适龄

子女就近接受学前教育。中心城区有４所小区配套

园启动建设。

【教师资格认定】　开展春秋两季教师资格认定工

作，共认定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 １５４７名。４２８０

人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国考），报考科次９１９６科，

设置考场２０４个，涉及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

４个层次。全市１１７８人注册教师资格。

教学　教研

【教学改革】　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

“新高考”背景，以学生学科素养培养为方向，以

信息技术和学科深度融合、互联网 ＋教育和大数

据学情为抓手，促进中小学课堂转型和教师专业

水平提升。将 “立德树人”主题贯穿学科教研活

动、赛课活动、论文评比等活动中。雅安中学、

名山中学等学校将德育序列化、课程化。开展

“雅安市普教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评选百节语文、

历史、政治等示范课”活动，在名山召开 “牢记

使命，立德树人，谱写教育新篇章”主题校园长

论坛活动，全市各县 （区）教育局、教研部门负

责人，中小学 （含学前教育）校长 ４００余名共同

探讨 “立德树人”与教育管理、学校发展有机融

合。利用大数据分析，提高全市中学课堂教学精

准性。各学科积极开展信息技术和学科深度融合

实践，举办雅安市第五届微课大赛，收到微课

１４５０节，２０节获省一等奖、１４０节获省奖。 “一

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有８节课获评部级

优课。名山区数字教室 “优课 Ｖ２”资源，５０％的

学校和教师建成自有教学资源库，抓好 “高效课

堂构建”和 “区内优质资源生成积累”。

【教育科研】　２０１８年立项 “四川省普教科研资

助金项目”７项，“雅安市普教科研资助金项目”

３０项，雅安市微型课题 ２００项。在名山区召开

２０１８年度四川省教育科研 （川西南）片区 “小学

国学教育”成果推广暨学术研讨活动。宝兴县

《“校本研修促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践路径》在

四川省首届校本研修优秀成果评选活动中获评一

等奖，另有２项获二等奖。天全中学 《基于多层

线性回归的普通公立高中学生学业成绩影响因素

的实证研究—以雅安市１２所公立普通高中为例》

获四川省教育科研课题 ２０１８年度阶段成果二等

奖，另有６项获三等奖。起草雅安市第三届普通

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办法并开展评审管理工作，

全市共有５５项成果参评，评出８个一等奖，１２个

二等奖，３０个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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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３７　１１月１４日，雅安市教育局与成都市教育局签订成雅教育协同发展合作协
议（市教育局供图）

【教育交流合作】　深化教育交流与合作，雅安市

教育局与成都市教育局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教

育教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管理、学生

互动交流、教育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促进教育协同发展。雅安市教育局正式加入

“眉乐资雅”职业教育联盟，开创职教区域合作新

格局，开启教师参加四市职教联盟技能大赛新

路径。

【学校法治教育】　制定 《雅安市教育局关于２０１８

年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行政办公会会前学法安排的

通知》，组织学习 《宪法》 《监察法》等法律法规。

推动法律进学校工作，依照中小学校课程设置标

准，系统安排各教育阶段法制教育的内容与体系，

各学段按课程设置安排课时，期末进行知识测验，

确保法治教育课时、教材、师资、经费、考试 “五

落实”。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法治讲座、报告会、

法治教育课等活动 ４８１场次／１７２０８７人次，开展宪

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３５３场次／６４９０６人次，开展防

治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宣传教育活动 ２４５场次／

１００６４３人次，开展领导干部和教职工法治专题学习

教育活动１７５场次／１１７５３人次，组织参观青少年法

治 （警示）教育基地

４７场次／２７７８１人次，

开展其他各类集中法

治宣传活动 １９８场次／

１２８５７１人次，媒体专

题宣传 ２５期，印发各

类宣传资料 １４４５３８册

（份）。汉源县九襄镇

小 （小学组）、石棉中

学 （初中组）、名山三

中 （高中组）获 “学

宪法讲宪法”全省演

讲比赛优秀奖，雅安

市代表队获全省 “学

宪法 讲宪法”知识竞

赛二等奖，全省第３名。梳理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

事项共计３５项，其中一体化平台运行４８项。开展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将教师资格认定事项确

定为 “最多跑一次”和 “即办件”，集中现场办理，

在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录入行政许可案件４８８件。

【语言文字测试】　举行４次普通话水平测试，共

３７９１名考生参加测试。抽调５００余名调查员参与全市

８县 （区）普通话基本普及县域调查，完成调查样本

数量３０７０个，超目标样本数２７０个。荥经县、芦山

县完成国、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国家库录入。制定

《雅安市教育局推普脱贫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和 《雅

安市学前学会普通话脱贫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开展

第２１届推普周等活动，选拔２名教师、２名学生参加

第四季 “中国诗词大会”省级选拔比赛。

阶段教育

【学前教育】　遵循 《幼儿园工作规程》 《３—６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防治和纠正幼儿园 “小学

化”，持续提高保教质量。组织教育行政管理干部、

园长教师赴学前教育发达地区参观访学，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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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激发创新动力，引导和鼓励幼儿园自主探索

实践科学保教路径。重点指导各县 （区）健全完善

普惠性民办园认定管理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一

批办学条件好、保教质量高、收费标准低的民办园

普惠性发展，着力改善学前教育供给结构。截至年

底，全市共认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１２４所，提供学

位总数１１８９１个，普惠园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２８所，普

惠性学位增加２８６９个，普惠性民办园学位占全市幼

儿园学位总量的２８３％，全市公办园与普惠园在园

幼儿占比达到７６７２％。

【义务教育】　在全市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的基

础上，将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转向内涵品质、服务能

力和质量水平提升，启动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示范县创建，促进县域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

发展。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实行县域教育整体 “一

盘棋”。雨城区实验小学联合雨城六小实现集团化

办学；汉源县在九襄镇小学集团化办学基础上，秋

季实施县城３所小学联盟办学；荥经县、天全县等

相继启动城乡学校结对发展的办学模式改革。出台

《关于推进我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指导

各县 （区）因地制宜探索建立课后中小学服务制

度，在天全县部分学校试点课后服务。

【高中教育】　名山中学被省教育厅正式命名为

“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全市形成２所省一

级、２所省二级示范高中引领高中教育发展的格局。

继续实施示范高中均衡定向招生，４所省级示范高

中招生计划的５０％实行均衡定向，计划指标向薄弱

学校、农村学校倾斜，雅安中学定向招生计划覆盖

到全市初中学校。建立高中阶段学校建设项目库，

按规划有序推进条件建设。２０１８年成功引进北大附

属实验学校、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２所民办学校，

高中教育供给结构逐步改善，公办民办高中教育互

补发展、竞争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

【职业教育】　制定印发 《雅安市进一步增强中等职

业教育吸引力的十条措施》。新开办老年人服务与管

理、民间传统工艺 （黑砂方向）、景区服务与管理、

电子商务等４个专业点，停办６个专业点。四川省档

案学校纳入四川省示范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四川

省贸易学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和荥经县职业高级中

学农村经济综合管理专业纳入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示

范 （特色）专业建设计划。发布雅安市中等职业教

育质量年度报告 （２０１８）。稳步推进 “９＋３”免费教

育计划，就业率达９８２％。举办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中职

技能大赛，全市１８１名学生参加五个专业大类的１３

个赛项比赛；组织参加 “眉乐资雅”四市职教联盟

各类活动，在师生技能比赛中共获得３个一等奖，８

个二等奖，１１个三等奖；参加２０１８年度全省中职学

校技能大赛，获得２个二等奖，２个三等奖。全市中

职学校与１５所高职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共有１４３３名

中职毕业生升入高校学习。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全市

职业院校为行业企业开展职工培训１１０００余人次；完

成第一批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项目收官工作，指导第

二批试点项目顺利推进。

【成人教育】　电大雅安分校开通 “雅安社区教育

网”，开设名师讲堂、中华文化大讲堂、公民素质

教育、文化休闲、家庭生活等栏目。芦山县龙门方

舟老年康养中心授牌雅安电大社区教育学习基地。

雨城区羌江南路社区、上坝路社区、华兴街社区成

立社区教育中心，开展电脑、阳光居务等６期培训

活动，参训人员逾８００人次。编著健康安全科普知

识宣传书籍和农村实用技术知识宣传书籍，面向城

乡社区居民开展科普活动。

学校概况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生物科

技为特色，农业科技为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国家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国家 “双一流”

建设高校，设学院２６个，研究所 （中心）１５个，

全日制在校生３８５８２人，教职工３６７３人。其中雅

安校区占地面积２２０８２７亩，有学生１７５７７余人，

教职工１４１２人，有学院１２个，研究所１个。学科

布局结构持续优化，学位授权点数量增加，学位

授权点合格评估全面完成。按照 “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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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３８　川农大定期为学生举办党的理论知识学习 （四川农业大学供图）

方案，加大国家和省级一流学科建设推进力度，

年度获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５４４０万元

（含 “双一流”经费 ２２００万元），省划拨 “双一

流”建设专项经费 １７００万元。据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ＥＳＩ最新排名，农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分别列

世界３８０名和 ４１９名，学校整体排名上升 ８０名，

ＥＳＩ收录论文和引用次数均呈持续上升态势。新出

版国家和省部级教材１８部，获批省级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１项。获批国家级省级创新训练计划８９项

和１６４项，“ｉ驾车”项目获全国 “创青春”大赛

金奖，另获铜奖 ４项。新遴选博导 １３名、硕导

１０５名，评选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８篇和

３０篇。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及管理制度，完善课

程体系，加强思政教育，实施学术奖励，吴德教

授主持完成的 “畜牧学科研究生 ‘产学研’融合

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２０１８年，投入 １０００万元实施国际化办学推进计

划。作物学入选全国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１１１计划”）和 “天府高端引智计划”。深

化国际科技合作，与巴西、乌拉圭、阿根廷等国８

所大学签订合作协议，获批省部级国际合作农业

人才培训中心１个，１２８人次外国专家来校交流访

问。年度招收留学生 １０５人，持续实施百名教师

访学计划，年度派出教师６３名，其中访问学者２３

名。推动学生出国 （境）留学、交流或实习，年

度派出各类学生 １９４

名，其中８３人获国家

公派资助。陈学伟教

授获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新增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 ７人，入选天

府 “万 人 计 划”１５

人，年度入选省学术

和技术带头人以及后

备人选、省突出贡献

优秀专家等 ３类专家

１２８人，人数居在川

高校第 ２位。３１人、

４５人分别晋升正高和

副高职称。首次开展合同制助理职称特聘，拓展

合同制人员职业发展空间。大力实施事业编制博

士招聘，重点引进具有留学经历人才，年度录用

拔尖人才２人、学术骨干８人、专任教师１２１人，

其中已入职９１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占３４％。

加大博士后招聘力度，年度招录博士后２３人。年

度出版学术专著 ３１部，年度发表收录论文 １７６２

篇，包括具有知识产权的 ＳＣＩ论文７８７篇，其中：

以陈学伟、王静为共同通讯作者、王静为第一作

者，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发表论文 《水稻转录因子 ＩＰＡ１

促进高产并提高免疫》，影响因子达４１０６。通过

新品种国家和省级审定 ３１个，获国家授权专利

２００１件，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 ５个；通过第

三方成果评价 １５项，达国际水平 １１项，获省部

级以上科技奖励３３项，其中：陈代文教授主持完

成的 “猪抗病营养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和主研获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３项。新上纵向项目 ３０８项，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６７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课题１６

项。年度科研总经费 ３４５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１２％。主办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农业科技扶贫会，

为４５个深度贫困县农业产业提供方案。年度参与

编制脱贫或产业规划３０多项，获准科技扶贫专项

３８项；选派科技扶贫万里行省级专家、三区人才



!""# !$%&'(()

*+,-

!

"

#

$

教育　科技

!""# !$%&'(()

*+,-

*+,.

２７３　　

教
育
　
科
技

专家、科技特派员和驻村干部等 ３００人次，深入

田间地头现场培训和技术指导１０００次，培训人员

１００００人次，在贫困地区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新成果近 １００项次。学校入选教育部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并被表彰为全省脱贫攻坚

“五个一”帮扶先进集体，央视 《经济半小时》

对学校教师扶贫工作进行专题报道。

领导名录　党委书记：庄天慧 （女，６月起）、

邓良基 （６月止）；党委副书记、校长：郑有良；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斌；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张强；副校长：朱庆、杨文钰、陈代文、吴德

图１３９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经开区实训与服务中心风貌（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供图）

（非中共）。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８年，有在校生 １４０００

余人。年度到校学生 ５５０７人，到校率为 ９１６２％。

录取民族地区普通类 “９＋３”毕业生２９０人；招收

艺体特长生２３名。健全就业创业工作机制，加强校

企合作，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９７６３％。学院设

有临床医学院、护理学院、药学检验学院、师范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智能制造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础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８个教学院

（部）及１所二级甲等综合性附属医院，开设高职

高专专业５１个，有各类实习实训室 （中心）２０余

个，多媒体教室１８０余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２３０

余个，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护理和药学实训基地各

１个，与企业合办

星林药房 １个。实

行专业动态调整，

新增酒店管理、工

业机器人等专业，

完成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专业的申报工

作，撤销了木材加

工技术等４个专业；

与雅安市人民医院

组建 “医教协同医

学教育中心”，构

建标准化、规范化

的医学人才培养体

系，合并组建临床医学院 （附属医院）。实施 “教

师能力提升工程”，全年共派出 ６００余人次教师、

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所拨教育培训经费较２０１７年增

长６９２％；评选出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８人、专业带

头人１３人、中青年骨干教师３５人。开展第四届青

年教师 “新星奖”教学技能大赛，加强引进力度，

正式录用新教师和医疗工作者１２人，其中硕士研究

生９人，本科生３人。２０１８年有４４项纵向课题获得

立项，发表论文２５０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收录２１

篇，ＳＣＩ收录 １篇；学院教师获批实用新型专利 ８

项；申报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雅安市普通

教育成果奖和雅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

项，获奖１３项，获奖率３６％； “小儿外科创新团

队”等５个院级科研创新团队立项；学报荣获四川

省高职学报研究会 “特殊贡献奖”。全年完成继续

教育服务７８００余人次，组织各类技能鉴定近１５００

余人次。深化志愿服务品牌化管理， “南丁格尔”

“爱老敬老”“关爱留守儿童”“衣旧情深”等志愿

服务取得良好成效。院长石静获第六届黄炎培职业

教育杰出校长奖；学院教师获省教育厅举办的高等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２项，三等奖２

项，师范学院教师获四川省首届高校公共艺术类课

程展示活动一等奖；后勤管理处职工喜获首届四川

省 “学校后勤孺子牛”荣誉称号；学院学生获２０１８

年第四届互联网 ＋创业大赛省级铜奖４项，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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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职业院校 “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一等

奖１项，２０１８年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银

奖等省级及以上奖项５０余项。学院教师获省教育厅

举办的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２

项，三等奖２项，师范学院教师获四川省首届高校

公共艺术类课程展示活动一等奖；学院学生获２０１８

年第四届互联网 ＋创业大赛省级铜奖４项，第十四

届全国职业院校 “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一等

奖１项，２０１８年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银

奖等省级及以上奖项５０余项。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雅安分校】　２０１８年，各类招

生人数共计８３６人，与奥鹏、中国医科大学、重庆

大学进行多渠道、多形式联合办学。开展普通话水

平测试，２０１８年测试人数共计３５６３人；社区教育

图１４０　学校创编的 “茶歌飞扬”校园健身操 （四川省贸易学校供图）

和科普教育有机结

合，２０１８年共培训

人员４０００余人。学

校是知识产权远程

培训雅安市唯一分

站，２０１８年注册培

训人员１０８７人，总

选课达到１３５１２次。

学校为网络教育本

科段部分课程统考

雅安唯一考点，按

照国家网考办的安

排，２０１８年共进行

三次统考，累计参

考 １９８９人，２８６８

科次。完成雅安市

级重点科研项目

《雅安农村科普宣传模式创新示范》基础工作；四

川电大社区教育资源项目 《荥经砂器 （非遗文化）》

结题。完成２０１８年雅安市级重点科研项目 《社区

科普知识手册———科普书籍编著》立项工作。提升

校园文化底蕴，保证办学网络系统。投入３万余元，

安装门禁系统，确保校园安全、整洁、有序；投入

近万元用于创建国家级文明城市，制作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标语、宣传栏，提升文化底蕴。投入５３

万元购买 ＵＰＳ电源和硬盘系列，做好 “教学平台”

服务器安全和维护管理工作，保证网络系统的正

常。２０１８年，学校被评为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综合考

评三等奖。

【四川省贸易学校】　四川省贸易学校占地３０２亩，

建筑面积 ８万平方米，教职工 １８１人，现有学生

４７７８人 （其中：中职学生３０３１人、大专及以上学

生１４４７人）；开设茶叶生产与加工、旅游服务与管

理、航空服务、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汽车运用与

维修、学前教育、会计、计算机 （动漫设计方向）、

电子商务等专业。２０１８年招生１６４１人 （包含 “９＋

３”① 学生１４１人），其中中职学生１２２３人，大专及

以上学生４１８人；就业一次性安置率达９８％，高考

升学率达７３３％，完成各类各级职业技能人才培训

２２９７人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建设通过国家验收。成功申报茶叶生产与加工省级

特色专业。与西华大学合作成立 “蒙顶山茶文化与

茶旅游研究院”“西华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承担

① “９＋３”：即在９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彝区孩子提供３年的免费中
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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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供销集团体制改革课题１个，雅安市社科联课

题２个，雨城区科技课题１个。与成都银隆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重庆上汽通用五菱有限公司、日产

苏州加特可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北京亚特华通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都丰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旭硕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成都翼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同泰万怡酒店、四川天府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雅安市名山区高山飘香茶业有限公司１０家企业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学校编撰的 《藏茶制作》 《蒙

顶山名优茶手工制作技术》两门精品课程荣获２０１８

年全国供销合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成果

二等奖。学校教师获国家、省、市各类大赛奖项６０

人次 （其中一等奖３６人次），学生获奖７４人次。

【四川省档案学校】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档案学校招

收新生 １１６９名，其中彝区 “９＋３”学生 ４５６名，

“３＋２”五年制高职１８９人，并于７月３日停止招收

　　图１４１　学校承办中央电视台雅安直播点 “授渔计划·平安成长”精准扶贫完美

助学行动 （四川省档案学校供图）

市内中专生。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学校有全日制学生

３４５１名。学校组织３０２名应届毕业生参加对口单招

考试，上线２２１名，上线率７３％；“９＋３”高职单

招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上线９人。与雅安市田家炳中

学开展普职融通试点，开设４个班：会计１１名，计

算机４７名，农林牧渔类２６名，旅游服务类２７名，

共计１１１名学生。选拔 １０名学生到中央档案馆实

习。学校开设档案管理、文秘、学前教育、计算机

应用、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民间传统工艺 （雕塑

方向）、电子商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老年

人服务与管理共９个专业，其中，档案管理、文秘、

学前教育、计算机应用专业为市级重点专业。学校

举办在职档案人员培训３１期，参训人数５４０４人次。

学校被纳入四川省示范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９

月５日，学校成功承办央视大型直播 “授渔计划·

平安成长”精准扶贫完美助学行动，这也是雅安市

首次承接央视直播。１２月２４日，举办示范校建设

启动仪式。

【雅安中学】　２０１８年，育才路校区和大兴校区共

有在校学生３６９５人，７９个教学班。在职教职工３６９

人，专兼职教师３１９人。完成初中招生４９２人，高

中招生７４９人。３９１人

参加 ２０１８年中考，名

列２０１８年中考综合考

核全市第一。２０１８年

高考，本科上线总人

数８１６人，本科上线率

达 ８０％，其中：一本

上线２６０人，二本上线

５５６人 （艺体本科上线

４２人），２１人被全国

双一流大学录取，复

旦大学２人，同济大学

１人，四川大学 ７人，

其他全国双一流大学

１１人。学校 ５个微课

题全部获批成为市立

项课题，１个省级课

题、３个市级微课题结

题，７个课程正式被市教育局命名为 “雅安市精品

课程”。１人被省教育厅评为 “四川省优秀教师”；

３人被市教育局评为 “共产党员示范岗”，初中理化

生支部被评为 “共产党员示范团队”。全省教学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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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４２　四川省雅安中学大兴校区 （市教育局供图）

赛中，１人获省一等奖，４人获省二等奖，７人获省

三等奖，２３人获市一等奖。教师撰写并发表教育教

学论文４９篇 （国家核心期刊１篇、省级一般期刊

４８篇），编入论文集２篇，１５篇文章获省市级教研

　　图１４３　四川省名山中学蒙山校区 （市教育局供图）

奖励。在市政府第三届普教成果评选中，课题 《高

中语文 “三案七块”集体备课模式的开发与实践》

获一等奖，课题 《普通中学创新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获二等奖，课题 《普通中学校本课程的研发与

评价体系》获三等奖。

【四川省名山中学蒙山校区】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省一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名山中学和原名山二

中正式合并为新的名山中学，原

名山二中校区更名为 “四川省名

山中学蒙山校区”，主设初中部。

蒙山校区位于国家４Ａ级风景名

胜蒙顶山麓，校园占地 １３９５

亩，建筑面积４万多平方米，现

有在岗教职工２１７人，在校学生

近３０００人，现设 ５７个教学班。

学校拥有一支爱岗敬业、学识渊

博、经验丰富、理念先进、乐于

奉献的教师队伍，拥有省、市、

区三级优秀教师、骨干教师达５６

人，市、区级优秀班主任 ２１

人。近年来，学校坚持质量、

内涵、特色相结合的发展道

路，全面实施教育现代化，

把学校建成设施一流、管理

一流、师资一流、质量一流、

学生向往、家长放心、社会

满意的优质中学和川西名校。

【四川省天全中学】　四川省

天全中学是天全县唯一一所

普通高中，创办于 １９４３年，

以 “天道酬勤，全德养能”

为校训，秉承 “明德至善，

勤实自强”办学思想。２００７
年９月，学校实施整体搬迁，至雅康高速天全出口

１公里处，至文笔山下，占地１５０２亩，总建筑面

积４３０９３２５平方米，现有４３个教学班，学生２４０６

人，教职工１９０人。

【雨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康藏路校区】　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康藏路校区前身为雨城区实验小学，始建

于１９５２年，现占地１０９７４平方米，学校现有教学班

３３个，教职工１１５人，学生１８０９人。２０１８年９月，

雨城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设 “一校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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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４４　雨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康藏路校区 （市教育局供图）

即雨城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康藏路校区、北二路校

区。康藏路校区传承雨城实小名校的育人目标。学

校先后荣获 “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

示范家长学校”“四川省最佳文明单位”“四川省校

风示范校”“四川省绿色学校”“四川省德育工作先

进集体”“全国红旗大队” “全国雏鹰大队”等３０

多个全国、省级先进单位称号。培育出２名四川省

图１４５　雅安天立学校（雅安天立学校供图）

“十佳少先队员”，２名四川省 “十佳小记者”，２名

四川省优秀少先队员，２９名全国环保小卫士。近年

来，学校毕业生阳李阳、罗浩、刘应鑫先后考入清

华大学；２００３级学生吴宗玲获超

模环球大赛中国片区冠军、世界

亚军；２０００级学生李青林获得英

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

【雅安市实验幼儿园】　雅安市

实验幼儿园是雅安市占地面积、

办学规模最大的一所公立幼儿

园。幼儿园设有教学班级１２个，

在园幼儿４３５人，在编在岗教师

３４人。幼儿园以 “书香文化”

为办园特色，以幼儿园为主导，

将 “书香校园”延展至 “书香

家庭、书香教师、书香幼儿”。

通过集体绘本阅读、阅览区、亲

子共读等活动陶情、冶性、培

品，育知礼文明雅安人，让幼儿

在 “书香弥漫的童年”里汲取力

量，收获成长。幼儿园科研课题

“川藏茶马古道南路边茶融入幼

儿园课程实践研究”将传统文化

引进校园，让幼儿接受传统文化

熏陶。近年来，雅安市实验幼儿

园先后获评 “雅安市绘本阅读试

点园” “雅安市学前教育工作坊

研修基地” “雅安市感恩教育基

地”“四川省幼儿体育基地”。

【雅安天立学校】　雅安天立学

校地处雨城区大兴镇二台地。学

校投资２７亿元，按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三个

功能区建设，主体建筑风格典雅，精致校园引人入

胜，是一所集绿化、美化、净化于一体，具备园林

式、生态化、人文化的绿色学校。雅安天立恪守 “天

之骄子，立己达人”的校训，以 “崇尚科学，弘扬

人文，发展个性，创造卓越”为核心理念，实行小班

分层教学，构建多元课程体系，运用天立教育 “立

身、立德、立学、立行、立异、立心”和 “达人”

等 “六立一达”核心素养课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学校于２０１７年９月开学，截至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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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生１６２０人，教职工２７０人。

科技管理

【科技经费投入】　２０１８年，共组织实施科技攻关、

成果转化、科技扶贫等省、市科技项目９９项，投入

科技项目资金 ２０３４万元，带动企业投入资金

５５４０４万元。

【专利申请、保护和运用】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发明

专利申请量６１７件，发明专利保有量４０６件。全年

共进行专利执法检查１２次，查处涉嫌假冒专利案件

５５件，调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１件，结案率１００％。

争取省级专利实施与促进项目和 “因素法”资金

２１１万元，指导四川泛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等四家

企业通过专利质押融资共计１１５０万元。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９月６日，雅安市组织川西机

器、雅化实业集团、四川建安工业、四川一名微

晶、华润三九 （雅安）和四川中世酒业６家企业参

展第六届中国 （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亮

点展出三级ＰＥ芳纶复合防弹衣、ＤＤＮＰ自动化生产

线、自主研发微车后桥、 “一名通体微晶石”高端

绿色装饰材料、中药注射药剂、中世紫酒等展品及

模型。１１月２７日，雅安市与成都市签订雅安·成

都科技合作协议，双方协议在推动高水平科研平台

共建共享、举办创新创业活动、加强科技人才培养

和技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

【高新技术发展】　２０１８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４家，全市共３７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１５０亿

元，同比增长２５％。落实２０１７年度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减免税费政策，２２家企业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

９９００万元。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有效高新技术企业名单表
　表３２

企业名称 认定时间

雅安小航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四川青江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荥经华盛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四川亿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石棉县亿欣钙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雅安雅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芦山华美包纱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荥经县旭光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四川泛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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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名称 认定时间

四川贡嘎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宝兴县剑锋制箔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宝兴易达光伏刃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汉源县源富锌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石棉县东顺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四川名齿齿轮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四川农兴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四川石棉华瑞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四川中鼎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四川众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天全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雅安市弘利展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四川航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四川荥经开全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

雅安市航仪电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雅安太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雅安泛华工装模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高铭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四川西晨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四川日科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工业科技】　２０１８年，全市新组建省级产业技术

研究院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家，新认定市级产业

技术研究院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４家，并给予支持

资金１２０万元，全市共有各类研发平台６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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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２０１８年研发平台汇总表
　表３３

类别 研发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合计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

中心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器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中心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

车桥分公司技术中心

中国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桥分

公司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石棉亿欣钙业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石棉亿欣钙业有限公司

石棉蓝海化工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石棉蓝海化工有限公司

石棉贡嘎雪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石棉贡嘎雪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

石棉县东顺锌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石棉县东顺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荥经开全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荥经开全实业有限公司

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

中心
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石棉县华瑞电子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石棉县华瑞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泛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四川泛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众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四川众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万里锌业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四川万里锌业有限公司

宝兴易达光伏刃料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宝兴易达光伏刃料有限公司

宝兴县剑锋制箔电子有限公司企业技术

中心
宝兴县剑锋制箔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省民用爆炸物品及装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药注射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四川省重质碳酸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石棉贡嘎雪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９

四川省藏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雅安西康藏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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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研发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合计

四川省作物带状复合种植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省新型饲用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农业大学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四川省农业生物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省化成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石棉华瑞电子

四川省氧化锆精细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碲铋产业技术研究院 四川省碲铋产业技术研究院 ２
省级产业技术研

究院
四川省黑砂产业技术研究院 荥经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绿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省蒙顶山皇茗园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雅安市大规格等静压高纯石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恒圣高纯石墨制品有限公司

雅安市高分子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雅安市弘利展化工有限公司

雅安市碳酸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石棉县亿欣钙业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新型结构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高压化成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天全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雅安市果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农兴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磷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汉源化工总厂 ２１

雅安市智慧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雅安方园农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雅安市汽车底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雅安市汽车电子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泛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植物油榨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青江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市藏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雅安市友谊茶叶有限公司

雅安市碲铋产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攀西碲铋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雅安市光伏刃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宝兴易达光伏刃料有限公司

雅安市液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航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雅安市特种光学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雅安格纳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１７年）



!""# !$%&'(()

!

"

! "

*+,-

!""# !$%&'(()

*+,-

２８２　　

!

续表

类别 研发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合计

雅安市燃气比例电控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省雅安市航仪电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１７年）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雅安市调味品（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

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１７年）

雅安市水电设备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茂龙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雅安市微晶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市猕猴桃产业技术研究院 芦山新三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市级 产 业 技 术 研

究院

雅安市蜀丰农业三叶木通（八月瓜）产业技

术研究院
石棉县汇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６

雅安市雅安藏茶产业技术研究院 四川雅安西康藏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藏香猪产业技术研究院 四川省夹金印象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雅安市黑砂产业技术研究院 荥经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现代茶业科技服务中心（牛碾坪）
四川省名山茶树良种繁育场、四川蒙顶山

茶业有限公司、名山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市级研发平台 雅安市碳酸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四川亿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

雅安市化成箔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四川石棉华瑞电子有限公司

【双创工作】　２０１８年双创活动周雅安活动期间，

组织 “建行杯”第四届四川省 “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首届中国—南亚青年领袖职场模拟

活动等双创大赛、双创成果展示等２０余场活动。名

山区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建设项目获得科技厅１００万

的立项支持，指导该孵化器突出电商优势特色，为

雅安市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品提供推广销售服务

平台。将孵化载体建在行业龙头企业和已脱贫村

庄，组建石棉县碳酸钙产业链众创空间和名山县农

村电商众创空间，重点培育孵化三叶木通深加工产

品的推广与销售等３２个创新孵化项目。全市现有省

市级创新孵化载体２１家。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汇总表
　表３４

载体

类别
载体名称 主要承担单位

认定

年份

四川农业大学创新创业俱乐部 四川农业大学 ２０１６

雅安市雨城区创新创业孵化器 雅安市雨城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芦山县创新创业科技孵化中心 芦山县晨熙企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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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

类别
载体名称 主要承担单位

认定

年份

汉源县红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农村电子商

务孵化园
汉源县红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６

雅安经济开发区创业孵化园 雅安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市级孵化器 雅安市弘腾置业投资创业服务中心 雅安市工业园区弘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雅安市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雅安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名山区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雅安茶商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天全县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天全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２０１７

宝兴县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宝兴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２０１７

石棉县电商孵化中心 中国邮政公司石棉县分公司 ２０１７

雅烧·荥经砂器文旅产业园 荥经林氏黑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汇智空间 雅安蜀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市级众创空间 雅安市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雅安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雅安市青年创业促进会 雅安市青年创业促进会 ２０１６

石棉县碳酸钙产业链众创空间 四川亿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名山区茗旺农村电子商务众创空间 名山区黑竹镇王山村村民委员会 ２０１８

飞地园区创业孵化园 雅安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省级孵化器

　
　

名山区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雅安茶商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省级众创空间 雅安市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雅安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科普宣传与科技馆

【科普宣传】　２０１８年，结合科普活动月、科技活

动周、科技三下乡等活动，开展科普进校园、进乡

村、进社区，累计２万余人次科技服务人员参加活

动，受宣群众５０多万人次。充分发挥雅安科技馆的

科普宣传核心阵地作用，依托寒暑假、国庆节等法

定节假日开展小小讲解员、科学实验、青少年创新

能力提升等大型专题科普活动，每次活动吸引观众

超１万人次，雅安科技馆全年接待观众 ３０６万人

次，举办各类科普活动６６８场次，放映４Ｄ影院４６０

场，开放科普剧场５５场，组织科普下乡１５次。全

市科协系统围绕 “三月科普宣传月”“科技活动周”

“全国科普日” “防范邪教宣传日”等主题科普活

动，深入六县两区乡镇、社区、学校、机关等开展

大型科普 “六进”活动５０余次，发放各类科普宣

传资料７５万份，开展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科

普专题讲座８０场次，接受义诊、咨询和宣传群众达

１８万人次。创新科普宣传平台，让科普知识 “上

报、上网、上街”。在 《雅安日报》开设 “科普之

窗”专栏，借助 “四川雅安”微信公众平台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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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４６　５月２４日，在宝兴红军广场开展科技活动周活动 （市科协供图）

　

“雅安科普”专用频道，“雅安科普”入驻北纬手机

报、“雅州科普之窗”等形式，多渠道宣传科协工

作和传播科普知识。支持雅安科技馆、芦山科技

馆、宝兴科技馆等场馆开展科普展览、科普放映、

科学表演秀、科普培训等活动。

【基层科普】　２０１８年共计争取到四川省科协省级

科普专项资金２７５万元，用于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转型升级、科普示范基地建设、社区居民科学素

养提升、科技教师队伍能力提升、科普志愿者队伍

建设、科普阵地建设等内容。

【青少年科普】　举办雅安市第３３届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活动，参赛作品４８２项，评选出市级一等奖

１１４项、二等奖 １３８项、三等奖 １７２项，优秀科技

辅导员３５名，基层优秀组织单位４６个，基层优秀

组织工作者９名。组织参加全国、省级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获省级一等奖１４项、二等奖２３项、三

等奖４２项、专项奖２项；获全国二等奖２项、三等

奖１３项、优秀创意奖２项；市科协被评为 “市级优

秀组织单位”和 “全国基层赛事优秀组织单位”

（全省仅５个市州获奖）。２—３月，首次在雅安科技

馆举办 “雅安市第３３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品

展”，展出２００余项优秀参赛作品，６０００余人次参

观咨询。争取到中国

科协 “农村青少年校

外教育”项目资金 １１

万元，开展培训２６期，

培训 农 村 青 少 年 近

３１５１人次。组织 ２名

老师和２０名高中生参

加由中国科协和教育

部联合举办的高校科

学营活动，市科协被

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指导学校开展青少年

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名山区实验小学和雅

安中学被中国科协评

为２０１８年全国青少年

科学调查体验优秀实施学校 （全省仅 ５所学校荣

获）。

【农技专业协会管理】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各类农

技协会１１３个，会员９２８万户，辐射带动１５８万

农户，培养产生优秀专业技术骨干８万多名。７６个

农技协会累计获中国科协、财政部和四川省科协、

省财政厅专项科普资金支持１１４４万元，带动近３８

项产业发展。

【雅安市科技馆】　雅安科学技术馆系国务院芦山

“４·２０”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项目建设总

投资６６００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资金４００１万元，

社会捐赠资金２５９９万元。项目地处雅安市雨城区姚

桥镇，占地面积 １２亩，总建筑面积 ６６１３平方米。

经过两年紧张施工，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在芦山强

烈地震三周年期间实现开馆试运行，７月１６日灾后

恢复重建启动三周年前夕雅安科学技术馆全面免费

开放。展馆以 “生态、生活、科技”为主题，设有

３个展厅、７个主题展区，共８０余件展品，９５％以

上具有参与性、互动性。科普活动主要是开展以展

品为基础的馆内科普展教活动，如 ４Ｄ动感电影、

展无止境、机器人剧场、实验梦工厂、周末家庭



!""# !$%&'(()

*+,-

!

"

#

$

教育　科技

!""# !$%&'(()

*+,-

*+,.

２８５　　

教
育
　
科
技

图１４７　雅安科学技术馆夜景 （市科技知识产权局供图）

日、科普讲座、科普

剧表演等类型；有以

创新为驱动力的科普

培训活动，如以人工

智能、摄影艺术、航

模等科学前沿热点为

主题的培训课程；同

时从创新科普活动方

式角度出发，新创立

“小小讲解员”活动，

创设科学实验表演、

辅导员大赛观摩、科

学表演基础等课程。

２０１８年，雅安科学技

术馆共计接待观众３０．

６万人次，举办各类科

普活动共计６６８场次，放映４Ｄ影院４６０场，科普剧

场开放 ５５场，接待团队 ４０个，组织科普下乡

１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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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４８　６月１４日 市中心血站在万达广场举行第１５个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市卫生

计生委供图）

公共卫生管理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８年，全市统筹推进预

防保健制度、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

度、卫生人才制度、健康扶贫制度等基本医疗卫生

制度体系建设。全市１８家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

成、医用耗材加成、执行药品购销 “两票制”，药

占比降到２６９％。４家市级公立医院实施绩效工资

总量核定办法，汉源县、宝兴县探索薪酬制度改革

试点，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五

医院参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医联体

建设，成雅医疗卫生系统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成功

签约。川西医养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达９８％，高值抗癌药品纳入医保报

销，推进１１２种病种按病种付费工作，参保居民住

院医疗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７５％。全市居民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 ２０１３年的

２７３９％降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２６１１％，人均期望寿命由

２０１０年的７４８岁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７６３岁，城乡居

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全省平均水平。石棉县作

为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县”被国务

院办公厅予以督查激励，并在各级层面宣传推广；

石棉县人民医院被遴选为全国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试点的１４８家医院之一。 《雅安创新本

土化农村医学生定向培养》成功入选人民日报 《民

生周刊》《“２０１８民生示范工程”》名单，１２月１５

日在第六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上发布。

【康养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包装储备大兴·周公

梦圆康养城等２１个康养项目，总投资１００亿元。引

进天全县康养综合体等康养项目１１个，投资规模达

１２６亿。成立医养结合机构５家，设置医养结合床

位１１４６张，服务老人２５８２人次。打造康养小院２５６

家，投资约７２５万元。市第四人民医院与市社会福

利院组建医养联盟，为入住社会福利院老人提供养

老、医疗、康复等一体化服务。市人民医院医养中

心入住老人１０１人。

【无偿献血】　２０１８年，全市无偿献血人数达到

１５７５６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７３２％。年采血量共计

２５６１２４单位，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７０６％。单采血小板

采集量２０６４单位，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３５７９％。千人

口献血率提升到 １０３‰，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 ７２９％。

共设立公共场所宣传广告１４５处，投放无偿献血宣

传资料２万余份，在各新闻媒体刊发血液信息７０余

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５０次，策划开展 “五

四青年节” “６·１４世

界献血者日”“《献血

法》实施２０周年”主

题 宣 传 活 动，拍 摄

“爱润雨城·心泊雅

安”无偿献血宣传片，

城镇居民对无偿献血

知晓率达 ８５％，农村

居民对无偿献血知晓

率达 ７５％，在校青少

年、部队官兵对无偿

献血知晓率达 ９５％。

雅安市被国家卫建委、

中国红十字会、中央

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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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评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无偿献血先进市”。

医疗服务

【医疗资源】　２０１８年，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４５６

个 （含村卫生室 ８８５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０

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１２３４４张，卫生技术人员

１１９４０人，其中执业医师 ３２５４人，执业助理医师

９０３人，注册护士 ５００８人。其中医院 ４３个，执业

医师２１４５人、助理医师１８４人、注册护士４１５７人；

妇幼保健机构９个，执业医师１１３人、助理医师１４

人、注册护士７４人；乡镇卫生院１４４个，其中执业

医师４１０人、助理医师 ３９１人、注册护士 ５５９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９个，其中执业医师 ５０

人、助理医师１２人、注册护士６６人。

【基层卫生服务】　２０１８年，全市开展城乡居民健

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１４类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

标准 ５５元。全市基层医疗机构门急诊诊疗量

２４１２４万人次，住院诊疗量 ４９１万人次。全市高

血压、糖尿病规范化管理率分别达 ８４７５％、

８２３７％。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机关活动，引

导干部群众参与签约，全市一般人群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率达 ６３％，重点人群签约服务率达 ９２５４％。

全市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率１００％。

【妇幼卫生】　２０１８年，全市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

建设率达１００％，石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被省卫健委确定为二级甲等保健机构。县 （区）

妇幼保健机构新建母婴健康小屋７个。市中医医院、

雅职附院、雅安河北医院创成爱婴医院，全市爱婴

医院总数增至１８个。市人民医院成立雅安市新生儿

听力障碍诊治分中心、产前筛查机构。全市新生儿

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 １５１２５人，新生儿听力筛查

１１０４８人。儿童残疾筛查人数 １０１５６人，初筛疑似

残疾人数４１人，确诊２３人。完成宫颈癌筛查２７１６９

人，宫颈癌检出率４８２０／１０万，宫颈癌早期诊断率

８９０４％。乳腺癌检查完成２３３７２人，乳腺癌检出率

３４５０／１０万，早期乳腺癌比例８５７１％。预防新生

儿神经管缺陷叶酸服用 １１６５４人，叶酸服用率达

９５３５％。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为零。

【妇幼保健服务】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开展贫困家庭

适婚青年自愿免费婚检率、备孕妇女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率、贫困孕产妇市域内住院分娩支付率均达

１００％。全市自愿免费婚检率达８６％、国家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１１８１９％，全年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分别控制在 ７１５／１０万、４０１‰、５７２‰以内。举

办母婴保健技术、产儿科急救技术等培训８期，培

训９９２人次。组建市、县 （区）两级 “红旗帜妇幼

健康服务队”进学校、进社区开展妇幼健康知识宣

传教育１３次，覆盖人群３０００余人。

【血液管理】　２０１８年，成雅两地达成采供血事业

发展合作协议，市中心血站引进全省首个现代化智

能血液储存系统———血液冷藏库、血浆冷冻库并投

入使用。汉源县、天全县储血点完成市级验收；市

临床用血报销退费窗口迁至市政服务大厅；完成血

站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Ｆ版的修订和颁布。全年提供

临床医疗用血共计 ３６０５３５单位，成分输血率达

９９９７％，临床用血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年度

血液发放准确率达１００％，血液检测报告准确率达

１００％，核酸检测覆盖率达１００％，未发生血液检测

质量差错，未发现用血者因输血造成经血液感染疾

病的事故，未发生非法采供血行为。

【城乡医疗救助】　２０１８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患

者获得民政医疗救助 ５１６１人次，救助资金支出

３７２７５万元。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患者获得卫生扶贫

基金救助３６６５１人次，救助基金支出１６２５８５万元。

全市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率达１００％。

【中医服务】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中医医疗机构９

家，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１６个乡镇卫生院建

成了中医馆，５８９个村卫生室能提供中医技术服务。

全市基层能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中医类别医师共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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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门、急诊人次

１０１２万人次。全市１０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９０％

的乡镇卫生院、６７３％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

能力，１０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８０％乡镇卫生

院建有中医馆。市中医医院、天全县中医医院、汉

源县中医医院、石棉县中医医院设置有 “治未病”

中心。推进中医药及大健康工作，雅安市宝兴县大

圆包中药材种植基地被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文化旅

　　　　图１４９　８月２日，省疾控中心专家在天全县开展汛期血吸虫防治查螺
工作 （市卫生计生委供图）

游厅评为 “四川省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医疗服务市场】　２０１８年，全市建立城市医疗集

团２个、县域医共体９个、专科联盟２个、远程医

疗协作网２个。建立心血管质控中心、艾滋病防治

质控中心、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控中心、重症医学

质控中心、泌尿外科质控中心和护理质控中心，先

后开展临床检验、药事管理和血液透析等培训。市

人民医院疑难病种收治占比９２２％，医师日均诊疗

人次 ６８１，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比为

５４９５％，县级医院开展远程会诊占院外会诊比达

９０７８％，全市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幅为 ８９１％。

全面落实１８项医疗核心制度，推进医院由规模扩张

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社区卫生服务】　２０１８年，全市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４所，分别为雨城区华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雨城区南二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名山区蒙阳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石棉县棉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要承担预防、治疗、保

健、康复、计划生育、健康教育

等方面职责。全市有社区卫生服

务站５所，分别为雨城区羌江南

路社区卫生服务站、雨城区康藏

路社区卫生服务站、雨城区斗胆

社区卫生服务站、雨城区清江社

区卫生服务站、名山区蒙阳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城服务站。

２０１８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门 （急）诊诊疗量 １１６６

万人次，住院诊疗量０２２万人次。

【卫生应急服务】　２０１８年，市卫生计生委开展

“守护春节回家路”航空医疗救援空地联动活动，

实现地面救援与空中救援的无缝衔接，全市突发公

共事件有效处置率达１００％。成功处置 “１０·２３”

名山区邛名高速车祸事件，派出救护车２辆、医护

人员６名前往救援，救治伤员３人；成功处置 “１１

·２”雅西高速荥经县龙苍沟段车祸事件，派出救

护车 ３辆、医务人员 ９名前往救援，救治伤员

１２人。

疾病防控

【儿童基础免疫】　２０１８年，全市本地儿童、流动

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报告接

种率均达 ９９％。全市儿童预防接种报告建卡率达

１００％，报告建证率达１００％。全市共有１４６家国家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单位，建成ＡＡＡ门诊１４个，ＡＡ

门诊７４个，Ａ门诊４６个。全市共有１４８家狂犬病

疫苗接种单位。开展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查漏补种

工作，补种率达９７６０％。

【血吸虫病防治】　２０１８年，全市开展血吸虫病询

检查病１０９７万人，询检阳性６００１人。开展血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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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血检查病 ７５６万人，血检阳性 ６９７人，血阳率

０９２％。血吸虫病直接粪检或血阳者粪检共计５７０６

人，未查见阳性病人。对流行区重点人群进行治疗

与扩大化疗，全市救治晚期血吸虫病人３５人，扩大

化疗１４５万人次。检查血吸虫病流行疫区耕牛共

１７７３头，未查出病牛。对重点地区耕牛进行扩大化

疗１７７３头。全年累计查螺面积４４６０８６万平方米，

查出有螺面积为 １０２５７２万平方米，无新发螺面。

共压检钉螺２８９９万只，无感染性钉螺。开展药物

灭螺总面积累计２２８８８８万平方米，实际药物灭螺

面积９１１５万平方米。开展发热病人监测，共计血

检３０６４例发热病人，血检４例阳性，经粪检均为

阴性。

【地方病检测】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级和汉源、天全、

宝兴３县通过省级克山病控制和消除评价抽查，全

市达到消除克山病标准。雨城、荥经、汉源、天全

　　图１５０　５月２２日，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人员对天全县中医医院开展放射
诊疗监督检查工作 （市卫生计生委供图）

４个县 （区）燃煤污染型地

方性氟中毒消除通过省、市

专家组抽查考评，达到消除

标准。雨城、汉源、石棉、

天全４县 （区）开展大骨节

病健康教育和病情调查工作。

８县 （区）开展碘缺乏病监

测 工 作，碘 盐 合 格 率 达

９７９２％。雨城区、宝兴县开

展８－１０岁儿童甲状腺 Ｂ超

法 检 查，甲 状 腺 肿 大 率

为１５６％。

【爱国卫生运动】　２０１８年，

雅安市开展全域卫生创建，

荥经、天全 ２县通过创建国

家卫生县城技术评估，芦山县通过国家卫生县城暗

访，石棉县宰羊乡等４个乡镇通过国家卫生乡镇暗

访，汉源县病媒生物防制复审达标。全市新创省级

卫生乡镇２１个、省级卫生村９３个、省级卫生单位

２３个、无烟单位２３个。开展 “健康细胞”工程建

设，全市创建健康单位５３个、健康促进医院１１个、

健康促进学校１９个、健康村 （社区）４０个、健康

促进企业１０个、健康家庭１０９７户，石棉县创成第

三批国家健康促进示范县。

卫生监督执法

【职业卫生监督】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１３家、职业病诊断机构１家、放射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１家，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覆盖率达１００％。

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组织开展 《职业病防治

法》主题宣传活动，营造职业病防治工作良好

氛围。

【放射卫生监督】　２０１８年，全市卫生计生系统组

织开展放射诊疗专项整治 “春风行动”“飓风行动”

“利剑斩污２号行动”，对全市７６家放射诊疗单位

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率达１００％。对１７家放射诊疗

单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共处罚人民币６１

万元。

【医疗废物处置】　２０１８年，全市全面实行农村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 “乡收集、县暂存、市处理”模

式，开展基层医疗单位医疗废物暂存点规范化建设

行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达１００％。加强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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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办理卫计系统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 １１９件，

处罚人民币７１２３万元。

【学校卫生监管】　２０１８年，对全市２５０所学校进

行春季、秋季和学校传染病、教学环境、生活饮用

水等卫生监督检查，检查覆盖率达１００％。对４４所

　　图１５１　５月３日，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人员在名山区检查住宿场所相关档案
资料 （市卫生计生委供图）

学校进行卫生综合评价，城市中小学被评为优秀的

３所、合格的 １４所，镇区中小学被评为优秀的 １

所、合格的１７所，乡村中小学被评为合格的９所。

开展高考、中考期间学校卫生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共出动卫生监督人员１２６人次，监督检查高考考点

１０个、中考考点１６个。国家 “双随机”抽检学校

４２所，抽检合格率９５２３％。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２０１８年，对１８６家公共场

所进行卫生监督检查，对１１家检测不合格单位进行

处罚，处罚人民币１２５０元。开展公共场所和医疗机

构安全套发放专项检查，检查覆盖率达１００％。完

成２６家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４６家

游泳场所监督检查任务。开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专

题宣传２次。市卫生计生委行政中心窗口办理新标

准备案８件、食品企业标准变更１１件。

【饮用水卫生检测】　２０１８年，对全市１１４家集中

式供水单位、２４个二次供水设施、３６家日供水能

力千吨以上集中式供水单位、２４个全市居民二次供

水设施、７８家百吨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单位进行

卫生监督检查，检查覆盖率达１００％。对１２家集中

式供水单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处罚人民

币１９５００元。对全市２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１８家

涉水产品经营单位进行卫生

监督抽检，抽检结果均符合

国家卫生标准。完成饮用水

卫生国抽 “双随机”单位３５

家，检测合格率１００％。

【卫生行政执法】　２０１８年

全市立案查处卫生类案件２７４

起，罚款履行金额 ８５８５万

元，没收违法所得 ３０３万

元。其中：公共场所 ９０件、

处罚金额３４５万元；生活饮

用水１２件、处罚金额１９５万

元；放射卫生１７件、处罚金

额６１万元；学校卫生和医疗

卫生５０件、处罚金额５７４万

元；传染病卫生９０件、处罚金额８２８万元；查获

无证行医１４起、处罚金额５１２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３０３万元。

人口与计划生育

【人口概况】　据公安户籍年报显示，２０１８年出生

人口 １６２４４人，人口出生率 １０５９‰；死亡人口

１４６８７人，人口死亡率 ９５８‰，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０１‰。年末常住人口１５４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４６８５％，比上年提高１５个百分点。人口自然

增长率１９０‰，符合政策生育率９８９８％。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 “双岗”联系人覆盖率达１００％。

【从业人口】　２０１８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２０９８１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６６７０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３７９％。全市共登记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９４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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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１２月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已实现就业

８１９人，应征入伍、升学、出国６９人，参加就业见

习、技能培训４３人，实现就业或者参加到就业准备

活动中的比例达 ９８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３６０３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２５９５人。全市

共计为２１１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审核发放创业补贴

２１１万元，为４０个大学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３９９万

元。为川农大、雅职院２１３４名困难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审核发放求职创业补贴２５６０８万元；累计发放

援助补贴６７４００４万元，托底安置促进１８３１名就业

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计生服务体系】　２０１８年全市自愿免费婚检率达

８６％、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达１１８１９％，全年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控制在７１５／１０万、４０１‰、

５７２‰以内。

【计生奖励扶助】　全市共确定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目标人群３３２４９人、特别扶助对象２５８４人、西部地

区 “少生快富”工程对象２６户，共发放扶助资金

４７８６４８万元。全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打卡发放率、

发放到位率均达１００％。每户特殊家庭上门走访服务４

次／年，跨省流动人口信息核查率达１００％。

医疗机构概况

【雅安市人民医院】　雅安市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设置一院三区，编制床位１５００张，开

放床位１７１０张，有省级重点专科１１个，市级重点专

科１４个。在岗职工１４０６人，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人员５人、省优专家１人、四川省卫生厅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３人、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

头人３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５人；医

院有高级职称专家１７８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４

人、博士３人、硕士７６人。２０１８年，医院门 （急）

诊６８５１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１２％；出院５７９

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６４％；手术１４５５７台次，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４８％；平均住院日为９８天。药品构成

比为２８８％。开展日间手术３９０例，较２０１７年增长

１２２８％。医师日均诊疗量６人次。完成政府指令性

任务及医疗保障任务４０余起；完成全市军警、公务

员评残２０人次；完成疾病证明审核３５６８人次。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市内２家三级专科医院、市内１２家二

级综合性医院及甘孜州４家二级综合性医院签订医联

体协议。２月９日被省卫生计生委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健康

扶贫工作成效明显单位。

【雅安市中医医院】　雅安市中医医院是国家三级

甲等中医医院，有省级重点专科４个，市级重点中

医专科７个，编制床位 ４９９张，开放床位 ４１６张。

现有职工５２４人，其中：高级职称６９人，中级职称

５９人。２０１８年，收治住院病人９４８８人次，较２０１７

年减少３１％；出院病人９５１９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加

３３％；总收入１６１８１万元。完成艾滋病检测筛查实

验室评审工作，８月２４日获得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

室资质。全年共安排７名骨专业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丹巴县中藏医院、北川县中羌医医院、南江县中医

医院，对口支援人员参与诊疗量１２０３人次，指导开

展手术例数２６台，完成对口支援任务。

【雨城区人民医院 （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雨城

区人民医院 （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是国家二级甲

等综合性医院，编制床位５０５张，核定事业编制２８３

人。现有在岗人员５１９人，其中：高级职称６９人，

中级职称９６人。２０１８年，医院门诊量１５５３万人次，

较２０１７年增长 ０１％；住院人数 １４８万人次，较

２０１７年减少０６％；手术２８２２台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

５６％。门诊病人平均费用２４７５元，住院病人平均

费用６６９６元，年度平均住院日为１０５天。

【名山区人民医院】　名山区人民医院是国家二级

甲等综合性医院，编制床位４９９张，核定事业编制

２４６人。在岗职工 ４３７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２人、

副高级职称３４人、中级职称７６人。２０１８年，总诊

疗量２０２４人次，较２０１７增加５２５％；出院１１９７７

人次，较 ２０１７年增加 １６％；手术 ３９４２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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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减少 ４０％；平均住院日 ７５天，药占比

２２７％。新院区住院综合楼、感染楼、医技综合楼

项目全面完工，门诊综合楼项目已开工建设。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超声科签订

“西部地区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及诊断应用示范研究”

合作协议。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与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签订医联体合作协议。

【名山区中医医院】　名山区中医医院是国家二级

甲等中医医院，康复科为省级重点专科，肛肠科、

儿科为市级重点专科。编制床位２８０张，开放床位

１６０张。核定事业编制 １２０人，在岗职工 ２２６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１９６人。２０１８年，门诊诊疗量

１２４６万人次，住院诊疗量６０３４人次，完成业务收

入５０２３万元。全年药占比２７１９％；门诊均次费用

２３９元，住院均次费用３３７０元。

　　　图１５２　石棉县人民医院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关于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级乙等授牌 （市卫生计生

委供图）

【荥经县人民医院】　荥经县人民医院是国家二级

乙等综合医院，编制床位 ４９９张，核定事业编制

４２０人。现有在岗职工４０１人，其中：高级职称５９

人、中级职称５４人。２０１８年，门诊２５７２万人次，

急诊 ７１５３人次，入院 １１８０４人次，出院 １１５６９人

次，手术１１４０台次，病床使用率１０３７％；双向转

诊１６４人次，平均住院日 ９７天，全年业务收入

９２２２５５万元。执行公共卫生服务指令８６次，派出

救护车１６台次、医务人员８８人次。上级

医院专家来院会诊、手术５０余人次。完成

乡镇卫生院远程动态心电会诊指导２００例。

【荥经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荥经县中西

医结合医院是国家二级乙等综合医院，编

制床位２００张。职工总人数２０３人，其中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１７３人。２０１８年，门诊

人次１４０５万，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０４％；手

术２１１２台次，较２０１７年下降１３％；入院

病人７１８０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６％；出院

病人７２３７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０％。病

床使用率９６５％。“１２０”出诊６２４次，救

治６１８人。

【汉源县人民医院】　汉源县人民医院是国家二级

甲等综合医院，有市级重点专科 ５个，编制床位

５２０张，核定事业编制 ３６０人，在岗职工 ５８３人，

其中副高级技术人员 ６９人。２０１８年，医院门诊

２８１７万人次，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 ６３７％；出院人次

２２９万人次，较 ２０１７年降低 ４６％；手术台次

４８６２，较 ２０１７年 增 长 ４０２％；住 院 药 占 比

２７６６％，较２０１７年增长 ０３９％；业务收入 １５２９３

万元，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５８７％。

【汉源县中医医院】　汉源县中医医院是国家二级甲

等中医医院，骨伤科为省级重点中医专科，老年病

科、针灸康复科为市级重点中医专科。现有在职职工

５７５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４９６人、四川省名中医

１人、四川省基层卫生拔尖人才２名、雅安市名中医

１人。２０１８年，医院门诊量２７３１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

增长６％；住院人数 ２４９万人次，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

５８２％；手术３４１１台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３２３％；门

诊病人平均费用 １５３８３元，住院病人平均费用

３９２９６２元。中药收入占药品收入的比例４０４４％，门

诊中药占药品使用金额的比例４４０２％，其中中药饮

片使用金额比例 ２４１０％，中成药使用金额比例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平均住院日为６９天。

【石棉县人民医院】　石棉县人民医院 （雅安市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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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是国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床位５５０

张，实际开放床位６１９张，岗职工总数５２０人。２０１８每

年，医院总诊疗２７１万人次，门急诊２５５７万人次，

体检人次１８７万人次，平均每日诊疗７４２４人次；全

年出院２７２３３人次，平均每日住院５７０１人次，平均住

院日７７天，病床使用率８８８％；住院手术３５３６台次，

门诊手术１０１０３台次。业务收入１６９亿元，其中：医

疗服务收入１１８亿元，药品收入０５亿元；门诊次均

费用２３４７２元，住院次均费用３９９１９８元。通过国家医

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级乙等测评，并

于５月１７日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授牌。

【石棉县中医医院】　石棉县中医医院是国家二级

甲等中医医院，编制床位 ２００张，实际开放床位

２３５张，现有职工总数３２０人，在岗职工中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２５１人。２０１８年，收治门 （急）诊病人

２２６１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下降１５２％；收治住院病

人１２４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 １５％；开展手术

２０１２台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８９３％。开展中医诊疗

技术项目８类７５项。

【天全县人民医院】　天全县人民医院是国家二等

甲等综合医院，编制床位 ４９９张，实际开放床位

３００张，床位使用率１０９８％。在岗人员４４３人，其

中在编人员１８４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３７０人，其

中高级技术职务５０人。２０１８年，门诊诊疗量２０１１

万人次，门诊次均费用１０７５元；出院１４６３２人次，

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２９７人次，平均住院日８４天；手

术量１８３１台次，体检人次５８２１人次。年度总收入

８４０５０４万元，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１８３％。

【天全县中医医院 （雅安市骨科医院）】　天全县中

医医院 （雅安市骨科医院）是国家二级甲等中医医

院，编制床位４９９张，实际开放床位５２０张。核定

编制１４４人，在职职工总数３９３人，其中在编人员

１３４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３３８人，其中：正高职

称２人、副高职称３０人、中级职称４７人。２０１８年，

门诊诊疗量４８３５万人次，急诊诊疗量１６４万，年

入院１０９万人次，年出院１１１万人次，手术６１１４

台次，业务收入约 １２６１０８万元。药品收入约

１９１７２万元，占业务收入的１５２％。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签订 “西部地区出生缺陷

产前筛查及诊断应用示范研究”协议。

【芦山县人民医院】　芦山县人民医院现为国家二级

乙等综合医院，核定编制２１５名，在岗人数３１１名，

其中在编人员１８８名，编外人员１１８名。２０１８年，出

院９３４７人次，较 ２０１７年减少 ５４％；门 （急）诊

１８１１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减少２８５％；手术１５４２台

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３９８％；平均住院日为６４天。

【宝兴县人民医院】　宝兴县人民医院是国家二级

综合医院，编制床位１２０张，核定事业编制９５人，

设有１１个职能科室，１４个临床科室，现有在岗职

工１５７人。２０１８年，出院 ３２１４人次，门 （急）诊

５７６万人次，手术３５１台次，平均住院日７２天。

药品构成比为３８１９％。执行宝兴县陇东镇自兴村

羊磨子组山洪泥石流应急救援任务，派出医疗队１２

批次、４８人次，救治受伤群众４０３人。选派３名医

务人员参加雅安市第五届院前急救大赛，获得团体

心肺复苏第二名及个人综合三等奖。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雅安职业技术学

院附属医院是国家二级甲等综合性教学医院，占地

面积７２６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０８００平方米，编制床

位３００张，开放床位３７５张。人员编制总数４２０名，

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４０余人，中级专业技术人

员６０余人。２０１８，门急诊诊疗量２２７２万人次，住

院诊疗 ９３４８人次，手术 １２６０人次，平均住院日

１０４天，住院患者治愈好转率９７４％。医院完成省

级引智项目２项，创建 “ＭｏｒｉｓＴｏｐａｚ创面修复工作

站”，完成 “爱婴医院”创建评审。申报市级科研

项目立项４项，院级科研项目立项１３项。医院皮肤

科为省级重点专科。

【恒博 （集团）雅安医院】　雅安恒博医院是国家

二级乙等综合医院，属市注册民营医疗机构。在职

职工２６９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２０２人，其中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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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１６人、中级职称２８人；编制床位２００张，实

际开放２１６张，医院妇产科为雅安市市级重点专科。

全年门 （急）诊诊疗量 ７５７万人次，出院病人

７１６２人次，住院手术 ３３３８台，病床使用率 ７３％。

平均住院日８天。药占比为３９３％。

【雅安仁康医院】　雅安恒博医院是国家二级乙等综

合医院，属市注册民营医疗机构。现有职工１２５人，其

中医技人员９３人；编制床位１２０张，实际开放床位１８５

张。医院业务以结石、肾病专科疾病为主，全年收治

结石病人 （含门诊体外碎石）４０００余例，完成体外冲

击波碎石２７７０人次，经皮肾镜碎石取石、输尿管镜碎

石取石６０４人次。完成血液透析１１８５０人次。

【雅安河北医院】　雅安河北医院是国家二级乙等

综合医院，属市注册民营医疗机构。编制床位３９９

张，现开放床位３２０张；职工２３６余人，医技人员

１９８人，其中高级职称１３人，中级职称 ３２人。设

置一级临床科室１２个，医技科室６个，附属单位为

青江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０１８年，门诊诊疗量１１５２

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５％；住院病人９０６６人次，

较２０１７年增长 ０６１％；门诊病人平均费用 ９８元，

住院病人平均费用３９５９５８元；２０１８年患者平均住

院日为７４天。

【雅安德仁医院】　雅安德仁医院是国家二级乙等专

科医院，属市注册民营医疗机构。现有医疗床位１３０

张，养老床位１００张；现有职工１６２人，其中卫技人员

１２２人。２０１８年，门（急）诊２６６１３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增加

３８１６８％；出院病人 ２２２２人次，较 ２０１７年减少

３９４５％；住院手术１７８台，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６０３６％；病

床使用率５３１７％；平均住院日１５天；全年总收入

２０８７６７万元，药占比（医疗收入）为３６％。

【雅安鑫西华口腔整形医院】　雅安鑫西华口腔整

形医院是国家二级乙等综合医院，属市注册民营医

疗机构。编制病床２０张，开房床位５张；现有职工

４５人，其中副主任医师２人，主治医师３人，主管

护师１人。２０１８年，门诊量９０６８人次，较２０１７年

增长１４％，无住院病人。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是市卫生计生委下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

市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中心核定编制１０３人，在

岗职工９３人，在编人员８６人；其中：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６８人 （高级职称人员１４人，中级技术人员

１５人）。２０１８年８月，被省卫生计生委评为 “三级

乙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取得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雅安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雅安市妇幼

保健院）】　雅安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雅安市妇幼保健院）为市卫生计生委下属事业单

位。主要承担全市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围产保

健、妇女常见病防治管理、助产服务管理、出生缺

陷综合防治、服务质量检测等职责。在岗职工 ４８

人，专业技术人员４１人，其中：高级职称７人，中

级职称１９人，初级职称１５人。２０１８年，建立四川

省新生儿听力障碍诊治分中心及雅安市产前筛查中

心，２０１８年８月成功与省妇幼保健签定专科联盟协

议，已完成妇幼专科联盟挂牌。

【雅安市中心血站】　雅安市中心血站为市卫生计

生委下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无

偿献血者招募、血液采集与制备、临床用血供血及

医疗用血的业务指导。在职职工５８人，其中：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４４人 （副高级职称４人）。２０１８年，

市中心血站依法开展采供血工作，保障临床用血需

求和安全。２０１８年，荣获 “２０１８年全国最美献血

点—雅安中心血站流动采血车” “２０１８年全国最美

献血点—雅安中心血站献血屋” “全国表现突出采

血班组”等荣誉称号。

【雅安市紧急救援中心】　雅安市紧急救援中心为

市卫生计生委下属公益性事业单位，现有在编职工

１５名，编外人员３人。中心以单纯指挥调度型管理

模式为主，设立 “１２０”医疗急救调度平台，实施

全市 “１２０”呼救集中受理。２０１８年，指挥调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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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呼入量 ８３０１９次，其中有效求救电话 １５３２４次，

急救派车 １３９７４驾次，抢救各类伤员 １２２３５人次，

平均调度用时从原２分钟缩短为约１分。２０１８年，

建成以 “１２０”指挥中心和１６家网络医院组成的急

救网络体系，实现以航空救援与道路救援相结合的

多维度立体式救援模式。１２月２８日，在雅安长途

客运站安置全市首台ＡＥＤ（自动体外除颤器）。

　图１５３　第九四五医院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 （第九四五医院供图）

【雅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雅安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是市卫生计生委下属

卫生行政管理执法事业机构，核定行政执法编制１８

人。在职职工１７人。主要承担全市医疗机构及医务

人员、传染病、母婴保健、计划生育、职业放射、

临床用血、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消毒产品等卫

生计生监督执法、违法案件查办等工作，同时，承

办行政许可现场审核、卫生标准执行。业务管辖范

围包括市直管医疗机构３２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

家、中心血站１家、消毒产品生产企业５家。

【雅安市计划生育药品器械管理站】　雅安市计划

生育药品器械管理站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科级

事业单位，属市卫生计生委下属单位。核定事业编制

８人，现有在职职工５人，主要负责全市国家免费避

孕药具的存储、调拨和发放服务管理工作，承担雅安

市计划生育协会职责。２０１８年，执行药具调拨计划

９３万元，发放药具

９０万元；设立免费

避孕药具发放网点

１３２９个，其中，人

工发 放 网 点 １２８３

个，自助发放网点

４６个；开发运用免

费避孕药具发放网

点定位导航电子地

图， 覆 盖 ８ 县

（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九四五医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原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十七医院番号变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

保障部队第九四五医院，并于１１月６日召开新调整

组建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２０１８年，医院坚持以习

近平强军思想为根本指引，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推进医疗卫生行业领域

清理整治与和平积弊纠治工作。加强内涵建设，完

成停偿项目善后与全面终结，专题组织 “医疗质量

月”“安全合理用药”、首届 “中国医师节”等系

列活动，修订完善并落实综合绩效考评方案，通过

冬季野营拉练、应急医疗分队轮训等措施强化人才

队伍能力素质，完成高原驻训和实兵演练任务，参

加雅安市第五届医疗急救技能竞赛并获团体一等

奖。提升服务效能，抽组医疗服务分队赴川藏沿线

为军地开展巡诊义诊、卫生防病、健康宣教等服

务；参加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周活

动；参与全省卫生应急演练活动并完成有关保障工

作。科学统筹发展，认真研究开篇布局阶段全面建

设、转型重塑的思路规划；结合纳入全市区域卫生

规划，拟制上报医院 《参与雅安市医疗卫生军民融

合发展报告》，创新推进军民融合路径探索。

领导名录　院长：封宗超 （１１月止）、薛林

（１１月起）；政治委员：廖一达；副院长：王延安

（１１月止）、汪海峰 （１１月起）、雷斌 （１１月起）。



文化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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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作

【文化体制改革】　拟定市文教卫专项小组２０１８年

改革工作要点及落实台账，牵头制定并印发 《雅安

市戏曲进校园实施方案》（雅宣办 〔２０１８〕１２号），

代市委草拟 《雅安市关于 “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的实施方案》。向省委宣传部争取到１００万元的省

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推进雅安日报社 “巴蜀

文化川西 （雅安）资源库 （二期）建设”项目。

参与第十四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荥经县朱氏砂器有限公司、四川展团 （林氏砂

器）、四川展团 （庄王砂器）生产创作的砂器产品

作为四川省特色文化产业单元的重要展品进行展

出。５月２４日，全市市、区两级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人员全部整合到位， 《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方案》全部完成。持续

推进落实 《雅安市建设 “高清雅安·智慧广电”专

项改革方案》，１１项改革任务全部启动，９项已完

成，２项已启动事项进度符合要求。

【繁荣本土文艺创作】　实施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工

程，围绕大熊猫、茶马古道、蒙顶山茶、荥经黑砂

和 “脱贫攻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主题，深

入基层开展文艺创作，完成精品主题歌舞 《熊猫家

源·美丽雅安》、川剧 《黄云鹄》等作品。组织参

加四川省首届乡村艺术大展，全市有６件作品入围；

组织参加四川省第二届农民艺术节 “群星奖”及

“群星璀璨”群文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获 ４

个三等奖、１２个优秀奖。组织参加 “蜀人原乡·放

歌梦想”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四川省第三届群星

合唱展演等活动获第一名， “大雅之声”女子合唱

团获最佳演唱团队。参加四川省广场舞比赛获二等

奖２个。组织参加 “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

节”，获１个一等奖、１５个优秀奖，乡村艺术大展

优秀作品１３个、入展作品４５件。编辑创办内部刊

物 《雅州文艺》，繁荣文艺创作。组织开展国家艺

术基金申报动员培训，调动全市文艺工作者积极

性。提前完成２５３３件著作权 （版权）登记。３月启

动２０１８年度全市重点文艺创作项目扶持申报资料收

集整理工作，通过雅安文艺网、微信平台面向社会

广泛征集。７月２５日，邀请省作协、省美协、省音

协的专家赴雅，对申报的５１件文艺作品进行集中评

审，评选出１４个扶持项目，其中包含史料 《松林

地土都司志略》、长篇报告文学 《与熊猫同行》等

６件重点扶持项目，以及散文集 《驻村笔记》、木雕

《芦山花灯—俏幺妹》等８件创作扶持项目。

【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传承】　重点挖掘茶马古道文

化、藏茶文化、红色文化；成功举办 “中国藏茶城

·藏茶博物馆”学术研讨会和中华文化论坛。推进

博物馆体系建设，全市１３个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县

区全覆盖， “川矿记忆”文化公园及陈列馆、荥经

黑砂艺术馆、天全县非物质文化展厅等文化展陈项

目完成并向社会开放。完成 “从大渡河到夹金山—

红军长征在雅安”红色文化专题展，建成雅安川剧

艺术博物馆。完成蟹螺堡子维修工程、明德中学

（雅安西康博物馆）修缮工程，推进名山茶马司维

修加固工程，启动猛种堡子 “拯救老屋行动”项

目，推进开善寺正殿、严道城址—何君樽楗阁建设

工作，完成市博物馆预防性保护二期工程建设，实

现博物馆文物展柜全域性防震。推进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名山文庙、禹王宫文物平安工程，构建文

物安全主体、监管责任、直接责任全覆盖。实施革

命旧址维修保护行动计划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

划，打造天全县红军村，申报宝兴县革命文物和红

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项目，改造石棉县红军强渡大

渡河纪念馆，提升博物馆 （纪念馆）红色教育

功能。

【文旅融合发展】　实施文化融入旅游全要素计划，

南路边茶文化、乌木根雕文化、荥经黑砂工艺与酒

店文化、餐饮文化、家装设计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初

见成效；重点抓好大熊猫文化、茶文化、西康文

化、汉文化、三雅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

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启动编制

《雅安非遗文化旅游指南》，打造雅安文化精品旅游

环线；提升改造西康文化博物馆，推进高颐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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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承利用项目，参与 “中国藏茶城” “好莱坞

茶马古道国际旅游度假区” “雅安中国世界诗歌文

化康养建设”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加强九襄阳光

康养小镇、荥经县黑砂文化博览苑—１０８黑砂艺术

村、凤茗诗语小镇 （中国世界诗歌康养园）、雅安

市周公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区、蒙顶山生态康养

产业园区等集旅游地产、文化市场、餐饮娱乐等多

功能为一体的文旅融合综合体建设。突出 “一县一

品”地方特色文化旅游景区，打造雨城区 “藏茶

村”、名山区 “茶马古城”、天全县 “城市漂流”、

芦山县 “中国乌木根雕艺术城”、宝兴县 “石雕文

化产业基地”、荥经县 “黑砂丝路砂都双创综合

体”、汉源县 “阳光康养小镇”等地方特色文化

景点。

【公益电影放映】　２０１８年，在全市社区、广场等

开展 “实现中国梦·电影进万家”主题放映活动，

开展禁毒宣传电影放映、法制电影放映、纪念中国

共产党建党９７周年系列电影放映、纪念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９１周年系列电影放映、纪念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主题公益电影展映、迎中秋庆国庆等一系列主

题电影放映活动。全年共计放映１２１８０场 （次）。

图１５４　１２月６日，中国·大熊猫文化联盟在雅安正式成立（市政府办供图）

【中国·大熊猫文化联盟成立大会】　１２月 ６日，

中国·大熊猫文化联盟正式在雅安成立，联盟由雅

安市人民政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社、四川省旅游协会、华南师范大学共

同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

局、中国旅游协会、中国地理学会作为联盟指导单

位，联盟理事单位包括川、陕、甘三省 １１个市

（州），覆盖大熊猫国家公园全部地方。

【“绿美雅安”歌曲征集】　５月７日，在雅安日

报、雅安电视台、北纬网、雅安文艺网等雅安市级

媒体及其所属各类媒体平台，以及中国文艺网、中

国音协网、四川文艺网、四川音协网等专业网站刊

登歌曲征集启事。截至６月３０日共征集到北京、广

西、江西、新疆等全国２１个省 （区）市作者作品

共计２１０件。８月７日，邀请５名省级知名音乐人

召开评审会，评选出 《雨的城》 《千年一滴雨》

《雨城》等１０首入围歌曲，９月１４—２４日在雅安市

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接受网友投票，１０天内访问

量近百万人次，共有约３１万省内外网友参与投票。

同时，启动入围歌曲的宣传展播工作，在雅安电视

台、雅安电台 ＦＭ１０４７、雅安全城网、无限雅安手

机客服端、视·雅安微信公众号等推出 “雅安城市

主题歌曲征集入围作品展播”专栏，全天滚动播出

入围歌曲。截至１０月８日，视雅安展播１１１１９０次，

无线雅安全城网展播１１２４２０次，电台展播１４４次，

电视台各频道分别展播３８０次。刻录 “绿美雅安”

城市主题歌曲征集入围作品专辑光盘，发放各县

（区）、中小学校及企事业单位，扩大歌曲征集活动

的社会效应。

【公共文化服务】　建立公共文化

场馆错时开放机制，引进 《上善蜀

水》等剧目惠民演出，全市９个公

共图书馆在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中全部上榜定级。

组织开展元旦、春节、端午、国庆、

中秋等重大节庆和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七一等重要时间节点以及脱贫

攻坚、全民阅读、全民健身等重大

主题的文体活动；举办雅安首届熊

猫灯会，举办送文化下基层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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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朗诵、摄影展、美术展等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５００余场；打造 “欢乐大舞台” “雅州讲坛”等

群众性文化活动品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公

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改革，启动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试点工作，完成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制定 《雅安市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

（试行）》，构建市、县 （区）、乡镇 （街道）、村

（社区）全覆盖的文化志愿服务网络，壮大文化志

愿服务队伍。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建成２２个农

村文化品牌示范点。

【群众文化活动】　结合元旦、春节、五一节、六

一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假日组织开展 “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我们的节日”系

列主题文化活动及送文化到基层活动。结合本地特

色，开展雨城年猪节、名山茶文化旅游节、宝兴硗

碛上九节、石棉环山鸡节等民俗文化活动。结合纪

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文化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举

办各类文化活动，如 “最深的牵挂”脱贫攻坚主题

晚会、“放歌新时代”雅安市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文艺晚会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全市共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的９００余次。

【文化惠民行动】　开展示范创建与精神文明创建，

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１１１个村综合文化室，

创建省级 “文化扶贫示范村”９个、县级及以上文

明村镇４５０个，文化扶贫同扶志、扶智有机结合，

引导群众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以政府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的形式，引进精品歌舞剧 《梁祝》、加

拿大儿童互动音乐剧 《你是演奏家》等５台剧目。

文化扶贫共实施１４个项目，总投资１８３２６８万元。

【民生工程任务】　实施 “民生福祉”行动，全市

９个图书馆、９个文化馆、１３个博物馆 （纪念馆）、

４个美术馆、１３８个乡镇文化站、４个城市社区 （街

道）文化中心全部免费开放。全市体育场馆对外免

费开放 １３８５万人次；免费放映农村公益电影

１２５７５场；资助业余训练贫困学生运动员８５名。完

成６５９５个自然村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建成

“村村响”１０１７个，城乡阅报栏 （屏）２４６个，全

市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达９８％，电视人口综合覆盖

率达９８９９％。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业态创新】　实施文化产业倍增工程，

推动文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造提升雅安藏茶、

芦山乌木、荥经砂器、宝兴石雕、文化娱乐等文化

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设计等新型文化业态。编

制 《雅安文化产业项目推介手册》，推荐申报藏羌

彝文化产业项目１２个，雅安高颐阙汉文化民俗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雅安全手工软包皮拖鞋制作技艺生

产保护及衍生品开发应用２个项目入选文化和旅游

部 《２０１８文化产业项目手册》，占全省入选项目

１０％。芦山根雕文化产业园被成功命名为四川省第

三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实现雅安首次省级文

化产业园区 “零”突破。打造以 “工艺美术精品展

示销售中心”“工艺美术学术交流中心”“黑砂文化

研究院”为主要内容的特色文化服务小镇，培育艺

术品展示与交易基地。通过收集、汇总、梳理，将

全市２５家重点文化产业企业，２９个重点文化产业

项目装订成册，制作 《雅安市文化产业项目推介手

册》向外推介。向上级部门推荐９个藏羌彝文化产

业走廊重点项目和２个文化品牌培育项目，进一步

争取申报项目进入国家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重点项

目名录。

【文化产业资金扶持】　完成２０１９年度省级文化发

展资金申报工作，通过审核，艺悦文创产品开发、

雅安特色文创产品开发项目和 《茶马古城文化产业

园》软实力提升工程项目按要求申报。按照市政府

《雅安市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产业重建生态文化

旅游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严格基金申报流程，

提高基金使用效益，向雅安生态博物馆项目拨付文

化旅游发展基１１１９０７１２万元。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为加强文化产业行政管理

队伍和行业指导能力建设，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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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业务素养，９月１６—２１日，与市委组织部人

才办共同承办 “２０１８年度雅安文化产业人才专题培

训班”，组织市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及非遗传承

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非遗传承人、文化工作者５０余

人，前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参加雅安市文化产业人

才专题培训，培训达到预期效果。

新闻出版

【新闻出版管理】　开展２０１８年春季中小学教材教

辅出版印刷发行管理工作、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工

作，对校园周边出售恐怖、迷信、低俗、淫秽色情

出版物、非法 “口袋本”；车站、路边游商、集贸

市场音像制品商店等出版物进行专项检查。持续开

展 “秋风”“净网”“清源”“护苗”“固边”“珠

峰工程·贡嘎山行动”以及扫黄打非进基层行动。

加强雅安市 “扫黄打非”办建设的信息综合监管系

统平台的运用，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大互联网 “扫黄

打非”信息的监管力度。２０１８年，通过监管平台共

巡查涉及色情低俗类网页２０条，向省 “扫黄打非”

办通报涉网情报３则，清除互联网不良与违法信息

共９５条。

【版权使用管理】　印发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推进使用

正版软件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全市党政机关推进

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目标任务，加强计算机及网络信

息安全知识的培训普及，确保工作人员不随意升

级、卸载正版软件，杜绝使用盗版软件。推进作品

版权 （著作权）免费登记工作，简化登记手续，优

化作品登记办理流程和办理时限。利用 “４·２６知

识产权日”、非遗保护日、文博会等活动平台，散

发各类宣传资料５００００余份；扶持优秀版权作品的

创作和运用，２０１８年１—１０月份累计通过审核登记

的著作权 （版权）数已达 ２５３３件，提前２个月完

成省下达目标 （２５００件）任务。全年上报侵权假冒

案件立案数４２件，称送司法机关案件２件，捣毁窝

点１个，案件信息公开２７条。

【侵权盗版查处】　结合全国 “两会”、国庆节等重

要时间节点，从３月份到１１月，集中开展盗印党的

十九大学习辅导读物、习近平三十讲等专项整治行

动，严格检查并督促印刷企业 “五项制度”的落

实。对网上书店审批备案情况进行清查，严厉打击

销售盗版教辅材料读物、工具书、畅销书等行为，

对全市具有承印资质的３家印刷企业进行核查，打

击书店、批发市场、学校周边市场教材教辅盗版行

为。针对性开展 “秋风２０１８”“护苗·２０１８绿书签

进校园”行动，实现对校园周边非法兜售有害书

籍、音像制品、刮刮奖的有效封堵。全年累计出动

文化执法人员１４６６０余人次，开展侵权盗版执法检

查２４４８家次；行政处罚四川省灵耀科技有限公司涉

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复制著作权人软件案

（该案入选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四川省文化市场重大案

件）。

【出版物经营单位年检审核】　雅安市出版物发行

单位５４家，其中雨城区６家，名山区１１家，天全

县８家，芦山县４家，宝兴县 ２家，荥经县 ６家，

汉源县１０家，石棉县２家，市本级５家。邮政公司

有书报亭６８家。各出版物发行单位均符合要求，通

过年度核验。完成２０１８年３０家印刷企业的年度核

验工作，新增印刷企业１家。其中出版物３家、包

装装潢印刷５家、其他印刷品２３家。

【印刷市场监管】　持续开展印制、销售重大选题

出版物专项整治、印刷企业 “五项制度”的落实、

网络发行专项整治、 “三科”教辅教材专项检查、

春、秋季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行动；开展对一次性内

部资料性出版物发送范围及传播渠道自查自纠专项

整治；召开雅安市印刷行业生态环境整治工作推进

会，组织印刷协会研究印刷企业自律要采取的应对

措施，研究讨论并制定 《雅安市印刷企业固定污染

源环保治理管理办法》（暂行）。

文化市场

【文化市场监管】　深化 “放管服”改革，办结行

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５１件。组织参加２０１８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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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文化市场行政审批能力、行政综合执法大比武

活动，获全省第四名。开展文化市场平安建设工

作，全面排查、整治人员密集文化娱乐场所安全隐

患。推进文化市场日常监管检查 “双随机”全覆

盖。持续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业治乱取

得初步成效。加大文化市场执法力度，开展春季和

秋季校园周边专项整治、环保噪音整改、网络表演

市场、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专项整治行动；持续

深入开展 “秋风”“净网”“清源”“护苗”“固边”

“珠峰工程·贡嘎山行动”以及 “扫黄打非”进基

层行动。受邀在全省作 《电影产业促进法》应用及

典型案例解析。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４万余人次，

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所２４４８家次，行政处罚５３家

网络科技公司、网吧、娱乐场所等经营单位 （当场

处罚１８家，行政警告２０家，立案处罚１５家）；行

政罚款１９８００元，责令停业整顿８家，取缔黑网吧

３家，通过网吧安装的 “文网卫士”监控平台报警

８９条，网吧视频监控平台预警９４起，网吧及各类

文化市场监管得到有效加强。

　　图１５５　网吧监管平台（市文体广新局供图）

【２０１８网络专项整治】　印发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２０１８”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开展网络转载版

权专项整治、短视频版权专项整治、重点领域版权专

项整治。累计开展互联网巡查９０多小时，核查网络

书店４５家，处置存在问题网络书店３７家。按照 《关

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方案》精神，

开展网络表演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网络文学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互联网低俗文化产品整治行动；以加强互

联网终端监管为目标的 “两微一端”“云盘”“非法

弹窗广告”等专项行动、以打击传播网络淫秽色情

信息的 “扫黄打非·净网２０１７”专项整治行动。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０００多人次，检查经营单位９７０多

家次，检查辖区内网络平台２１次。

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雅安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３项、省级２３项、市级４０项、县 （区）级１１６项，

涵盖传统音乐、舞蹈、美术、杂技、武术、传统制

作技艺和民俗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１人、

省级２５人、市级８７人、县 （区）级２０５人。国家

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１个，省级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２个。建有市级非遗保护中心；各县 （区）均

设有非遗保护中心，从资金和人员上保障非遗保护

工作的有序开展。立足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组织非遗工作者、传承人参加非遗保护专题培

训班，提升传承水平；有序推进雅安市省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完成第四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增补）认定工

作；开展四川省第五批非遗项目

的推荐申报工作；开展振兴传统

工艺，弘扬工匠精神，大师工作

室命名工作；全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校园工作常态化管理等。各

县 （区）开展形式多样的非遗传

承活动，在 “上九节” “元宵

节”“环山鸡节”“文化遗产日”

等节日对非遗项目进行宣传和推

介；“中国藏茶村” “荥经黑砂

文化博览苑” “乌木根雕艺术

城”有力促进非遗项目的开发利

用和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完

成四川省第五批非遗项目推荐申

报，推进雅安市省级非遗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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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振兴传统工

艺，出台 《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艺术民间工

艺保护传承创新的实施意见》 《雅安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暨传统工艺振兴专项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年）》，建成３个荥经砂器、４个南路边茶传

承人大师工作室。

【文物保护整理】　实施革命旧址维修保护行动计

划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打造天全县红军村项

目，申报宝兴县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

项目，改造石棉县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提升博

图１５６　市民参观古代体育文物（雅安日报供图）

物馆 （纪念馆）红

色教育功能。挖掘

茶马古道文化、藏

茶文化、红色文化。

加强学术研究交流，

成功举办 “中国藏

茶城 · 藏茶博物

馆”学术研讨会和

中华文化论坛。

【文物场馆建设与

保护】　全市１３个

博物馆、纪念馆实

现 县 区 全 覆 盖，

“川矿记忆”文化

公园及陈列馆、荥

经黑砂艺术馆、天

全县非物质文化展厅等一大批文化展陈项目完成并

向社会开放。实施博物馆精品展览工程，完成 “从

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征在雅安”红色文化专题

展，建成雅安川剧艺术博物馆。２０１８年，完成蟹螺

堡子维修工程，明德中学 （雅安西康博物馆）修缮

工程；推进名山茶马司维修加固工程；启动猛种堡

子 “拯救老屋行动”项目；推进 “十三五”国家文

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开善寺正殿、

严道城址—何君樽楗阁建设工作；完成市博物馆预

防性保护二期工程建设，实现博物馆文物展柜全域

性防震。推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山文庙、禹

王宫文物平安工程，构建文物安全主体责任、监管

责任、直接责任全覆盖。

【“古代体育文物展”走进雅安】　６月９日，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２０１８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

“多彩非遗，美好生活”。由四川省博物馆、雅安市

博物馆、雅安市非遗保护中心主办的 “古代体育文

物展”在市生态博物馆举行。当天，四川博物院流

动博物馆带着陶陀螺、六博 （围棋）等２０多件古

代体育文物，在多功能流动文物展示车上以实物展

览和多媒体展示的形式，配合传统体育项目视频、

文物三维旋转展示等，展示中国古代射箭、武术、

百戏、棋类、投壶、摔跤、马球、蹴鞠、捶丸等传

统体育项目的历史文化；雅安市的省级非遗项目芦

山花灯、绿林派武术，其传承人也登台进行精彩演

绎。本次活动通过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相碰撞的新

模式，让市民增强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意识。

【非遗场馆】　２０１８年， “雅安·记忆”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展厅、名山区茶史博物馆、中国藏茶村

茶文化展馆、雅安生态博物馆、中国藏茶博物馆免

费对外开放；宝兴、芦山、荥经非遗展厅也对外开

放。荥经砂器烧制技艺传习所、南路边茶制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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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７　荥经民间竹号传习所 （市文体广新局供图）

传习所、天全县牛儿灯传习所、环山鸡节传习所、

荥经竹号传习馆、宝兴硗碛多声部民歌传习所相继

成立，成为非遗技艺传承和成果展示的主要阵地。

图１５８　南路边茶制作技艺大师工作室挂牌 （市文体广新局供图）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绿林

派武术、南路边茶制作技艺、宝兴多声部民歌、芦

山花灯等 “非遗”进校园活动有序展开，让青少年

在感知、体验中了解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荥经砂器、雅安藏

茶、雅安皮拖鞋采取 “产

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与

四川大学、四川美术学

院、湖南大学、四川农业

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等高校合作创办实习实

践基地，每年 １０００余师

生实习创作，促进传统工

艺传承、创新和发展。

【非遗项目申报】　２０１８

年顺利完成第四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增补）认定工作，新增１

项市级非遗；开展四

川省第五批非遗项目

的推荐申报工作，新

增 ４项省级非遗 （雅

安全手工工艺软包皮

拖鞋制作技艺、汉源

花椒生产民俗、刘氏

木雕、木雅藏族 “什

结拉布”）。

【非遗工艺振兴】　制

发 《雅安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民族艺术民间

工艺保护传承创新的

实施意见》，指导全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艺术民间工艺保护传承创新。

在全市国家级非遗技艺类项目中开展大师工作室命

名工作，截至年底，已完成３个荥经砂器、４个南

路边茶传承人大师工作室命名挂牌工作。

【南路边茶制作技艺传承】　依托南路边茶商会，

加强传承人技能培训和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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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知识普及培训进农村、进机关、进社区、进学

校，培训达３６０人次。编撰 《雅安藏茶的普及知识

读本》。

【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雅安市省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有序推进，完

成全市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

剧、曲艺、民俗等濒危项目甄别工作。制定 《雅安

市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

作实施方案》用于指导工作开展，４个省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 （杨明星、杨昌荣、裴体文、王志全）

抢救性记录工作文献片拍摄基本完成。

广播电视

【概况】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雅安市广播电视

台设立播出机构 ８个，传输机构 ９个。全市设立

１３９个乡镇广播站，１１７个农村乡镇服务网点，１０１７

个行政村实现广播村村响。辖区内地方管理高山台

站升级完成改造６座，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建设完

成２９５６户建设任务，累计解决１３１９００户农村用户

听广播看电视难问题。全市８个播出单位、９个传

输机构、６个中央农村无线覆盖点强化管理和指导，

各单位播出正常。全市二级电视中心播出总时长

４５８０００小时，二级广播中心播出总时长５９００小时，

播出广播电视公益广告１９４０余条次，全年广播电视

安全播出无责任事故。截至年底，广播综合人口覆

盖率９８％，比上年提高０２个百分点，电视综合人

口覆盖率９８９９％，比上年提高００１个百分点，全

市有线电视用户达２３万户。

【广播影视管理】　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管，开展

藏区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和境外电视网络接收设

备专项治理，打击非法安装、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查处违法案件１起。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共出动６８４余人次，执法车辆６３２余台次，发放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宣传册３１９０件。２０１８国家应急广

播装备拉动演练在芦山举行，在全省作应急广播市

级平台管理及应用的经验交流。持续开展绿色频率

频道创建活动，定期开展节目评议，净化荧屏声

频。开展广播电视节目创优，组织参加全省广播电

视创优评选活动，获得优秀作品２件，提名作品１３

件；组织参加全省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创作大赛，获

得优秀作品 １件；组织参加 “乡村振兴·美丽家

园”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网络视听精品创作活动，纪录片

《茶缘》获得十佳入围作品。坚持以 “基建、平台、

产业、创新”为四大抓手，推进 “高清雅安·智慧

广电”建设，加快制播传输终端高清化建设。有线

广播电视可接收高清频道提升至６０套、高清用户达

１０万户、高清互动用户４万户，综合人口高清覆盖

率达４０％。加强外宣力度，上送央台、省台新闻

３６７条，央视采用３３条、川台采用１５４条。

【广电节目创作】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广播电视台创

作播出 《雅安新闻联播》２９４期，《雨城播报》２３４

期， 《民声 １２３》２３１期， 《周末话雅安》４５期，

《今日雨城》８８期，《雅安警方》２２期，《育才新视

界》２２期，《阳光问廉》４期，《共产党人》２０期，

《美丽乡村》４１期， 《拍案明法》４期， 《法治方

圆》２２期，《舌尖上的安全》４期，《与法同行》６

期。电台１６档栏目，共制作节目１８００余期，小专

题１６８０个，全年直播时长达 １８６０多个小时；县
（区）广播电视台创作播出新闻节目及 《话说汉源》

《纵横汉源》《茶乡茶韵》《国学经典》《焦点在线》

《走遍天全》 《焦点民生》 《小城大事》 《石棉人》

《石棉事》等栏目５０余个；制作播出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乡村振兴》 《我们不曾忘却———纪念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 《化腐朽为神奇

———芦山木雕》 《南丝路黑砂都》等专题片１３０余
个；播出脱贫攻坚、创国卫、两学一做、环保、党

风廉政公益广告和宣传标语２６７８９０条次。

【广播电视节目评选】　２０１８年，参加 “乡村振兴

·美丽家园”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网络视听精品创作活
动，北纬网创作的纪录片 《茶缘》获得十佳入围作

品；２０１７年度四川省广播电视 （新闻类）优秀节目

评选活动，雅安市共选送１８件广播电视作品参评，
获得优秀作品２件，提名作品１３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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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度雅安市广播电视 （新闻类）优秀节目名单表

　表３５

类　别 单　位 标　　题

广播短消息 名山区广播电视台 《蒙顶山茶喜获“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殊荣》

广播长消息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１５分钟翻越二郎山—雅康高速二郎山隧道双向贯通》

广播新闻评论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另类网红的另类直播》

广播新闻访谈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平凡的“小人物”了不起的“大事业”———扎根社区十八年 创新管

理架桥梁》

广播新闻专题 名山区广播电视台 《新店镇中坝村脱贫攻坚即将“修成正果”》

广播十佳栏目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直播雅州》

电视短消息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雅安首部实体性地方法规实施 震后新村管理有法可依》

电视短消息 荥经县广播电视台
《用奔跑感受鸽子花的魅力———２０１７乐跑四川森林马拉松系列赛
首站在荥经县开赛》

电视短消息 石棉县广播电视台 《全球首次同时放归两只异性大熊猫》

电视短消息 天全县广播电视台 《雅康高速二郎山隧道双向贯通》

电视长消息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电网改造助力 古路走出致富路》

电视长消息 名山区广播电视台 《李作彬：从贫困大户到养猪大户》

电视长消息 宝兴县广播电视台 《传承民族文化瑰宝 多声部民歌走进课堂》

电视连续系列报道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向油烟污染老大难问题开刀 雅安在行动》

电视连续系列报道 宝兴县广播电视台 《灵关镇大沟村突发山洪灾害救援及时 措施有力》

电视评论节目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不知者是否可以不罪》

电视评论节目 天全县广播电视台 《如此“捐款”该不该》

电视新闻专题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雅安首部地方法规 创新新村自治管理》

电视新闻专题 石棉县广播电视台 《熊猫放归地走起 做一回大熊猫监测员》

电视新闻访谈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阳光问廉—谁动了扶贫“奶酪”》

电视十佳栏目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民声１２３》

电视十佳栏目 汉源县广播电视台 《汉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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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度四川省广播电视（新闻类）参评作品名单表
　表３６

单　位 作品类别 作品标题 所获奖项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新闻访谈
《平凡的“小人物”了不起的“大事业”———扎根社区十

八年 创新管理架桥梁》
优秀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电视评论 《不知者是否可以不罪？》 优秀作品

名山区广播电视台 广播短消息 《蒙顶山茶喜获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殊荣》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短消息
《大熊猫“八喜”和“映雪”今天在栗子坪保护区放归自

然》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长消息
《１５分钟翻越二郎山———雅康高速二郎山隧道双向贯
通》

提名作品

天全县广播电视台 电视短消息 《雅康高速二郎山隧道双向贯通》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电视长消息 《电网改造助力 古路走出致富路》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电视连续（系列）报道 《向油烟污染老大难问题开刀 雅安在行动》 提名作品

名山区广播电视台 广播新闻专题 《新店镇中坝村脱贫攻坚即将“修成正果”》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新闻专题 《未成年人求刺激 多起案件引关注》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新闻专题
《从“人字型”到“蜘蛛网”改革开放四十年看雅安交

通发展》
提名作品

石棉县广播电视台 电视新闻专题 《熊猫放归地走起 做一回大熊猫监测员》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电视新闻专题 《雅安首部地方法规 创新新村自治管理》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十佳栏目 《直播雅州》 提名作品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电视十佳栏目 《民生１２３》 提名作品

媒体单位概况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２０１８年，电视共完成１４档

１０３７期自办栏目，其中 《雅安新闻联播》２９４期，

《雨城播报》２３４期，《民声１２３》２３１期，《周末话

雅安》４５期，《今日雨城》８８期，《雅安警方》２２

期，《育才新视界》２２期，《阳光问廉》４期，《共

产党人》２０期，《美丽乡村》４１期，《拍案明法》４

期， 《法治方圆》２２期， 《舌尖上的安全》４期，

《与法同行》６期。电台１６档栏目，制作节目１８００

余期，小专题１６８０个，全年直播时长达１８６０多个

小时。广播、电视所有栏目，通过全城网 （ＰＣ

端）、无线雅安 （手机 ＡＰＰ）传播，并在传播过程

中多向互动。全城网全年发稿５０００多条，推送应急

便民信息近２００条，点击量超过２０亿次；两个微信

公众号推送信息 １５００余条次；微博发布 ２０２３条，

粉丝达７３０００多人。电视上送四川电视台新闻３６７

条，川台采用新闻１９４条；上送央视并采用新闻３３

条。电台上送省级以上频率新闻４００余条，新闻采

用１５７条，脱贫攻坚专题采用２个，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专题采用５个。新媒体向新华社 ＡＰＰ推送雅安新

闻１０００余条，点击阅读量６００万次以上；四川观察

推送新闻２７００条，发稿量居全省各市州台新媒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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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今日头条”推送新闻１３００余条。报送２０１７

年全市优秀广播电视节目评比创优作品 ２５件，１１

件获优秀奖，１３件获提名奖；报送全省优秀广播电

视节目评选创优作品１４件，２件获优秀奖，９件获

提名奖；报送全市２０１８年新闻战线作品１６件，１０

件获奖；报送 “第２８届中国人大新闻奖”广播电

视作品两件，广播作品 《旧楼加装电梯·雅安人大

出实招解决老人 “爬梯”之痛》获全国二等奖；总

工程师魏波荣获广播电视行业技术最高奖 “王选

奖”。

【名山区广播电视台】　内设总编室、新闻部、专

题部、综合部、技术播出部５个部门；电视台自办

栏目有 《名山新闻》《一周要闻》《茶乡茶韵》；广

播电台自办栏目有 《新闻播报》 《一周要闻》 《百

姓生活》《蒙顶茶韵》 《茶乡音乐地带》 《检察之

声》。２０１８年，名山区广播电视台着力提高舆论引

导能力和宣传管理能力，增强新闻宣传的针对性、

时效性和引导力，贴近区情民情，制播 《名山新

闻》２４８组 １５８９条， 《一周要闻》４８组 ３４０条，

《茶乡茶韵》专题１４期；《蒙山论坛》两期；公益

广告９０５２０个次，字幕标语４５８１１幅次。广播电台

制播 《新闻播报》２４８期１５７８条，《一周要闻》５２

期，《百姓生活》４８期，《蒙顶茶韵》４８期，《茶乡

音乐地带》３６５期，《天气预报》２４８期，《国学经

典》６期， 《检察之声》４８期。 《公益广告》７１２５

个次；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刊发消息１０５８条。

【天全县电视台】　全年编播电视新闻栏目 《天全

新闻》１５６期，稿件 １５２８条；编播电视专题栏目

《焦点在线》１３期；新增 《美食美客》《走遍天全》

等旅游栏目；制作廉政微电影 《一念》受到民众一

致好评。播出廉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护环

境卫生环保等公益广告９０部；制作并发布电视公告

３１２条，制作动态标语１７００多条并播出，涵盖脱贫

攻坚、创国卫、两学一做、环保、党风廉政等重点

工作。努力做好外宣工作，向市台，省台、中央台

投稿，省台采用６条，市台播出新闻１２０条。新媒

体 《指尖天全》共刊播新闻 ３６８０条次；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公共平台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芦山县广播电视台】　全年承担县委、县政府重

大主题宣传活动１６次，现场录制１０场 （其中３场

直播）；新闻１２０２条，涉及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安

全生产、扫黑除恶、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

等专栏报道２０５期。制作专题片 《加强能力建设·

稳步推进医改》《化腐朽为神奇———芦山木雕》《浴

火重生·砥砺奋进—革新中的芦山公安》 《青衣江

上桃花源·绿色发展示范县》等２０部。微信公众

号 “芦山县广播电视台”全年共推送消息５２７条，

点击量８８万次。８月 ２０日芦山县广播电台通过

“村村通”将 《芦山新闻》音频在三个重要时段进

行播放；９月１４日，在芦山县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

节”暨绿色生态农产品推介上采用手机直播形式，

推出栏目 “芦妹儿分享会”；１０月１５日正式开通微

博号 “魅力芦山”；１２月作为主办单位启动芦山县

第一届 “姜城春晚我来啦！”选拔比赛。

【宝兴县广播电视台】　全年共制作 《宝兴新闻》

１２５期，１０００余条；开设脱贫攻坚、环保督查、纪

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扫黑除恶、宪法宣传等新闻专

栏１０余类６８期；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生

工程、安全生产等拍摄制作新闻专题３０余期；制作

播出 《村村响有线广播》６１期；与雅安电视台合作

共同推出法制类栏目１０期，并在雅安电视台和宝兴

电视台同步播出，扩大宣传影响力。新媒体创新机

制，以内容为核心，聚焦社会热点，民生实事，宝

兴县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制作发布新闻 １０００余

条，吸引数千名微信网友关注。选送８件优秀作品

参加全市年度广播电视优秀节目评选，获得优秀奖

２件，提名奖３件。

【荥经县广播电视台】　全年制播新闻１４８０余条、

公益广告１２０余条。电视台官方微信、微博共推送

微信微博７００余条，其中：《荥经发现野生大熊猫》

《雅西高速荥经段保畅系列报道》《谁盗走了兰家山

的映山红》等平均阅读量高达上万次。高质量完成

《荥经县招商引资专题片》《南丝路黑砂都》《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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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有机发展振兴步伐》《国税党建巾帼英雄》《检

察官说法》等２０部专题片、《廉洁荥经》等３部微

视频公益短片。在 《荥经新闻》中先后开设 “对党

说句心里话”“加快建设全省山区经济强县”“全面

实现同步小康—脱贫攻坚进行时” “环保督察进行

时”“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我们在行动”等１０余个专

栏。创作如 《“守卫”创卫成果让荥经更加美丽》

《荥经县———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以中药材产业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严道镇唐家村板栗薯带动农

业发展脱贫摘帽取得成效》 《筑巢引凤我县打造力

兴绿色新材料产业孵化园》等一批围绕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的新闻作品。《朱庆平：３０年如一日奉献不

悔的砂器传承人》 《助人为乐无私奉献记雅安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郑鸿英》 《扫黑除恶·县城乱

象治理》等一批接地气的报道也备受关注。《荥经：

集中开工５大项目·总投资达４１７亿元》《恭喜龙

苍沟国家森林公园入围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

单位》《应急保畅有功·荥经公安民警接受战地授

奖》等报道为荥经建设全省绿色新材料产业基地和

国际森林康养度假目的地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汉源县广播电视台】　全年播出 《汉源新闻》２７６

期，新闻条数１８９７条。上送新闻２４７条，其中：央

视播出两条 （《雅安汉源县大树镇突发山洪泥石流

·避险及时无人员伤亡》 《四川雅安汉源县河西乡

庄子村发生大面积滑坡·避险及时无人员伤亡》在

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播出），湖北卫视播出 ３条，

四川电视台播出５条，四川新闻网采用２条。全年

先后制作播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汉源县创

建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专题片》《花椒生产民俗》

《乡村振兴》《我们不曾忘却—纪念 “５·１２”汶川

特大地震十周年》 《不负青山·方得金山—汉源县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县纪实》 《汉源四十年·汉源县

改革开放４０年发展纪实》等多部专题节目，受到

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制作的公益广告微电影 《忠于

人民·践行宪法》进入 “我与宪法”四川法治微视

频、微电影大赛网络投票环节。制作播出自办栏目

《话说汉源》１７期，讲好汉源历史、文化、人物等

方面的故事；制作播出 《纵横汉源》１６期，用通俗

易懂的谈话形式，将民众关心的各方面信息传递给

观众；２０１８年４月成立新媒体中心后，“多彩汉源”

公众微信号实现各栏目每日上传，粉丝量达１００００

余人，推送微信２１７期１０８５条，总点击量达到八十

余万人次。

【石棉县广播电视台】　全年播出 《石棉新闻》１４７

组１３９１条，时长４１２２分钟。上送播出新闻：央视８

条，四川卫视１２条，上送雅安电视台新闻４１３条。

新媒体 （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优酷视频）推送

新闻１８５７条。拍摄制作宣传片４０余部，专题片２０

部，完成我县重大活动的现场录制１５次，制作播出

“曝光台”５７期。制作播出 《石棉人》１２期，《走

基层》１４期，《石棉事》６期，美丽石棉２５期。制

作播出党风廉政建设小常识３９期２３７次，制作播出

扫黑除恶小常识６０期３６０次，制作播出防汛小常识

６３期３７８次，制作播出脱贫小常识４０期２４０次，制

作播出各部门行政效能提升公开承诺 １５期 ９０次。

加强新媒体融合和推广，石棉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

号拥有粉丝数２万多名。上送的 《石棉县多处发生

泥石流突发山体滑坡及时转移无伤亡》新闻在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同时７条石棉受灾新闻在

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探索媒体融合之路，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石棉县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参加２０１７年度四

川省及雅安市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比，获省提

名奖１个；市优秀奖３个，提名奖４个。获得石棉

县２０１７年度部门 （乡镇）先进单位和２０１７年度环

境保护先进集体荣誉。

【雅安日报传媒集团】　２０１８年，雅安日报传媒集

团拥有党报、党网、党刊、市场报、手机媒体、户

外ＬＥＤ、新闻网站、网络电视台、ＡＰＰ和微博、微

信等２０多个媒体平台。主要媒体平台有：《雅安日

报》《雅安新报》 《生态雅安》杂志、《蒙顶山茶》

杂志、《雅商》杂志和北纬网、北纬手机报、掌上

雅安ＡＰＰ、雅安网络电视台，以及四川雅安、雅安

看点、雅安印象微信公众号，生态雅安、雅安日报

———北纬网微博。２０１８年新增雅安发布、雅安日报

北纬网微信公众号。媒体融合进一步向前推进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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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立融媒体编辑中心、融媒体新闻中心、融媒

体运营中心、行政后勤保障中心、技术研发中心等

五大中心。并进行全系统流程再造，打通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的技术瓶颈，实现人才智力、信息内容、

技术应用、平台终端共享融通。 “雅报融媒”一体

化采编发平台、移动采编ＡＰＰ得到进一步完善，指

挥调度中心，雅安日报编辑排版协同平台、大数据

舆情监测分析平台、新版传媒数据库等平台正式投

入运行。北纬网新应用、新产品、新技术等先进的

软硬件设备也同步投入使用。手机直播能力增强，

全年共推出直播４５场。２０１８年底围绕成雅铁路动

车开通，雅报新媒体通过 ＡＲ技术运用，推出 《今

天走铁轨·明天坐火车》 《川藏铁路成雅段雅安站

“探营”》和 《雾罩成雅铁路雅安段·美》等系列

ＡＲ图片，增加传统阅读的趣味性和互动性。通过

全媒视野、融媒传播，线上线下互动报道，实现融

合报道的又一次创新。２０１７年度有１１件作品获得

四川新闻奖，其中一等奖２件，二等奖１件，三等

奖８件；４件作品获评四川省新闻奖报纸副刊好作

品，其中二等奖３件，三等奖１件；５件作品获得

中国城市党报新闻奖，其中二等奖３件，三等奖２

件；１２件作品获评雅安市优秀新闻作品奖。在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２９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报业新闻社会活动

融合发展论坛上，集团报送的作品 《芦山地震救灾

重建：一个重大主题宣传融合报道的典型案例》荣

获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周年融合传播经典案例 （作品）

二等奖。２０１８年策划首届雅安味道评选活动、首届

五美乡村宣传展示活动、首届孕婴童产业博览会活

动、“滋润雅安”摄影大赛、“跃然纸上·精彩绘雅

安”市花市树公益手绘画、“曝光随手拍”、法治微

电影大赛、法治雅安新征程视觉设计大赛等活动。

组建雅安市市民摄影摄像联合会。与雅安市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雅安市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雅安市中

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联系帮扶天全县仁义乡张家

村的１４户贫困户；按照市上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的安排，对口联系沙湾社区的先锋小区和先锋路。

２０１８年度雅安日报传媒集团获奖情况表
　表３７

２０１７年度四川新闻奖

类　别 奖　项 标　　题

通讯与深度报道 一等奖 全球首只野外引种大熊猫“草草”产下重量级熊猫宝宝

短视频新闻 一等奖 荥经河长制·花样长知识

短视频新闻 二等奖 我在基层做信访

论文 三等奖
舆论引导要围绕主题突出正向主动———从芦山地震救灾重建中雅安日报传

媒集团的实践看融媒时代舆论引导的组织实施

评论 三等奖 发扬重建精神解决“三不为”问题

通讯与深度报道 三等奖
贫困村三年出了 ３４名本科生———石棉县安顺彝族乡麂子坪村“盛产”大
学生

通讯与深度报道 三等奖 崎岖山路间他们“背”起一个家

通讯与深度报道 三等奖 火灾给了她痛她却把爱带向天堂

通讯与深度报道 三等奖 雅安人罗维孝《行无国界———罗维孝丝路骑行》出版·演绎三重骑行人生

媒体融合创新作品 三等奖 ＶＲ全景带你看震后新芦山

新闻微信公众号 三等奖 雅安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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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四川省报纸副刊新闻奖

类　别 奖　项 标　　题

特写 二等奖 寻根马岭·传承历史

报告文学 二等奖 我是大熊猫“巴斯”的“贴心”记者

散文 二等奖 茶路上的大相岭

特稿 三等奖 深山有诗意·乡间多传说

中国城市党报新闻奖

类　别 奖　项 标　　题

副刊 二等奖 必须秉笔直书“国家实验”

系列报道 二等奖 ２０１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雅安普通人的故事

消息 二等奖 世界上年龄最大的雄性大熊猫“盼盼”离世

系列报道 三等奖 雅女与狼———《重返狼群》背后的故事

通讯 三等奖 他用三十余年的坚守 诠释一诺千金之分量

第三届中国报业新闻社会活动论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融合传播经典案例评选

类　别 奖　项 标　　题

经典案例 二等奖 芦山地震救灾重建：一个重大主题宣传融合报道的典型案例

２０１８年度雅安市新闻战线优秀新闻作品

标　　题

市树市花为雅安“增花添彩”系列报道

青山绿如画 森林小镇美———我市首批省级森林小镇掠影

老地标 新地标 见证雅安城市历史文化变迁史

生态雅安 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特别报道

纪念“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五周年特别报道（上）（中）（下）

一条“天路”连通西南西北 百公里路建设创多项第一

———Ｇ４２１８雅叶高速公路雅康段（雅安至泸定）区间试通车侧记

大熊猫“八喜”、“映雪”：江湖，我们来啦！

你有一个未接电话

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学习贯彻市委四届四次全会精神专题

大格局来了！两分钟带你看完雅安发展的“八大行动”

有一种滋润叫———雅安

这届网友要求太严了，竟然问了新女娲这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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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日报社】　２０１８年出版报纸３５４期，２６００个

版。围绕市委提出的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和大力

实施 “六大工程”，奋力推动 “五个走在全省前

列”，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战略部署，推出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看行动’”报道，

展示全市各级各部门贯彻落实 “八大行动”的措

施、行动和雅安干部群众对 “八大行动”将给雅安

带来的美好前景的期盼和祝愿。围绕 “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开设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专题。开设 《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文明旅游小贴士》《不文

明现象曝光台》等专栏，为雅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出版 《法治雅安》特刊１２

期，《法治雅安》周刊５０余版。出版脱贫攻坚周刊

５０余版，共推出脱贫攻坚稿件２０００多条。在对新

建成通车的成雅铁路报道中，雅安日报组成专题采

访组，历经６个市 （县区），就成雅铁路项目进行

为期半个月的 “千里川藏线·始于成雅段”大型融

媒体采访活动，推出近１０个版面的动态报道和纵深

报道。此外，还对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环保督查

回头看、民营经济发展、扫黑除恶、征地搬迁等重

大主题进行宣传。

图１５９　雅安新报承办的首届雅安味道评选活动（雅报传媒集团供图）

【北纬网】　北纬网是国家一类新闻网站，具有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国新网许可证号。全年点击量超

过１２亿次。围绕市委提出的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乡村振兴战略、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等重大主题推出

《２０１８全 国 两 会 特 别 报 道》

《２０１８省两会特别报道》 《２０１８

年雅安市两会》 《推进芦山地震

灾区发展振兴实现五年整体跨

越》 《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

周》 《坚定必胜信心·矢志真抓

实干·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共同打好打赢征地搬迁 “攻坚

大会战”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

山水园林城市》 《打开记忆的阀

门·那是４０年的芳华》等特色专题４７个。全年独

立拍摄制作访谈类视频 １３个，新闻原创类视频 ６

个，ＶＲ视频２个，客户定制视频２０个，直播４场。

受邀参加并独立拍摄制作的 《茶缘》在２０１８年四

川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活动中入围。

【微信公众号、ＡＰＰ等新媒体】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

“雅安日报—北纬网”微博粉丝达５８３６９人，共发

布１６３８条微博。“四川雅安”微信公众号粉丝数达

２４５７８８，发布文章１５９３余条，平均每天发稿５条以

上。“生态雅安”新浪微博粉丝数３７３５１人，“生态

雅安”腾讯微博粉丝数达４６９４３７，共发布２７００余

条微博。 “雅安看点”微信公众号粉丝达１０万余

人，发布４７８条信息，其中阅读量上万的稿件有２０

篇。掌上雅安ＡＰＰ下载用户４４６９２万户，更新信息

２０８３条。新增 “雅安发布”“雅安日报北纬网”微

信公众号。继续运营 “生态雅安”新浪微博、“生

态雅安”腾讯微博、“四川雅安”微信公众号、人

民日报ＡＰＰ生态雅安频道等市级新媒体。新增运营

“法治雅安”“石棉旅游”“雅安妇联 （大爱雅女）”

“廉洁芦山”“廉洁名山”“雅安教育”“食药监局”

“雅安卫计生” “雅安市中心血站” “西部网信”

“城投房产”“雅安商务粮食局”１２个微信公众号。

【雅安新报】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雅安新报》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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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做大幅调整，全年周一至周四每天出刊８个版，

周五出刊１２个版。完成 《雅安印象》 《雅安 ｖ生

活》《大雅 Ｖ购》公众号的日常维护与更新，完成

官方微博、抖音账号的更新。完成 “雅安文明有

约”“雅安疾控中心”“宝兴旅游”“夹金山干部学

院”“雅安雨城惠民村镇银行”５个微信公众号托

管工作。举办雅安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活动，承办首

届雅安味道评选活动，与市创建办联办 “文明城市

知识有奖问答”活动。与市经信委、市工商业联合

会合作推出３期 《雅商》杂志。

【生态雅安杂志】　 《生态雅安》系市委机关刊物，

双月编印出版，全年出刊６期。２０１８年围绕市委、

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先后推出森林小镇创建、灾后

恢复重建５周年纪念、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推进

绿色发展示范市的建设、四川省旅游新媒体营销大

会、“天府之肺·生态雅安”城市名片、雅安———

一座最滋润的城市等专题策划报道，策划宣传推广

雅安的绿色发展历程，获得较好的对内对外宣传效

果。在市茶业发展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办的 《蒙顶山

茶》，２０１８年出版 ５期，围绕雅安茶产业的发展、

措施、亮点、科研、成就、文化等进行重点宣传，

有力地助推雅茶产业的振兴发展。

【雅安市人民政府网】　着力加强政府网站建设管

理，全面完成市政府电子政务内网区域物理环境改

造和电子政务内网接入工作，全市３２个市级部门网

站均已纳入集约化平台，新版的雅安市人民政府网

站和市级部门网站已上线运行。不断加强政民互

动，全年办理市委书记、市长信箱信件３２８４封，开

展在线访谈６期、在线调查７期。推进政务信息资

源共享平台建设，实现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协同

共享，已建成政务信息目录系统等８个功能模块，

梳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４１０条、信息项３７２７条。持

续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和安全保密工作，积极推进软

件正版化、办公自动化工作，进一步优化和改进市

政府机关协同办公平台系统。

文艺创作与表演

【文艺创作】　创作 《嘉绒四季·春》 《嘉绒四季

·冬》 《欢乐大舞台》 《千年一滴雨》 《茶歌唱彝

乡》《汉源》等优秀音乐作品１２件，创作 《脱贫攻

坚奔小康》 《扶贫干部》等快板、小品作品５件，

创作微电影 《守灯人》１个。组织开展专题书法美

术摄影采风创作活动，举办迎春书画展、甘肃静宁

县和雅安双城书画展、美国旧金山和雅安双城摄影

展、少儿美术展１场次、 “千村万镜小康路”作品

展等相关展览１０余次。编辑创办内部刊物 《雅州

文艺》，已出刊２期。

【部分文艺期刊】　 《西康文学》创刊于２０１２年４

月，初期主要由雨城区本土知名作家、资深编辑、

热心人士和部分社会团体共同创建的社会性文学期

刊，主管单位为四川省文艺促进会和雅安市文化

馆。从２０１４年起至今，《西康文学》编辑部与中共

雅安市雨城区委宣传部和雅安市雨城区文联签订协

议联合办刊，将 《西康文学》作为雅安市雨城区文

联主管、主办的文艺期刊。定位为区域性纯文学杂

志。２０１８年发行 １期，印发 ３０００册。发行范围为

省文艺促进会全体会员 （记者、编辑、演职人员）；

雅安市范围内各机关团体；甘孜、阿坝、凉山等地

文艺团体以及雅安市各界民众及文学爱好者。 《蒙

顶山》：中共雅安市名山区委宣传部主管、名山区

文联主办，纯文学季刊。２０１８年，出版春夏秋冬４

期，版式、装帧和封面设计依前式，封面刊主要作

品标题及作者，扉页刊精美散文，封二登载文化活

动报道或图片作品。冬刊登载首届中国蒙顶山国际

禅茶大会文集目录，封底登载区内主要景点照片。

将 “茶言观色”置于首栏，依次为 “清风明月”

“缤纷红尘” “诗海语花” “掷地有声” “校园芳

草”，冬刊无 “校园芳草”。 “茶言观色” “掷地有

声”分别刊发作品２９件、２４件；“清风明月”刊发

作品３２件；“缤纷红尘”刊发作品１５件；“诗海语

花”和 “校园芳草”分别刊发７０件和９件。作者

遍及全国２０多个省市，但主要来自雅安市，其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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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作品春刊超过 ５４％、夏刊 ５４％、秋刊 ５１％、冬

刊４４％。 《石棉文化》：２０１８年 《石棉文化》综合

刊出刊２期，刊登各类作品 １６６篇 （首），其中小

说１６篇、散文２１篇、诗歌７６首、文史类作品 １５

篇、音乐作品 ４首、曲艺作品 ６篇、书法作品 １０

幅、美术摄影作品１８幅。用稿量约为来稿量的六分

之一。内容涉及石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编发

石棉文史、旅游节专辑，刊发展现石棉的山川美

景、人文积淀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各

类作品。

【省画院雅安创作基地】　４月２４日，“四川省诗书

画院 （四川省画院）创作基地”在雨城区挂牌成

立，这是四川省诗书画院 （四川省画院）在雅安市

图１６０　四川省诗书画院创作基地在雨城区挂牌 （雨城区政府办供图）

设立的首个创作基地。为切实有效地开展帮扶工

作，四川省诗书画院决定在合江设立创作基地。合

江镇地处雅安市雨城区东部，风景秀丽，产业兴

旺，拥有生态茶园３５万亩，是雨城区探索推进乡

村振兴试点示范镇，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前沿阵

地。四川省诗书画院 （四川省画院）创作基地的挂

牌成立，对开展雨城区文化帮扶工作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能带动更多省内外书画艺术家走进雅安，走

进雨城，以开放的眼光、艺术的视角来呈现雨城区

厚重的历史文化、人文古迹，对打造专属雅安和雨

城靓丽名片有极大帮助。

【雅安市第四届广场舞大赛】　１月６日下午，雅安

市第四届广场舞大赛暨 “越舞越好看”四川广电网

络第二届全民广场舞大赛决赛在市区三雅园广场开

赛。此次大赛，由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大

赛历时三个月，来自各县区共计１８支队伍脱颖而出

进入总决赛，经过激烈角逐，雨城区西康码头舞蹈

队的 《扇舞飞扬》获得一等奖，荥经县鸽子花文艺

队的 《欢乐炫舞》以及汉源县职业高中代表队的

《格萨且格萨》获得二等奖，来自天全的 《八戒、

八戒》、汉源的 《秀色》和宝兴的 《宝兴雪域飞

舞》获得三等奖。

【２０１８雅安市新春音乐

会】　１月８日晚７时半，

雅安市新春音乐会在市体

育馆上演，由市文体广电

新闻出版局主办的大型混

编交响套曲 《上善蜀水》

用时代语言、当代审美重

塑音乐精品，解读老子

《道德经》中的名句 “上

善若水”。此次音乐会由

四川交响乐团 “天姿国

乐”、四川玫影合唱团等

联合演出，作品以水为主

线，通过水韵、水润、水

律、水势、水德五部分，

诠释 “水利万物而不争”

的美德，传递向上、向善的人生价值观。 《上善蜀

水》作为一部以中国民族音乐为源泉、同时具有浓

厚四川特色的混编交响套曲，提炼四川本土多种艺

术精髓，拓展中西方艺术交融形式。

【２０１８雅安市第四届网络春晚】　１月３１日晚７时

半，２０１８雅安市第四届网络春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拉开帷幕。通过歌曲、舞蹈、小品、相声等富有感

染力的艺术形式，丰富广大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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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６１　２０１８第四届网络春晚演出现场 （市地方志办供图）

市电视台对网络春晚进行同步网络直播，除雨城区

的主会场之外，晚会还现场连线汉源和芦山的春晚

分会场，将汉源与芦山的人文历史、地方特色以及

灾后重建后欣欣向荣的群众生活现状等展现给观

众。晚会通过丰富多彩的节目，体现雅安地方特

色、生态文化、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独特

魅力。

图１６２　芭蕾舞剧 《追寻香格里拉》演出现场 （市地方志办供图）

【雅安市 “３·１５”主题公益晚会】　３月１２日晚，

由省保护消费者权

益委员会、市工商

局联合主办的 “绿

美雅安 · 放心舒

心”２０１８雅 安 市

“３·１５”主题公益

晚会在市文化艺术

中心举行。晚会以

“绿美雅安·放心

舒心”为主题，倡

导建设诚信法治、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

服务全域旅游发展，

加快建设美丽雅安。

晚会内容包括消费

维权执法案例分析、

市场监管典型案例发

布、雅安优质旅游资

源推介、小品歌舞文

艺表演等内容，为净

化消费环境、优化营

商环境、推进依法治

市起到推动作用。晚

会通过播放 《保健品

不 “保健”消费者如

何维权》等案例短片、

《爱心保健品》情景小

品等，让广大消费者

更好地懂得如何维护

自身权益。

【芭蕾舞剧 《追寻香格里拉》雅安巡演】　５月１５

日晚，由国家艺术基金交流推广、重庆市芭蕾舞剧

团演出的芭蕾舞剧 《追寻香格里拉》在雅安文化艺

术中心隆重上演。该剧曾入选２０１４年度国家艺术基

金大型原创剧目，获重庆市 “五个一工程”奖。

１９：３０分，剧场的大幕拉开，舞姿空灵曼妙、音乐

荡气回肠，舞美流光溢彩、剧情行云流水。藏民族

文化散发出浓郁的感染力，中西合璧的艺术完成度

令人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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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恋”原创歌曲演唱会】　５月１７日晚，由

雅安市音协、市文化馆主办的 “故园恋”———雅安

市音协２０１８原创歌曲演唱会在市文化馆演艺厅精彩

　　图１６３　迎七·一歌咏比赛演出现场 （市地方志办供图）

上演。演出分为印象

故乡、色彩故乡和希

望故乡三个篇章，《故

土难离》 《美丽家园》

《我的母亲叫中国》

《永远的茶马古道》等

形式多样的原创歌曲，

为市民带来听觉盛宴。

演唱会通过歌伴舞、

独唱、合 唱 等 方 式，

礼赞家乡灾后重建焕

然一新的乡村风貌。

【“欢乐大舞台”文化

惠民演出】　５月 ２２

日晚，由雅安市文化

馆主办的 “欢乐大舞台”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文化馆

演艺厅上演。演出为广大市民带来欢乐与精彩，进

一步活跃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展示全市２０１８年上

半年群众文化活动成果，引导和带动广大市民投入

到精神文明建设中来。在现场，珠峰艺术团、心连

心艺术团、梦池国标舞俱乐部、佳颖艺术团、雅安

市老年大学等团体通过歌舞、独唱、小品等多形式

的表演，让市民感受到文化之美、艺术之魅。

【雅安市迎七·一歌咏比赛】　６月 ２８日下午，

２０１８年市级部门迎 “七一”歌咏比赛在市文化艺术

中心举行。歌咏比赛以 “共筑中国梦·颂歌献给

党”为主题，通过比赛为决胜 “五年整体跨越，七

年同步奔康”，加快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市营造

良好氛围，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创新动

力，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和纪念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比赛在大合唱 《再一次出发》

中拉开帷幕，比赛中，２１支参赛队伍和２支表演队

伍为观众呈现出一场高水平的演出。 《歌唱祖国》

《国家》《我爱你中国》……歌颂党、歌颂人民、歌

颂英雄、歌颂家乡的曲目一一呈现，展现出广大干

部群众饱满的精神面貌、大方得体的仪态以及良好

的团队意识。

【雅安市首部脱贫攻坚网络电影 《第一书记》开机】

　９月６日，雅安市首部脱贫攻坚网络大电影 《第

一书记》在名山区建山乡飞水村举行开机仪式。

《第一书记》是由中共雅安市名山区委办公室、中

共雅安市名山区委组织部及雅安市名山区建山乡人

民政府主办，以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为题材的网络大电影。电影在讲述第一书记下

派驻村开展工作情况的同时，还将建山乡青山隐

映，绿水环绕的美丽景色及猕猴桃、藤椒、傲柑等

特色农产品呈现给千万网友。

【话剧 《高腔》走进雅安】　１０月１１日晚，由四

川人民艺术剧院重点打造的精品话剧 《高腔》走进

雅安，为雅安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和群众奉献精彩的

演出。 《高腔》是全国首部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大型原创话剧，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北京

中视瑞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重点打造，融入川剧、

川北薅草锣鼓等独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元素，尤其以

川剧高腔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为题，让脱贫攻

坚的 “四川故事”发出令人振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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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度文联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作品名录表
　表３８

获奖人 授奖单位 获奖（入选）名称

罗大? 中国散文学会 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散文单篇奖

陆　杨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少儿中长篇小说银奖、最佳

少儿短篇小说银奖

姜永育 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 世界华人第三届科普作品图书银奖

王堂兵 中国书协 “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

【雅安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文艺晚会】　１２月２４

日晚７时３０分，由市委宣传部、市文体广电新闻出

图１６４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文艺晚会现场 （市地方志办供图）

版局主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广播电视台、

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承办的 “放歌新时代”庆祝改

革开放４０周年文艺晚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晚

会共分为序曲、四个篇章和尾声。四篇章 《在希望

的田野上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 《眷眷深情藏沃土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 《在灿烂的阳光下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８年）》 《不忘初心跟党走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８

年）》分别以时代短片、故事讲述和时代情景剧表

演开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雅安每一个十年的变

化，讴歌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

【部分获奖作品】　文学：《美在清风雅雨间—市外

作家看雅安》和 《家在清风雅雨间—本土作者写雅

安》在市 “两会”上发放；罗大?等人创作的散

文、诗歌 《沙丘上的绿色梦》 《我家的电话变迁》

等在 《人民日报》等国家级主流报刊发表；李存刚

成为巴金文学院 ２０１８届签约作

家，其散文 《夹金山记》在

《人民文学》发表。摄影：谢应

辉的 《元宵舞狮精神所向》、黄

继元的 《风驰电掣》成为由中国

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梦影像公

益广告大型摄影作品征集入展作

品。音乐：张艺凡的 《嘎央德》

入选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

计划，也是四川省唯一入选的音

乐类国家扶持项目；李宣康和张

艺凡创作的歌曲发表在由四川省

音协编印出版的有声歌曲集 《踏

歌集》中；张艺凡作曲的 《我们欢迎您》 《叫醒自

己》成为四川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

和开场曲。美术：冯先强的油画 《驿站春色》入选

“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全国美术作品

展”；何民的 《走亲戚》入选全国工艺美术彩塑展；

戴成华等４人作品获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节乡

村艺术大展优秀奖；刘明华、庞世明２人作品入选第

五届 “江山如画”中国油画写生作品展。舞蹈：《美

丽的羌寨》《阳光年华》分别获第五届 “春城杯”国

际邀请赛金奖、银奖。书法：王堂兵作品入选中国书

协主办的 “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

展”；在 “传承与创新—四川省第六届书法篆刻作品

展”中，王堂兵作品获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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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获奖人 授奖单位 获奖（入选）名称

王堂兵 四川省书协 “传承与创新———四川省第六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谢应辉、黄继元 中国摄协 中国梦影像公益广告大型摄影作品征集

谢应辉 文化和旅游部、陕西省政府 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

张文思、刘祯祥、

柯尊军
四川省民族文化影像艺术协会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摄影作品展

冯先强 中国美协 “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

戴成华、叶宗明、

李晓刚、何民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
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节乡村艺术大展优秀奖

杨　宓 洛杉矶华语影视联盟 ２０１８年洛杉矶电影人电影节奖

杨　宓 中国电影家协会 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剧本奖

图１６５　雅安生态博物馆内的蝴蝶标本 （市地方志办供图）

文化场馆

【雅安市博物馆、雅安生态博物馆中心馆】　２０１８

年，雅安市博物馆和雅安生态博物馆中心馆免费开放

工作顺利完成，两馆全年共接待观众游客１５万人以

上，各项社会教育活动有效开展。３月，市博物馆珍

贵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 （二期）正式施工进场，１１

月１５日，项目实施完毕，实现博物馆文物展柜全域

性防震设施的配备，全面提升雅

安市博物馆文物防震安全水平。３

月９日，博物馆委托成都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编制完成 《茶马古道

—观音阁文物保护规划》（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并报请四川省文物局转报

国家文物局审批备案。５月１６日，

雅安市文博系统第一期讲解员培

训班在雅安市博物馆开班，这是

雅安市第一次系统的组织全域博

物馆、纪念馆讲解员培训。５月

２５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

年，《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

征在雅安》红色专题展览在雅安

市博物馆临时展厅开展。６月 ９

日，雅安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雅安生态博物馆

举行，同时雅安川剧艺术博物馆在当天开馆试运行。

雅安生态博物馆中心馆是雅安整个生态博物馆体系的

中心馆，属于 “４·２０”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占地

８７００多平方米，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中心馆展出分为

三个方面的内容。大熊猫的前世今生，大熊猫在雅安

生存环境等；雅安的茶文化，内容涉及人工种茶的起

源、雅安的南路边茶和茶马古道等方面的内容；涉及

雅安境内主要少数民族民俗、人文景观和生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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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６　雅安市图书馆 “悦读家”家庭诵读比赛 （市图书馆供图）

【雅安市图书馆】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图书馆新购图

书 ４６６９种，９９８０册，报纸 ９１种，９１份，杂志

３０３种，３０３册，盲文图书期刊 １９９种，２１０册；

接待读者 ９７５６９人 （次）；外借图书 １６２０２０册，

内阅图书 ２３４５０８册；解答读者咨询 ６５４９条；推

荐新书９８５４册，催还图书 ２３２７册；分编地方文

献１３５种，２００册；图书新办借书证 １００２张；装

订报纸 ３６０册，杂志 ８０８册；地方文献全文数字

化２４册；解答参考咨询２６０条；免费电脑培训农

民工和待业青年２０００人次。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图书

馆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回眸四十年·

拥抱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全省诗歌朗诵

活动”中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奖。寒暑假期间，市

图书馆以 “新时代·新阅读”为主题，开展 “小

馆家”体验活动、“七阅 （阅读会、科普讲堂、手

工制作、图书馆寻宝和即兴朗读）夏令营”活动、

“新时代·好少年”故事大王比赛、 “书香家庭．

唯美阅读家庭诵读比赛” “每周经典电影”展播

等活动１６场。２０１８年，市图书馆新建 “市委办公

室”阅览点、 “雨城区实验小学班级”阅览点、

“四川省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书阅览点和

“名山解放乡遇见芳华”阅览点，并为新增阅览点

各提供首批 ５００册图书和刊物。市图书馆流动图

书车分别开进名山

区解放乡瓦子村文

化广场、宝兴县隆

兴村村委会、宝兴

县灵关镇、天全县

新华乡，向瓦子村

文化活动中心捐赠

图书 ４００册，向隆

兴村村图书室捐赠

图书 ３００册，向新

华乡图书室捐赠图

书８００册，现场向

群众免费共计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等宣传资料 １０００册，赠送村民 ５６０册图书，

并为当地村民写春联 ２００余副。市图书馆分别向

名山区解放乡瓦子村文化活动中心捐赠图书 ４００

册，向宝兴县隆兴村村图书室捐赠图书 ３００册，

向天全县新华乡图书室捐赠图书８００册。

【雅安市文化馆】　２０１８年，市文化馆以公益性活

动为主体，全年共开展欢乐大舞台欢度春节群众文

艺演出、文化惠民演出、 “花儿朵朵”少儿文艺展

演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３０余场。全年共举办 《熊

猫家源—雅安市首届美术新人新作展》 《美丽家园

·神秘泸沽湖摄影作品邀请展》 《花儿朵朵·首届

美术邀请展》 《翰墨颂歌—雅安·甘肃静宁庆祝建

党９７周年书法交流展》《家乡美—雅安市第四届油

画写生作品展》 《三人行—刘明华、刘智尹、冯先

强庆国庆油画作品展》 《中国雅安·美国旧金山双

城摄影展》《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古路飞歌摄

影作品展》等各类主题的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

览１０次，参展作品千余幅，接待观众２０多万人次。

围绕 “脱贫攻坚·文化惠民”主题，组织开展 １０

余场 “脱贫攻坚·文化惠民进乡村”文艺演出。由

市文化馆丁一创作的 《嘉绒四季》套曲获得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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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７　雅安市 “脱贫攻坚·文化惠民进乡村”文艺演出 （市文化馆供图）

第三届群星合唱展演第一名；女声合唱 《嘉绒四季

·春》获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节舞台艺术精

品大赛第一名。组织推荐作品参加在宜宾举办的

“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节乡村艺术大展”，选

送的书法作品中有１２件参展，其中９件入展，３件

获奖；美术类作品１０件参展，５件入展，５件获奖；

摄影作品７件参展，６件入展，１件获奖；民间工艺

　　图１６８　“红树林”杯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颁奖活动现场（市体育馆供图）

美术作品３３件参展，２９件入展，４件获奖。成立雅

安市文化志愿服务支队，并提供标准完善的工作流

程、服务守则、服务项目以及激励制度，使文化志

愿服务工作进入有组织、有平

台、有纪律、有管理的新进程。

组织文化志愿者参与 “熊猫家源

·美丽雅安”主题文艺展演、创

文明城市·奔全面小康—雅安市

文化志愿服务进社区、雅安川剧

艺术博物馆开馆仪式等 １０余场

文艺展演活动。

【雅安市体育馆】　２０１８年，雅

安市体育馆全年向社会免费、低

收费开放达到３６０天，每周开放

时间７０小时以上，每天开放时

间达１５小时，室外公共区域及

室外场地每天开放时间达 ２４小

时。随着体育馆免费、低收费活

动深入开展，健身场所的改善，

前来进行锻炼的市民全年累计可

达１０万人次。开展体育健身培

训班、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国

民体质监测、体育知识信息咨询

等业务活动。全年举办体育赛事

活动７８次，其中免费举办篮球、

气排球、健身秧歌、羽毛球、乒

乓球、老年人运动会、职工运动

会等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６１次；

举办其他体育、文化等活动 １５

次，其中免费举办体育讲座、科

学健身知识讲座、展览等 ７次；

开展体育健身技能、专项体育项

目培训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等培训指导４３００

人次；进行国民体质测试近 ４０００人次；为驻雅公

司、企业、部队等机构服务和承办行业体育活动达

１０次以上；全年承接业余体校、水校运动队等训练

累计３００天以上。开展大中型赛事活动３０余场。其

中有：“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雅安市 “三八”

全民健身运动会；“我要上省运·健康四川人”太

极拳、健身气功、柔力球、羽毛球比赛；雅安市雨

城区青少年田径锦标赛；雅安市 “农商银行杯”男

子篮球邀请赛；雅安市小学生篮球赛、雅安市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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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四川省足球联赛雅安分赛、雅

安市 “电力杯”业余篮球赛、中国中西部国际象棋

赛、雅安市雨城区第３７届中小学生 “三好杯篮球

锦标赛”“红树林”杯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

赛、雅安市全民健身篮球活动、 “滋润雅安·韵动

生活”雅安市群众健身项目社会体育技能与风采展

示活动等。

图１６９　夜色中的市文化艺术中心 （市地方志办供图）

图１７０　２０１８年四川雅安首届熊猫灯会展区 （市地方志办供图）

【雅安市文化艺术中心】　位于雅安市姚桥新区核

心地段，市体育中心南侧，市行政中心以西，总用

地规模约６９亩，建筑面积为４５６７８平方米，内含全

民健身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服务中心、文

化艺术中心、城市规划馆等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活动

【茶文化活动】　全年先后举办承办 “新时代茶产

业春天的思考”雅安峰会、 “第十四届蒙顶山茶文

化旅游节、全国新时代茶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研讨

会、中国茶质量控制与可持续标准研讨会”等活

动。分别在成都、杭州、北京举办第三届 “蒙顶山

杯”中国黄茶斗茶大赛、 “西子湖畔·蒙顶茶香”

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蒙

顶山茶”鉴赏会、藏茶润天府—雅

安藏茶品鉴暨访谈会、蒙顶山茶雅

安藏茶推介会。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茶叶博览会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

节被组委会评为 “中国茶事样板十

佳”之一。公开出版发行 《名山茶

业志》等茶业专著。有多位茶业人

士分别获得 “中华匠心茶人” “中

国产茶区 （四川）十佳匠心茶人”

“中国制茶大师”等称号。

【２０１８四川雅安首届熊猫灯会】　２

月８日晚，２０１８四川雅安首届熊猫

灯会正式亮灯，展现有水上灯组、

六县二区的历史人文、生态资源、

产业特色等。灯会主会场，５７组彩

灯发出夺目光华；音乐喷泉在五光

十色的彩灯之间开启。市民不管是

从观光游艇上，还是在主办场市区

熊猫绿岛公园里，都能看到造型各

异、栩栩如生的大熊猫。本届熊猫

灯会各大灯组独具雅安本地特色，

融合熊猫文化、茶文化、三雅文化

等元素，多形式展示雅安的魅力。

【“吴之英与蜀学”研讨会】　３月

２８—２９日，四川大学联合雅安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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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举办 “吴之英与蜀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

山东、四川等地，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台

湾的 ３０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吴 之 英

（１８５７—１９１８），字伯詙，雅安市名山区人。清末民

初四川著名学者、经学家、书法家、教育家。曾任

资州艺风书院、简州通材书院讲席，成都尊经书院

都讲、锦江书院襄校、四川国学学院院正。吴之英

还响应 “戊戌变法”，组织 “蜀学会”创办 《蜀学

报》，并任主笔。回乡后著有 《寿庐丛书》七十二

卷传世。２０１８年，时值吴之英逝世１００周年，四川

大学、《巴蜀全书》编纂组联合雅安举行此次研讨

会，旨在进一步弘扬吴之英的治学精神，并进一步

挖掘和传播蜀学。

【２０１８雅安市第三届龙舟赛】　６月１５日上午，由

雅安市文体广新局、雨城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雅安市

第三届龙舟赛暨雨城区第八届青衣江端午文化旅游

　　图１７１　龙舟赛上的水上运动项目表演 （市文体广新局供图）

节在西康码头举行。本届龙舟赛共有四川农业大

学、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国银行雅安分公司、汉

源供排水公司、雨城大兴镇、雨城广电网络等１２支

代表队参赛，比赛项目分２００米和５００米直道竞速。

经过激烈比拼，雨城区大兴镇代表队、汉源县供排

水公司代表队和章光１０１公司代表队分别夺得２００

米直道竞速前三名；芦山县飞仙关镇代表队、汉源

县供排水公司代表队和四川农业大学代表队获５００

米直道竞速前三名。

【雅安市第四届油画写生作品展】　７月１６日上午，

“家乡美———雅安市第四届油画写生作品展”在市

文化馆美术展厅正式开展。此次油画写生展集中展

示近年来雅安油画写生的创作成果，展览作品众

多，体现艺术爱好者描绘雅安美、对家乡的热爱。

此次作品展将持续到７月２５日。

【“中国百茶宴”百城巡演首发茶会在雅安启动】　

９月９日，由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指导，市茶办、

雅安文旅集团、荥经县砂办、荥窑砂器主办的 “中

国百茶宴”百城巡演活动 （以下简称 “百茶宴”），

在雅安市蒙顶山天盖寺举办首发茶会，正式启动百

城巡演。此次 “百茶宴”经历三年精心准备，甄选

全国各地的 １００款

名茶，从茶马古道

起点蒙顶山出发，

预计用 ３年时间在

１００个中国大中城

市举办 １０００场茶

会，并最终在 “中

国黑砂之都”荥经

县画上完美句号。

与 此 同 时，为 这

１０００场茶会提供茶

具的荥窑砂器，也

将伴随 “百茶宴”

走遍全国，让更多

人重新认识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 “荥

经黑砂”高端茶道

器的品牌影响力。

【雅安川剧艺术博物馆开馆】　９月１０日，雅安市

川剧艺术博物馆在姚桥新区 （雅安市生态博物馆

旁）正式开馆。据考证，清朝中叶，川剧进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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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２　川剧艺术博物馆内的藏品（雅安日报供图）

安，光绪年间，雅安五甲

口 （上里）成立戏班。新

中国成立后，雅安在原西

康省川剧团的基础上成立

雅安川剧团。涌现出一大

图１７３　参展的３０米长卷画作（名山区文化馆供图）

批经典剧目和川剧人才。

鼎盛时期的雅安川剧与成

都、重庆 “三足鼎立”。

雅安川剧艺术博物馆收藏

并展示雅安川剧团多年出

演使用过的服饰、道具以

及剧本等珍贵物件。开馆

当天，便吸引不少市民前

来参观。

【中秋、国庆主题公益电影放映】　雅安金熊猫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中秋、国庆期间开展主题公益

电影放映活动，在全市县 （区）乡村、社区集中展

映 《厉害了，我的国》《暗战白沙关》《红海行动》

《烽火长城线》《湄公河行动》 《建军大业》 《第一

大案》等一大批优秀国产影片，９月 ２０—１０月 ７

日，放映电影９１６场，观众达６８０００余人次，整个

活动将持续到１０月３１日。

【名山区举办书画联展】　１２月２１日，名山区举办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书画联展。由市老年书画研究

会、名山区老年诗书画影研究会文化爱好者们创作

的２００多幅 （包括两幅３０米长卷画作）精美的诗、

书、画、影作品参展，吸引众多观众前往观展。活

动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至１２月２８日结束。

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

【概况】　按照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青少年体育竞赛计

划》安排，联合教育部门先后成功举办２０１８年雅

安市中学生男子 “七人

制”足球锦标赛、雅安市

第十七届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小学生

篮球锦标赛、２０１８年雅安

市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和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中小学

生羽毛球锦标赛、２０１８年

雅安市中学生男子 “１１人

制”足球锦标赛、２０１８年

雅安市小学生男子 “５人

制”足球锦标赛、雅安市

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初、

高中组）等９个单项的年

度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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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参与学生达３０００余人次，有效促进全市青少年

阳光体育运动的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 《全民健身

计划》，提高广大篮球运动爱好者技战术水平，先

后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雅安市 “农商银行杯”男子篮

球联赛和２０１８年雅安市 “电力杯”业余篮球比赛，

对加快推进雅安全民健身事业特别是篮球运动发展

起到积极作用。

【组团参加省十三运会】　组团参加 ２０１８年 ４—８

月在广元市举行的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全团共

计５０３人，其中：运动员３９４人、教练员５８人、项

目领队及团部工作人员５１人；共参加１７个青少年

竞技项目和１１个群众体育项目的比赛；代表团共收

获奖牌５３枚 （金牌９枚、银牌１９枚、铜牌２５枚）；

为期四个多月的赛事过程中，代表团无一例安全事

故和违反赛风赛纪的事件发生，被大会组委会评选

为 “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实现运动成绩和精

神文明双丰收。

【后备人才选拔培养】　２０１８年，全市有４名运动

员入选四川省体育项目一线队伍，２名运动员入选

国家软式网球队，全年输送到省集训队的队员达

１０２人次；为支持国家冬季项目选材需要，先后输

送５名运动员参与国家冬季项目专业队进行选拔和

试训。选拔输送的射击运动员姚云骢获２０１８年射击

世界杯美国站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蒲琪峰获２０１８

年射击世界杯德国站混合团体第三名。全年共有２１

人荣获一级运动员称号，３５人荣获二级运动员称

号。市业余体校 （水上运动学校）先后深入各县区

和基层学校选拔近７００名体育苗子进行试训，竞学

科为其中６３名运动员完成新周期注册。

社会体育

【概况】　２０１８年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３００名。广

泛开展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 １２４项，承办

２０１８年全国技巧锦标赛暨青少年锦标赛、“江阴周

庄杯”２０１８年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四川赛区雅安分

站赛、“王岗坪杯”石棉农信·２０１８年第二届全国

红色城市围棋邀请赛等省级及以上体育竞赛活动１４

项。组团参加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四川省第九

届残运会暨第四届特奥会、四川省第十五届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金牌２９枚、银牌 ３９枚、

铜牌３２枚。输送的雅安籍运动员参加世界级大赛收

获冠军、季军各１枚，全年共有２１名运动员获一级

运动员称号，３５人获二级运动员称号。全年向国家

和省级专业队、集训队培养输送优秀运动员１１１名

（４人正式进入四川省专业队），选拔６００余名体育

后备人才进行新周期试训并为其中的６３名佼佼者完

成注册。保持雅安市业余体校 （水校） “国家级高

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称号，成功将雅安市实验

幼儿园和汉源县富林镇第二幼儿园创建为 “四川省

幼儿体育示范基地”（２０１８—２０２１），争取创建扶持

资金４８万元 （每所２４万元，分４年度发放）。落实

市体育中心配套设施建设设计方案，争取项目启动

资金５００万。全年组织６支队伍参加２０１８年四川省

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夏冬令营系列活动，组织

２６名基层教练员参加省局举办的国家级后备人才训

练基地、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省级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项目教练员培训班，参训项目包括田径、

篮球、定向、跆拳道、足球和健身操舞等。

【全民健身活动】　加强体育文化宣传和交流，开

展武术进校园、围棋进校园、舞龙舞狮赛、龙舟赛

等活动，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向多样化、常态化、特

色化发展。全年共承办国家级体育竞赛活动６项、

省级群众体育竞赛活动１０项，举办市级全民健身活

动３０余项次。加大体育场馆开放力度，全市公共体

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 １５７１１万人次，进场 （馆）

锻炼人数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５５倍。坚持开展国民体

质监测，举办科学健身大讲堂，宣传普及科学健身

知识，探寻 “体医结合”模式。

【全民健身工程建设】　联合市财政局申报２０１８年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地方支持全民健身设

施建设项目，并指导扩权县进行网上申报。雅安市

体育中心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和汉源县九襄镇梨花社

区健身中心项目获得总局资金支持，资金到位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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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根据各县 （区）农村、社区全民健身活动开

展情况，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全市全年共新建１７个

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１个社区多功能运动场、

５６条全民健身路径，已按时投入使用。

【体育健身组织建设】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市、县两

级已成立１００余个体育社团组织，涉及３０多个体育

项目；发展晨晚练文体活动站 （点）７３４个，街道

（社区）体育组织４８个、乡镇 （村）体育组织１１８

个、各类健身俱乐部９５个。全市现已培养各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３３００余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人数指标达到２名。

【体彩销售】　２０１８年累计销售体育彩票１１５亿元，

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６０９７％，筹集公益金２８３１万元。

重要体育竞赛

【雅安市第３６届元旦环城赛跑】　元旦前夕，２０１８

年 “体彩杯”雅安市第３６届元旦环城赛跑在市文

化艺术中心举行。此次环城赛跑主题为 “健身新气

象·迈进新时代”，活动由市文体广新局、雨城区

政府主办。元旦环城赛跑是雅安市一项传统体育活

动，是全民健身运动的品牌赛事，也是广大市民辞

旧迎新的文体活动，至此已举办３６届。旨在进一步

丰富群众文化体育生活，倡导绿色健康生活，促进

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

【雅安市第四届职工围棋赛】　１月１３日，由雅安

市总工会主办、市棋类运动协会承办的雅安市总工

会第四届 “庆元旦·迎新春”职工围棋对抗赛在市

总工会举行，以此丰富广大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此

次围棋对抗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区的６４名选手参

加，比赛决出团体名次前十名，个人名次前八名。

【汉源承办省第三届冬泳锦标赛】　３月１６—１７日，

由四川省游泳协会冬泳委员会、汉源县人民政府主办，

汉源县体育局承办的四川省第三届届冬泳锦标赛在汉

源县体育公园游泳池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的１１

支代表队２００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共设置１０个

组别、４６个单项，经过激烈争夺，乐山市五通桥区冬

泳协会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南充市游泳协会、攀钢

冬泳协会位列团体总分第二、三名。

【“农商银行杯”男子篮球联赛】　４月１２日，由市

文体广新局、雅安市农商银行主办，芦山县体育局、

芦山县农商行承办的２０１８年雅安市 “农商银行杯”男

子篮球联赛在芦山县体育馆开赛。芦山联社篮球队主

场迎战荥经联社篮球队，经过激烈的比赛，荥经联社

篮球队最终以８３：７０战胜芦山联社篮球队。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全民健身网球公开赛】　由四川省

网球协会主办，市文体广新局、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和雅安网球协会承办的 “龙吟九州·网动天府”

２０１８年全民健身网球公开赛川西片区分区赛于２０１８

年４月２１—２２日在雅安市举行。来自凉山、资阳、

攀枝花、遂宁等１３个市州代表队的２１０余名运动员

参加比赛。２０１８年四川省全民健身网球公开赛单项

赛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成都５个片区，从

３月至１０月举办５站分区赛，各分区赛前８名进入

总决赛。比赛分老年组、成年组、大学生组和青少

年组，年龄最小的１０岁，最大的５５岁。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职工羽毛球赛】　４月２１日，由市

总工会主办、市羽毛球协会承办的２０１８年雅安市职

工羽毛球比赛，在市经开区职工活动中心爱尚羽毛

球馆内举行。本次比赛设置单项赛和团体积分赛两

项内容，其中单项比赛项目有男双、女双、混双和

男单、女单。此次比赛共吸引全市２６支队伍、２６０

余人参加。经过两天的精彩对决，市羽毛球协会、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汉源县总工会获团体前三名。

【第四届大川河越野Ｔ３赛】　４月２９日，芦山县举

办第四届大川河越野 Ｔ３赛。Ｔ３是指以３车编队完

成整个赛段任务的越野比赛项目，以最后一车通过

终点的时间为ＴＥＡＭ的成绩。参加此次河道越野赛

的车队共３２支１００余辆，车手们来自成都、雅安、

德阳、绵阳等１３个市州。大川镇境内有着得天独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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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４　大川河越野Ｔ３比赛现场（雅安日报供图）

　　图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全国技巧锦标赛暨青少年锦标赛比赛现场 （汉源县委办供图）

　　图１７６　２０１８年 “四川农信杯”青年篮球联赛比赛现场 （市文体广新局供图）

的旅游资源，青山、绿水、原始森林等自然景观层

次分明，美不胜收。此次举办河

道越野赛，向世人大力推介大川

河景区，展示大川河景区的美丽

风姿，使得景区旅游品牌得到

提升。

【全国技巧锦标赛暨青少年锦标

赛】　５月 １６日，由国家体育

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

床与技巧协会主办，雅安市文体

广电新闻出版局、汉源县人民政

府承办，汉源县体育局、成都中

体大健康体育文化集团协办的

“汉源甜樱桃杯”２０１８年全国技

巧锦标赛暨青少年锦标赛在汉源

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

地６４支参赛队 ６１５余名运动员

参加比拼，角逐各项目奖项。此

次比赛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

年组和成年组四个组别进行，共

有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

人、女子三人、混合三人、男子

四人、混合四人以及集体技巧等

８个项目的比赛，最终产生金牌

６０枚。

【２０１８年全国 （Ｕ１９）青年篮球

联赛】　５月 ２７日，２０１８年

“四川农信杯”全国 （Ｕ１９）青

年篮球联赛 （四川·汉源）在汉

源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比赛

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汉源县人

民政府承办，是国家级高水平篮

球赛事，将进行女子第二阶段前

八名俱乐部队伍 ８天共 ３２场的

激烈对决，这八支队伍分别是八

一队、北京队、广东队、广西

队、辽宁队、上海队、四川队、

天津队。在首个比赛日，８支队

伍悉数亮相，开幕式后，四川队以９１：５４的比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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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广西队，其他三场比赛八一队以８２：５７的比分战

胜天津队，广东队以７８：５８的比分战胜辽宁队，上

海队以６１：５４的比分战胜北京队。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　６月 ９

日，２０１８年四川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首场赛事在

天全县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共有成都、遂宁、雅

安等全省１２个市 （州）３１支代表队共３００余人参

与。本次赛事共设８站，包括７次分站赛和１次总

决赛，分为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两个项目，赛事的

总决赛将于１１月１０—１１日在雅安市体育馆举行。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业余篮球赛】　７月２６日，２０１８年

雅安市 “电力杯”业余篮球比赛开赛，３０支球队分

甲乙两个组别捉对厮杀，尽情享受篮球带来的乐

趣。近年来，雅安市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长足发

展，群众体育运动的热情也不断高涨，篮球、足

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体育运动以及健步

走、柔力球、太极拳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

【２０１８四川省全民健身羽毛球比赛】　７月２８—２９

日，“美丽新四川”２０１８四川省全民健身羽毛球比

赛暨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俱乐部联赛 （汉源站）在

雅安市汉源县举行。来自成都、攀枝花、西昌、资

阳以及雅安市荥经县、汉源县、雨城区等共计２０支

队伍进行激烈角逐，上演精彩的 “羽林对决”。最

终，攀枝花羽协摘得甲乙组双料冠军，来自资阳的

川东游击队鹏翔支队、西昌小蚂蚁俱乐部，分获

甲、乙组亚军，银剑传奇１队、牛背清泉１队分获

甲、乙组季军。

【第二届龙苍沟森林马拉松赛】　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８

乐跑四川·森林马拉松系列赛—德能杯·第二届龙

苍沟森林马拉松赛在荥经县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正

式举行。本次大赛为 ２０１８四川花卉 （果类）生态

旅游节暨荥经第十届鸽子花生态旅游节的重头戏，

由四川省生态旅游协会、四川省田径协会、荥经县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荥经县林业局、

荥经县体育局和荥经县旅游局联合承办，中体大健

康体育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９月２６—３０

日，由市文体广新局、市教育局主办，汉源县体育

局、汉源县教育局承办的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中学生篮球

锦标赛在汉源县体育公园举行。来自全市１９个学校

的３６支代表队共４３０余名运动员参加初中男子组、

初中女子组、高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等四个组别

的角逐。

【雅安市第二届羽协杯业余混合团体赛】　１０月

２６—２８日，雅安市第二届 “羽协杯”业余混合团体

赛在芦山县体育馆举办，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市市

级部门和各区县的１８支代表队，约２００余名运动员

参加，芦山县组成两支队伍参加比赛。通过激烈的

角逐，冠军由四川农业大学代表队夺得，芦山县代

表队获得第８名。

【省第九届全民健身篮球公开赛总决赛】　１２月

７—９日，２０１８年 “五粮金樽杯”四川省全民健身

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和全明星赛在雅安举行。位于市

体育馆、雨城区工人文化宫的球场上，男子青年

组、男子中年组、女子组、混合组４个组别同时开

赛。经过３天的激烈角逐，成都五粮金樽队凭借出

色的发挥斩获男子中年组、混合组冠军，宜宾队获

得女子组冠军，凉山鹰之队获得男子青年组冠军。

【雅安市第二届全民健身网球总决赛】　１２月８日，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第二届全民健身网球年终总决赛举

行，本次总决赛除本市的网球爱好者外，还有来自

川渝两地和多所高校的网球爱好者参赛，参赛运动

员共计１３０余人。最终乐山师范学院、雅安市网球

协会、石棉县网球协会分获团体前三名，比赛还决

出各组别的个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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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宗教

【概况】　雅安地处汉、藏、彝区交汇处，是全省

唯一与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三个民族自治地区

都接壤的市。２０１８年，全市有４个享受少数民族地

区待遇的县 （石棉县、汉源县、宝兴县、荥经县），

　　图１７７　雅安市学习贯彻 《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 （市民宗局供图）

１８个民族乡；全市现有

３９个少数民族成分，有以

彝族和藏族为主的少数民

族人口８万余人，约占全

市总人口的 ５４％。全国

五大宗教中，佛教、天主

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

雅安俱存，道教也有零星

活动。２０１８年，全市有依

法登记开放的宗教活动场

所 ４２处，其中：佛教场

所 ２８处，天主教场所 ９

处，基督教场所４处，伊

斯兰教场所１处。全市现

有宗教教职人员共９２人，

信教群众１０万余人，有市、县 （区）爱国宗教团

体１１个。宗教代表人士安排在市、县 （区）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有２６人，其中市人大代表１人，市

政协委员５人，县 （区）人大代表１人，县 （区）

政协委员１９人。

【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优惠政策措施】　做好

“十三五”期间民族特需商品定点企业申报推荐，

对全市９家边销茶生产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初审筛

选，申报推荐定点生产企业８家，全部被省上确定

为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

业，享受有关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优惠政策，比 “十

二五”期间新增３家。

【宣传贯彻 《宗教事务条例》】　国务院新修订

《宗教事务条例》自２月１日起实施以来，市委中

心组、市政府常务会组织专题学习。市民宗局通过

印发学习宣传方案，组织专题学习，选送民宗系统

干部参加省民宗委举办的培训班，与市委统战部联

合举办宗教政策法规培训会，翻印发放新 《宗教事

务条例》单行本 １０００本、宣传画报 ２００套，在

《雅安日报》等主流媒体原文刊载 《宗教事务条例》

等多种形式，在全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宗教

事务条例》高潮。

【贯彻省委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做好省委宗教工

作调研检查组来雅检查调研准备工作，市委常委

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宗教工作，要求全市各

级各部门认真学习宣传 《宗教事务条例》，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以及全国、全省宗教

工作会议精神，提高新形势下全市宗教工作水平。

市人大对县 （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 《宗教

事务条例》进行专项调研检查。雅安市贯彻落实党

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抓好新时期宗教工作得到省

委调研检查组赞扬和充分肯定。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１０月，市委宣传部、

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组织开展 “１０月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月”活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四十年成就和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在雅安电视台、雅安日

报、北纬网等新闻媒体开展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地

区发展成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唱响民族团

结主旋律。



!""# !$%&'(()

!

"

! "

*+,-

!""# !$%&'(()

*+,-

３３０　　

【专题学习】　１０月２４日，组织市县 （区）宗教

团体负责人专题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

要讲话精神和新 《宗教事务条例》，召开 “坚定文

化自信 坚持中国化方向”座谈会，引导宗教界坚持

爱国爱教，始终不渝走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化

方向”的道路；组织全市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升

（挂）国旗活动，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国家

意识、法治意识、公民意识。

图１７８　中国·碛藏上九节民俗活动现场（雅安新报供图）

图１７９　雅安市代表团在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上表演（市民宗局供图）　

【宝兴县藏族群众欢度上九节】　２月２４日 （农历

戊戌狗年正月初九），是宝兴县硗碛藏族乡藏族同

胞的 “大年三十”，是新一年最隆重的节日———

“上九节”。活动现场，随着 “原生态多声部民歌”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明星雄浑的音调响

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现场的藏族群众，随着

锅庄舞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天鹅抱蛋”，

紧随其后登场亮相。来自硗碛藏族乡５个村寨的藏

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组成一个个方队，或舞龙、

舞狮、舞牛，沿着神石园通往五寨园的道路开始街

头巡演。各个村寨代表的表演者现场表演打麦舞、

锅庄舞等精彩节目，表达对现场观众和游客真挚的

新年祝福。

【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　９月 １—１０

日，雅安少数民族组团参加在康定举办的四川省第

十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参加２个表演项

目和６个竞赛项目，共获得１个一等奖、３个二等

奖、７个三等奖。

【石棉县尔苏藏族环山鸡节】　９月２０

日，石棉县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尔苏藏族环山鸡节在蟹螺藏族乡江坝

村蟹螺堡子举行。神树旁再次响起螺号，

在“萨巴”带领下，众多尔苏藏族人相继

开展上山祭祖、喝杆杆酒、传统文化演

绎等活动，现场吸引众多各地的专家学

者和游客。“环山鸡节”是石棉县尔苏

藏族每年农历八月举行的传统节日，也

是尔苏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尔苏

语称为 “古扎子”，意为过年，所有尔

苏人过了这天后都会年长一岁。 “环山

鸡节”传承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２００７

年，“环山鸡节”入选为四川省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

【雨城区宗教界举办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庆典】　１２月２３日下午，雨城区宗

教界在金凤寺举办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暨迎新庆典，市政协、市人大民宗外

侨工委、市委统战部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及雨城区四大教代表人士参加活动：成

都音乐舞剧院院长、国家一级作曲家唐

中六老师等１０余位嘉宾受邀参加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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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８０　雨城区宗教界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迎新庆典 （雨城区委统战部供图）

　

庆典。金凤寺书画班和古琴班５０余位古琴爱好者学

员的汉服文化展示拉开庆典活动序幕，随后，古琴

班学员们先后演奏 《黄莺吟》《仙翁操》《良宵引》

《秋风辞》等曲目，高级茶艺师张玲华进行茶艺表

演，特邀嘉宾中国埙青年演奏家吴苏芯老师和灵湫

琴社黄思艺老师带来琴埙合奏 《无悔》和叶莲子禅

舞，１２岁的高德一小朋友带来龙行十八式茶艺表

演，龙兴寺住持照空法师带来现场插花作品 《请

供》，天主教 “墨乐堂”修女刘会、金凤寺住持真

勇法师现场展示书画，男生合唱 《求主保佑中华》

表现雅安基督教徒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

民政事务

【救助管理】　２０１８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提高到６２４０元／人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提高到４２００元／人年。雅安市全市享受城乡低保

的对象为２０８４０户２７４２０人，全年累计发放低保金

１０１４４万元，城市低保人均月补助水平达 ３７２元，

农村低保人均月补助水平２９５元。累计实施城乡医

疗救助６７０２３人次，救助金额４９６０万元。民政资助

城乡 “三无人员”、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中６０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症病患者等

２７２４８人参保，资助金额 ５２５万元。雅安市全市

５３３８名特困人员纳入

政府供养范围。２０１８

年全年共实施困难群

众临时救助８２９３人次，

救助金额５２９万元。

【自然灾害救助】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发生

雪 灾、地 震、风 雹、

泥石流、洪涝、滑坡

等多种自然灾害，全

市受灾人口达 ４３８３５０

人次。因灾死亡 １人，

因灾失踪１人，因灾伤

病５人，紧急转移安置

１５６５８人；农作物成灾

８４６０７５公顷，绝收 ２５３６０３公顷；一般损坏房屋

２２５８户６０１５间，严重损坏房屋２０３户１３０４间，倒

塌农房７５户２４２间，直接经济损失１９７６亿元。开

展乡镇灾害信息员培训 ４２１人次。开展冬春救助，

共发放棉被１８５４１床、棉大衣５００５件、棉衣裤７３６

套、毛毯 １１１９床、电热毯 ２３０床、粮食 ７１６７０公

斤、食用油６９５２公斤、现金１７１３０万元。开展社

区防灾减灾工作，雨城区中里镇嘉阳社区、石棉县

棉城街道岩子社区、荥经县严道镇杨柳河社区等３

个社区被命名为首批 “四川省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

区”。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雅安市民政局

与雨城区民政局于５月１１日联合组织街头宣传，向

群众发放防灾减灾知识 ３０００余份。各县 （区）在

主要街道、人口较多的乡镇等地，集中开展 “防灾

减灾日”户外宣传活动，据不完全统计，集中宣传

日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２３０００余份，接受群众

咨询３０００余人次。

【优抚安置】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对１０８３４名优抚对

象发放优抚资金 ８８５６万元，医疗补助资金 ６１２万

元。雅安市全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政策全面落实，

“参保参合率”达１００％。做好残疾等级申报、带病

回乡申请、参战参试认定等材料审查工作，认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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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评残申请材料５５件次，带病回乡申请材料５１件

次，参战参试认定材料１７９件次，及其他优抚对象

认定材料３件次。开展优抚对象数据核查，完成核

查４１３０人次。开展零散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作，名

山区百丈关战役烈士纪念园项目建设基本完成。全

年共接收 ２０１７年冬季、２０１８年秋季退役士兵 ８２０

人，其中自主就业、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 ７２６人，

选择转业安置９４人；发放地方经济补助１４７４４８万

元。共培训退役士兵 １６９人，支出培训经费 ２７

万元。

【双拥】　开展国防和双拥教育２６２次，接受教育

３５１８万人次。以学生军训为纽带，学校与部队结

成共建单位。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开展慰问驻地部队官

兵７５批次，赠送慰问金及慰问品价值１３６２９万元。

３２个非公组织全年走访慰问部队５６次，赠送慰问

款物折合２５９０万元。走访慰问军转干部１２７１人、

军休干部 １３６人、复员干部 １４７人、烈属 ２６９人、

符合专业条件选择复员的士官１２０５人、现役军人家

属２４８０户，召开座谈会９３４次，发放慰问信２５６０５

封，发放慰问金 ６０８７７万元，赠送慰问品价值

７３６９万元。兑现义务兵家属优待金１３２９户，发放

资金１５９７０３万元，优待面保持 １００％。全市义务

兵家属优待金达到１２０１６元／人年，最高的雨城区已

达到１３４２８元／人年。落实立功奖励金制度，奖励立

功军人家庭３２０个，发放奖励金３７０１万元。减免

补助就医困难重点优抚对象６７８１人次４６９７２万元；

投入３７９８万元为１５名重点优抚对象维修改建住房

２０间。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按照 《雅安市民政局关于

安置市救助站长期滞留的１４名流浪乞讨人员的通

知》（雅民发 〔２０１８〕８０号）要求，为１４名长期

滞留人员完成落户安置工作，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

日，１４名滞留流浪乞讨人员户口已划入雅安市社会

福利院，并从１０月起享受雨城区特困供养待遇，由

雨城区按相关规定为其缴纳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救助管理站为６

名长期滞留人员寻到亲人并护送回家；开展 “寒冬

送温暖”“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２０１８年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共１９３８人次，其中站内救助３５３人

次，站外救助１５８５人次。

【慈善捐助】　２０１８年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

孤、恤病、助残、优抚等系列活动。开展慈善情暖

万家新年关爱活动；举行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

孤单”公益夏令营活动；成立 “西康商业广场爱心

基金”；资助军队退役优抚人员９人共 １４２万元；

临时救助７人共５１０万元；资助２０８名贫困学生，

发放助学资金 ５４７５万元；助力脱贫攻坚资金

９４６７万元。全年接收捐赠款项 ４２８９９５万元，支

出７０％。

【社会福利】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雅安市共有

养老机构４６所，床位６７６５张，入住１８９６人。社会

福利院６所，床位１３０６张，入住３１９人；城乡日间

照料中心 １１３所；５家医养结合机构，床位 １１４６

张，入住７８５人；有２８家养老机构与医院或乡镇卫

生院签订医疗合作协议。完成２９６张城市公办养老

机构床位的适老化改造任务。为４８１００名６０周岁以

上的散居特困人员、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失智

残疾独居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城乡

低收入家庭中８０周岁以上居家养老老年人提供居家

养老服务。向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低保对象１１２０５

人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１０４２２７万元，向

２２０５４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１４９７９７万元。

【慈善助学】　６月５日，盛德基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爱心基金 （简称：盛德爱心基金）捐资助学发放

启动仪式在石棉县联合小学举行。首批向１３０名贫

困小学生领到了第一季度每月１００元的助学金。据

悉，石棉县同中央民族大学是县、校合作关系，在

中央民族大学牵线搭桥下，盛德爱心基金捐资助学

项目落户石棉县，形成县、校、企业三方共同为贫

困学生铺就成长道路。盛德爱心基金将在石棉县捐

资助学６年，２０１８年是第一年，每年向从各学校筛

选出的２００名贫困小学生发放助学金，助学金金额

为每人每年１２００元，６年累计资助１４４万元。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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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８１　６月５日，盛德爱心基金捐资助学发放启动仪式 （雅安日报供图）

为学校提供３０万元的教学设施改善资金。

【婚姻登记和收养】　指导县 （区）开展婚姻登记、

收养登记工作规范化建设，按照３Ａ级标准打造雨

城区、名山区和荥经县婚姻登记处。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３１日，全市办理结婚登记 １２６３２对，补办结

婚证５１０４对，离婚登记 ５７３８对，补办离婚证 ８２２

对，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办理收养登记 ９件，办理

解除收养 １件，合格均为 １００％；办理婚前检查

９１６８对。

【殡葬管理】　雅安市共有７个经营性公墓，分别

为雨城区龙岗山公墓、名山区卧佛山公墓、天全县

卧龙山公墓、芦山县佛图山公墓、荥经县小坪山公

墓、汉源县佛静山公墓及石棉县银台山公墓。截至

年底，全市经营性公墓规划墓穴１５１３００个，已建成

墓穴４５１２９个，已销售墓穴２９１４５个，已安葬墓穴

２８２６１个。石棉县开展农村公益性公墓示范建设，

计划新建公益性公墓约 ４０个，预计投入资金约

１０００万，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石棉县已完成建设并

投入使用农村公益性公墓１０个，其余均在建。全市

现有殡仪馆３个，分别位于雨城区、汉源县和石棉

县，截至年底有火化炉８台，其中平板火化炉４台，

捡灰火化炉４台，年均火化遗体３４９３具。全市有殡

仪服务站２个，宝兴县殡仪站由县卫生部门负责管

理，用于冷藏遗体；汉源

县殡仪馆开展部分殡仪

服务。

【社会组织管理】　做好

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

销等登记管理工作，２０１８

年，雅安市社会组织成立

登记 ３７家、变更登记 ３５

家、注销登记４家。全市

社会组织 １１２１家，其中：

市级社会组织２２１家。开

展２０１８年度全市性社会

组织年度检查，１３４家社

会组织完成年检。持续推

进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第三批）

工作，将１０家行业协会商会列入脱钩范围。加强社

会组织名称管理，对名称的规范性、完整性和名实

一致性进行严格审查，对名称不规范的社会组织进

行更名。

【民间组织管理】　２０１８年清退社会组织５家，新

引进社会组织 ７家，现入驻中心社会组织共计 ８１

家。全年累计收集活动报告汇总 ９６期，活动数

２９５０次，受众数８４１６４人次。与壹基金、南都基金

合作，引资１００万元开展１５期社会组织专业化建设

工程，为社会组织提供个性化辅导和项目申报、项

目策划、活动举办、财务托管等方面培训，共计培

训达１２００人次；实施项目实践培训工作，结合项目

的推进，全年共开展３０余场次项目督查培训会、项

目经验分享会，聘请专家学者解读项目；组织社会

组织３批共３０人参访西昌、成都、北川等地优秀社

会组织，学习各地先进经验；与国家开放大学合

作，实施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综合素质提升工程”，

７人通过国家社工考试。

【群团活动项目】　２０１８年，由市民政局、团市委、

市群团中心联合在２０个社区 （村）通过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的方式实施 “我爱·我家之孤残老人养



!""# !$%&'(()

!

"

! "

*+,-

!""# !$%&'(()

*+,-

３３４　　

图１８２　雅安社区儿童５＋计划（市群团服务中心供图）

老”项目，开展老年人健康知识讲座３６０余次，参

加健康知识讲座共计 ３万余人次，集体照料服务

１５万余人次，开展老年人生日会活动３６０次。由

市群团中心、市妇联指导建立２０个儿童服务站点，

共计７２名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提供专业

服务，１６９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无偿服务，２９９５２名社

区儿童受益，总服务达１００００小时，培养出２０名社

区儿童权利执行主任。２０１８年 “我爱·我家之雅安

社区儿童５＋计划”共计开展活动１１５９次，服务儿

童２１７１８人次。争取壹基金资助５０万，联合市教育

局聘请北京师范大学、首都体育大学、四川师范大

学、爱乐乐团的专家，开展３次教师培训活动，项

目覆盖雨城区、芦山县、天全县等８个区县的２８０

所学校，总计培训达到４００人次。

【社会实践活动】　２０１８年，策划组织６０多家雅安

本土社会组织参与８·１８减塑活动、９·１５捡拾星

球活动，雅安的志愿活动首次与国际的志愿活动实

现同频共振。配合市委组织部实施 “高校大学生来

雅实习实践”项目，对接复旦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上海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的６１名学

生暑期来雅实习实践，组织大学生深入到雨城区、

名山区、石棉县的基层单位开展活动。与香港理工

大学合作，完成３Ｄ打印建筑实物落地雅安职业技

术学院经开区校区，推动两校在学科建设方面达成

初步意向，协调香港理工大学与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建立校际合作

机制；联系香港明曦基金组织香

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１０

所高校的 ４０余名学生在雅安开

展为期两天社会实践活动。

【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

服务中心落实中央、省、市 《关

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

见》等文件精神，完善雅安市群

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体系工作机

制，搭建协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

社会治理的工作平台，形成社会

治理新机制。２０１８年，市群团中心协同社会资金

１１亿元服务雅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用于金融扶

持、产业扶持、基层社区治理、特殊群体关爱等方

面。截至年底，市群团中心累计协同社会资金约３６

亿元。与各大基金会、爱心企业、高校、国内外友

人、媒体等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共接待参访人员５０

余批，共计５００余人。２０１８年，雅安社会服务网点

击量超１１０万，总共发布信息６５１８条。在地域分布

方面，点击涉及地域覆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

（含港澳台）及３３个国家 （地区）。发布微信 ８８９

条，累计阅读量１９６６４７人次。组织全国专家学者对

雅安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体系进行专题调研，形成

《雅安群团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模式》调研报告；

组织专业机构对雅安社会组织进行摸底调查，完成

雅安公益界第一本蓝皮书 《路弥行至 －雅安市社会

组织发展简报》；组织本土专家学者开展理论研讨，

形成 《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雅安群团组织社会服

务体系案例》。

社会保障

【全民参保】　２０１８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８６％、９８％以上，社保基

金征缴达到５８８９亿元。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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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４１５３万人、机关养老保险６４３万人、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４３２万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２４４６

万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１２５８７万人、失业保险

１０３万人、工伤保险 １１６万人、生育保险 ８９２

万人。

【社会保险征缴】　２０１８年，全市养老保险基金征

收３０２８６１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收达

到 ７０８４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征收达到

７６５６４万元。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基金征缴收入分

别达１００４９万元、２４８６万元。

【社会保险待遇】　２０１８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月

人均养老金增加１０９元、增幅达６６６％；机关事业

　　图１８３　２０１８年雅安农民工服务保障暨民营企业专场招聘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供图）

单位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增加 １７７元、增幅达

４１２％；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增至１００元、

增幅达３３％；失业保险月发放标准由１１０４元增加

至１３２０元，增幅达１９５７％。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率和社会化发放率均保持１００％。为１７８８万

企业退休人员人累计发放养老金３６５亿元，为２２

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累计发放养老金 １１７亿

元，为１６８８万城乡居保退休人员累计发放养老金

２０６亿元。

【社保基金监管】　２０１８年追回社保基金９１４３万

元，从严治理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追回医保基金

１５４余万元，基金保值增值经验

做法得到国家人社部充分肯定。

【社会保险改革与经办】　启动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转移经办，社

保征缴职能有序移交，２０１８年全

市共新增异地就医省内定点医疗

机构２８家，省内门特定点医疗

机构１４家。跨省异地就医定点

医疗机构 ２０家，减少参保群众

异地就医个人垫资１４亿元。开

展援企稳岗 “护航行动”、落实

降费政策，为企业减负 １０８亿

元，发放稳岗补贴１２４１万元。实施社保综合柜员制

服务，将５６项社保业务纳入综合柜员制办理，服务

群众５０余万人次，平均办事时间由几个小时缩短为

１０分钟左右，推行医保移动支付，开通异地居住人

员社保卡在线申领，全市持卡人数累计达到１４２万

人、持卡率达到９０１％。

就业促进与技能人才管理

【就业政策】　制定实施 《贫困家庭劳动力技能培

训和就业促进２０１８年专项方案》《雅安市就业扶贫

２０１８年考核办法》《雅安市人社扶贫领域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实施方案》 《雅安市今冬明春关爱农民工

工作专项方案》《雅安市２０１８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方案》。筹集使用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１１亿元。

制定出台 《返乡下乡创业实施方案》，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２３６２万元、创业补贴２１１万元。

【职业培训】　实施青年劳动者培训行动、重点产

业专项技能培养计划、大学生专项技能培训计划、

技能提升补贴 “展翅行动”，全年组织各类职业培

训１０３万人、发放技能提升补贴１４３５万元。

【就业服务】　实施 “互联网 ＋就业”计划，首批

上线使用全省就业新系统，利用新系统经办业务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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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条。召开推进返乡下乡创业暨加强农民工服务

保障工作会议，农民工党建工作座谈会。推荐１０名

雅安籍农民工参加川籍农民工广州座谈会，配合开

展四川省第三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参赛作品

的收集和推荐上报工作，共报送５８个作品。开展就

业援助月、民营企业招聘周、春风行动、精准扶贫

专场招聘会等公共就业专项服务活动， “就业援助

月”活动为１５家企业落实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扶持

政策，帮助３２５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民营

企业招聘周”举办专场招聘会９场，２０４家民营企

业提供就业岗位５２８１个，６１９名求职人员与用人单

位达成就业意向协议。组织实施全覆盖走访慰问、

专列专车、治欠保支、证照办理四项行动。

【创业服务】　实行在校大学生创业免担保贷款，

开通创业担保贷款网上申请办理。组织８１０名大学

生参加创业培训，促进２１１名大学生实现创业。强

化３个省级大学生创业园区 （孵化基地）建设，扶

持大学生创业１１２人。场外孵化创业项目２９个，成

功孵化项目５个。新增３８名青年创业导师，“一对

一”为２３个创业项目无偿提供一年的辅导。举办

第四届大学生创业大赛、 “青创 ＋筑梦千里巡之雅

安”等系列活动２３场、服务创业者１１６７人。开设

《创业访谈》节目、《雅安创客》杂志。

【技能人才政策】　２０１８年，全市新增专业技术人

员２５００余人 （其中高级职称人才１５１３人），新增

技能人才 ８２００余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 １５２４人），

全市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总量分别达到４５４万

人、６０２万人。出台 《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大力

培养高素质产业大军实施意见》 《雅安市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 “十三五”规划》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措施，制定 《“雅州工匠”

评选实施方案》并纳入市政府表彰项目，全面落实

高层次人才各类奖补政策。

【技能人才引进与培养】　全年实施引智项目 ２９

项，引进国 （境）外专家 ３６人次，在雅职院附属

医院设立全市首个外国专家工作站。开展 “雅州英

才”招才引智活动，共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

人才５０５名。新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１个、

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２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６个，推进雅安航空工业联合技工学校改革。举

办 “专家人才国情研修班”。打造 “技能雅安”品

牌，举办首届 “雅州工匠”杯技能大赛和中职学校

职业技能大赛，组织参加全国数控大赛和全省第二

届 “工匠杯”技能大赛。开展技能鉴定服务进 “三

州”活动，主动服务藏区、彝区发展。全年公开招

聘事业单位人员１３５２人，核准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

级岗位人员６人。全程防控人事考试风险，实现人

事考试 “零事故”。

劳动保障

【工资收入分配】　２０１８年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和离休人员基本离休费，全面落

实人民警察值勤岗位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完成法

院、检察院绩效核定，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

稳妥推进。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１３８０元调整至

每月１６５０元，持续推进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

革，开展国企职工平均工资认定，完成１００家企业

薪酬调查，及时发布市平均工资、企业工资等指导

线，全民工资收入分配体系日趋完善。

【劳动仲裁】　２０１８年，全年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５１０件，按期结案率达９５％以上。大力推进仲裁

院标准化建设，天全、芦山仲裁院成功创建为省级

示范仲裁院。依法开展劳动监察执法，主动检查用

人单位１５６３户，协调处理案件６５件、立案案件５９

件，时效内结案率达 １００％。开展和谐劳动关系

“四项创建”活动，全市劳动合同签订率达９６％以

上，雅化集团进入国家级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候选

名单。

【农民工工资支付】　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实

名制管理，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监察考评、约谈通

报、失信惩戒等机制，开展铸盾行动、工资台账检

查等 “八大专项行动”，２０１８年为２２０９名劳动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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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工资近２０００万元。

【服务平台建设】　构建 “城区１０分钟、乡村５公

里”人社公共服务圈，实现群众在城区乘坐交通工

具１０分钟之内、在农村出门５公里之内便可到达最

近的人社公共服务网点办理业务，将村级平台由原

来的９７４个整合为３２１个。乡镇平台标准化率和村

级平台建成率均达到１００％，建成社银一体化网点

２２个、２４小时自助网点６８个，并针对老弱病残等

提供 “背包客”上门服务，基本实现群众 “跑短路

快办事”。

【服务基础信息化】　集成网厅、微信、手机 ＡＰＰ、

自助服务机等渠道，推行医保移动支付、人脸识别

技术、电子签章和电子档案系统，为群众提供 “一

号申请、一网通办、一卡通行”公共信息服务，

８０％以上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理，推动人社服务方

式变革，全年网上办理突破４００万人次，基本实现

让群众 “不跑路能办事”。

【服务机制协同化】　全面梳理市、县、乡、村四

级人社公共服务 “四统一”事项，精简各类材料

２０８项，９６％事项实现 “最多跑一次”，市县两级全

面实施 “一门引导、一窗受理、一站服务、一次办

结”社保综合柜员制服务，全市通办、“一卡通办”

业务分别达到６４项、３１项，基本实现群众 “少跑

路办成事”。

【服务行为专业化】　举办 “六基培训”两期，实

现窗口单位工作人员全覆盖，开展社银服务宣传

“大篷车”进基层和人社业务首届 “大比武”活动，

获评国家人社部 “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推行

延时服务、预约服务、自助服务、延伸服务、代办

服务、上门服务等 “六项便民”服务措施，基本实

现群众 “放心办不费事”。

脱贫攻坚与移民后扶

【脱贫攻坚概况】　年初，雅安市剩余农村贫困人

口０８万名、贫困村１１１个。剩余贫困人口中因病

因残占比超过 ６５５４％、无劳动能力占比超过

５６７１％，剩余贫困村大多集中在自然条件差、经

济基础薄弱的中高山地区。２０１８年完成１１１个贫困

村退出、０８万名贫困人口 （动态调整后７９９３人）

脱贫年度减贫目标任务。制定出台１９个扶贫专项方

案，计划整合行业扶贫资金２９亿元，细化落实１９８

个具体项目；选派７８５名 （含第一书记）政治素质

好、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的干部组建成２６１个

驻村工作队，调整轮换第一书记７６名，驻村力量得

到优化增强；将１３６９３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

保兜底范围，累计发放救助补助金４４０１万元；将符

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５３３８人纳入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范围，累计支出３５０７万元用于满足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条件、照料护理等。

【扶贫项目和资金】　结合雅安实际，制定印发

《雅安市１９个扶贫专项２０１８年实施方案》。１９个扶

贫专项共细化落实完工 １９８个具体项目，完成率

１００％。其中，省级项目３４个；１９个扶贫专项完成

投资３４８９亿元，投资完成率１１９８４％。分行业统

计，投资额上亿元的有工业产业扶贫、旅游扶贫、

生态建设扶贫、教育扶贫、交通建设扶贫、水利建

设扶贫、财政扶贫、金融扶贫等８个扶贫专项，共

投资３２５０亿元，占总投资的９３１５％。

【农业产业扶贫】　２０１８年，农业产业扶贫实施方

案项目完成财政投资 ６７５５万元，新建高标准农田

２９１万亩，新建和改造提灌站５座，新增农机总动

力１８２万千瓦；新建或改造粮油绿色高效示范片

５０９万亩，新建或改造现代经作农业产业基地３０２

万亩，新建益农信息社３９８个，各类展示展销平台

推广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 １３５个 （次、件），

依靠产业脱贫 ８６６户、１９３３人，全面完成目标任

务。持续打造提升茶叶、果蔬、果药三条百公里百

万亩乡村振兴产业带，串联４８３６万亩特色产业基

地，覆盖７８个乡镇和 １５１个贫困村，辐射带动近

８０％的贫困人口发展长效产业。依托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 “村游经济”，打造康养产业，发展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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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８４　名山区双河乡骑龙场茶园 （名山区脱贫办供图）

农业，建成８个康养基地，覆盖１１个贫困村，突出

示范引领，发展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１６个、省级乡

村旅游民宿达标户５６家。开展 “送岗位、送政策”

信息下乡入村活动１３８场，提供岗位１９３７７个；开

发公益性岗位安置２９７９人。搭建多元就业服务平

台，建成８个 “扶贫车间”，辐射２７个贫困村，人

均收入达到１６００元／月。

【农业技术扶贫】　充分发挥 ２６１名驻村农技员、

３６７名专家服务团成员、４７名巡回服务小组科技服

务力量作用，实现贫困村、贫困户和有２０户以上贫

困户的非贫困村农业科技服务力量和技术精准帮扶

全覆盖。全年举办各类技术扶贫大培训 １８９６个班

次，培训贫困户６８７４１人次，培训驻村农技员１５７２

人次，培训新型职业农民１６９１人次，解决关键技术

问题５７５个；专家服务团开展培训１４３０次，巡回服

务小组开展服务３４５次；共计用ＱＱ、微信、农技推

广云平台等指导农技技术９０９２条，累计发放技术资

料１４７０７１份。为贫困村、贫困户提供 “群众点菜、

技术上门”等菜单式农技服务，确保贫困村农技服

务全覆盖。

【财政扶贫】　全市投入２８２亿元，足额保障脱贫

攻坚资金需求。健全财政扶贫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落实各项扶贫政策。围绕全市１９个扶贫专项方案，

精准使用资金，补齐贫困

村退出和贫困户脱贫 “短

板”。拓宽贫困群众增收

渠道，开展资产收益扶贫

试点，实现贫困户 “股权

量化、按股分红、收益保

底”。支持各地向有劳动

能力和意愿的贫困人口购

买劳务服务，实现就地就

近就业。为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代缴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管好用好四

项扶贫基金，有效解决贫

困群众就学、就医方面的

现实困难和产业发展方面

的长远生计。

【社会扶贫】　制定 《雅安市社会扶贫专项２０１８年

实施方案》，完成中央、省、市财政补助投资１４８０

万元。通过省内各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募集２７５９万

元，通过 “扶贫日”四川系列活动争取募集各类社

会捐赠资金７０３６万元。推动落实联村驻村 “五个

一”帮扶、“童伴计划”“１０·１７”扶贫日活动、万

企帮万村等１６个项目，完成率１００％。开展 “万企

帮万村”活动，新增３０家企业与３３个贫困村签订

帮扶协议，新增就业１２２人，培训１７０２人次，投入

就业帮扶资金２２１９２８万元、公益帮扶资金１０５８９７

万元、技能帮扶资金 ４２８２万元，开展就业帮扶、

产业指导等各类培训２０余班次，培训３０００余人次；

开展 “送岗位、送培训、送政策、送服务”下乡入

村活动１３８次，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７０场，向

贫困户推介就业岗位信息３万余个；开展教育助学

工程，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募集项目资金９０万元，

开展 “授渔计划”行动，为四川省档案校的３００名

凉山彝族学生发放１０个月的生活补助。吉利集团向

全市１４３名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捐助资金达 ８５８

万元。

【新村扶贫】　编制实施 《新村建设扶贫２０１８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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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５　石棉县迎政乡新民村（石棉县脱贫办供图）

方案》，投入资金 ８８０９３万，其中：中央资金

２１０６万元、省级资金１６０８万元、市县资金８５１３

万元、社会资金 ４２４４万元，完成率 １１１％。实施

新村建设项目５个，完成２６１户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危房改造，完成率 １００％。建立完善 “十三五”

农村危房改造４类重点对象，完成 《全国农村住房

信息系统》信息录入。争取上级补助 ３７１４万元，

整合资金１４８０余万元，对贫困农户厨房、圈舍、厕

所、院坝、入户道路等综合环境进行提升改造，进

一步改善贫困户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文化扶贫】　全年全市文化扶贫投入总资金

１８３２６８万元，完成率１００％。其中：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与管理１００１４７万元 （贫困村文化室达标建设

４６９７３万元、贫困村广播村村响１７８３万元、贫困

户电视户户通３５３４４万元）；加大公共文化产品与

服务有效供给５１１４３万元 （文化惠民购买服务６０

万元、送文化下乡与戏曲进乡村１８５５５万元、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１７５７１８万元、农家书屋图书补充更

新９０１６万元）；开展示范创建与精神文明创建７９

万元 （开展 “文化扶贫示范村”创建活动２７５万

元、开展文明村镇与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５１５万

元）；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２４０７８万元 （文艺人

才培养工作１６万元、“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

作者专项计划 １３０８８万元、文化管家培养工作

９３９万元）。

【林业生态扶贫】　实施

生态富民 “六大行动”，

落实项目资金２５４８９９３万

元 （精准项目资金 ３９２２

万元），助推脱贫攻坚。

编制 《生态建设扶贫专项

２０１８年实施方案》，计划

投资１１４２００７万元，其中

林业项目 ８０５６７６万元，

各项扶贫项目已经全部竣

工验收。２０１８年共选聘生

态护林员 ９６人，抚育管

护森林面积 １１５７万亩，

人均获得工资性收入０５万元。

【民政扶贫】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民政系统新增低保

兜底扶贫对象１２８１人，其中雨城区１５２人，名山区

３５４人，荥经县１８９人，汉源县１１３人，石棉县１１２

人，天全县１５４人，芦山县１３０人，宝兴县７７人。

【人社扶贫】　２０１８年组织贫困家庭劳动力参加各

类职业技能培训２６２０人，开展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７０场、“送岗位信息下乡入村”活动１３８次，落实

就业帮扶资金１７９９万元，实现全市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２１５万人，公益岗位累计托底安置贫困劳动力

２９７９人，建立就业扶贫基地１６个、扶贫车间８个。

为１７７５４名贫困人口代缴最低档次的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费，将１６９１５名６０周岁以上的贫困人口全部纳

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１００％为贫困人口落实基本

养老、基本医疗保险代缴政策，全面落实贫困人口

医疗保险政策，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全年组

织专家３８０余人次深入乡镇和贫困村开展智力帮扶，

实施专家服务基层项目 １２０余项，开展专题培训、

现场指导４２０余场次。持续巩固名山区双田村脱贫

攻坚成果，开展名山区泉水村驻村帮扶，实现村退

出、户脱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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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贫】　２０１８年，新培育２个科技扶贫示范

基地 （名山区六合村脆红李基地、名山区余沟村茶

苗基地），截至年底，全市已有１３个科技扶贫示范

基地。全年共争取省级科技扶贫项目 ５个，资金

１７０万元，实施市级科技扶贫项目２２个，资金２６０

万元。建立８个科技特派团，实现由１４６名特派员

对２６１个贫困村的全覆盖，举办８０多期培训班，培

训１００００余人次。全面完成２０１８年市科技扶贫专项

　　　　图１８６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团队在贫困村开展 “艺术助力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彩绘”活动 （团市委供图）

行动计划任务。

【邮政扶贫】　帮助大兴镇简坝村和北郊镇席草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８人脱贫，投入帮扶资金３万元

为贫困户硬化入户道路；建设文化广场、修建蓄水

池，制作宣传标牌；发挥行业在网络、服务等方面

优势，引导企业拓展服务网络，打通产业链条，扶

持特色产业。在贫困村建村邮站１１１个，在贫困地

区设快递网点７４个，实现贫困地区直接通邮。打造

服务现代农业 “一地一品”项目２个，配送农特产

品１３万件，交易额为３７６万元；“一市一品”农特

产品进城示范项目，配送农特产品３０４５吨，交易

额为５３５４８万元，带动电商普包、快包、ＥＭＳ业

务量２８１万件、业务收入３２８１１万元，带动贫困

地区９５０人增收，带动贫困人口增加收入 １５１７５

万元。

【团市委扶贫】　聚焦

“扶智 ＋扶志”，开展

电商培训、学业资助、

就业援助、创业扶持

等专项行动，争取社

会资金支持，全年累

计投入资金 ３００余万

元，对接项目 ４０余

个，资助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２０００余名。深

化大学生 “三下乡”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邀请四川美术学院艺

术团队在贫困村开展

“艺术助力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彩绘”活动，

助推 “四好村”建设。做实团组织、青年组织、

社会组织结对帮扶，累计帮扶贫困村３２个，全年

对接项目 １３００余个，帮扶 ５５名贫困青年脱贫致

富。通过向团省委争取，落实汉源县１０个站点实

施 “童伴计划”项目，覆盖汉源县留守儿童３２００

余人，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９６０余次，覆盖群众儿

童５００００余人次。实施 “授渔计划”项目，联合

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项目资金，审核四川省档案

校凉山彝族学生资格，从３月开始拨付９０万元资

金，截至年底，已对 ３００名资助学生发放 ８个月

生活补助，共计 ７２万元。实施吉利集团 “吉时

雨”精准扶贫行动，争取浙江吉利集团出资７６余

万元开展 “吉时雨”就业培训、精准助学项目。

组织创业青年参加各级比赛，推荐创业项目 “牛

鸣谷”参加 “创青春”国赛和省赛，分获国赛三

十强、省赛金奖。对接京东、淘宝、天猫等电商

平台，加大 “五雅”农特产品推广，畅通销售渠

道，帮助群众增产增收。通过有效对接，采购汉

源牦牛肉和名山猕猴桃共计 １０００万元；对接浙

商，与名山观音村创业青年的茶叶厂达成 ８万斤

茶叶加工和采购意向，该项目预计可达 １００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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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扶贫】　引导市级各民主党派开展 “同心·

科技兴农”“同心·烛光行动”“同心·建江合作”

等活动，２０１８年举办科技讲座、培训等 ４０余次，

开展免费义诊２０００多人次；协调中华思源工程扶贫

基金会捐赠天全县１００万元医疗设备；引导非公有

制企业深入开展 “万企帮万村”行动，２７２家企业

全覆盖结对帮扶３０３个贫困村，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５３７５万元；支持 ３家市级民主党派对口 ３个县

（区）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群团组织扶贫】　２０１８年，市群团中心促成中国

扶贫基金会资助１０００万元在雅安开展扶贫项目，由

雅安市残疾人基金会执行，市残联、市群团中心指

导。项目分布雨城区、名山区、石棉县、汉源县、

天全县五个县区，共扶持７个农村专业合作社，实

施９个产业基础建设项目。中扶养老２０１８年共计投

入１０００多万元，完成设备设施的改造，启动中扶公

益养老项目。协助中和农信雨城、荥经、汉源三个

办事处开展金融扶贫工作，２０１８年共发放贷款９０００

万元，为近千户贫困户在免担保免抵押的小额信贷

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至少为１４００余户农村家庭和

４００余户城镇家庭增收 １７９１万元，户均增收

９９５０元。

【残联扶贫】　争取到省残联扶贫资金 ７５万元，

用于芦山县大川镇快乐村、天全县老场乡六城村、

荥经县六合乡、名山区新店镇中坝村、汉源县富

泉镇胡叶村等５个项目点 （每个项目点１５万元）

开展贫困残疾人扶贫资金股权量化试点工作，项

目覆盖８５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筹集资金１５６

万元，为雅安市第一特殊教育学校的 １４３名残障

儿童和市听力语言康复中心的１３名特殊幼儿送去

每人每年１００元的爱心商业保险，为残疾儿童提

供意外事故和重大疾病保障。开展 “银会合作助

残脱贫”行动，市残联与雅安农商行、邮储银行

联合开展 “银会合作助残脱贫”行动，对残疾人

贷款发展农业生产，给予贴息补助，发放贷款３００

万元。

【工会扶贫】　２０１８年，投入资金１６余万元，对联

系村 （汉源县河南乡大湾村）文化活动室和活动广

场进行改建，向村民宣传法律知识，由工会职工维

权律师团律师担任贫困村法律顾问，为村民群众依

法表达合理利益诉求，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依法参

与村民自治，提供法律支持和帮助。为１８名８０岁

以上的老人送去每人价值２００元的慰问品，为联系

的９名贫困户送去价值３００元的慰问品。以关爱少

数民族学生为重点，为１３名困难户子女 （其中少

数民族１０名）送去每人１０００元的助学金。在各县

（区）举办家政服务、厨师和电工培训班１５期，培

训农民工、困难职工６１５人次。

【妇联扶贫】　深入实施 《雅安市巾帼脱贫行动计

划》。在全市拟退出的 １１１个贫困村全覆盖开展

“科学家教进万家”，帮助贫困村、贫困家庭养成好

习惯、形成好风气。对照贫困村退出 “１低 ５有”

标准，主动协调联系村 “五个一”帮扶主体，全面

摸清贫困村在退出指标上存在的短板、帮扶需求和

已退出贫困户返贫风险，以提高帮扶针对性。为贫

困户送上１０－５０只不等的鸡苗，为他们增收提供资

助。划拨７５万元经费在联系村开展家庭建设示范

点创建，通过加强家庭建设提升联系村乡风文明

程度。

【供销扶贫】　２０１８年，市供销社在联系贫困村芦

山县芦溪村成立村级综合服务社，出资１５万元帮助

建设肉兔养殖场，引导村民组建肉兔养殖专合社和

蔬菜专合社，是年芦溪村 “村摘帽”验收通过。市

供销社和雨城区供销社下属 “熊猫公社”电商平台

开展茶产区茶园认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创新茶

产区茶园认领机制管理助力脱贫模式，该模式已被

省政府列入在全省范围推广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第二

批２１项经验，要求在省内其他地区借鉴推广。２０１８

年，成都 “云联天下”等３２家企业签订认领协议，

共认领５１６户、１３００多亩。全市供销系统 ２０１８年

共受理企业申请使用 “四川扶贫”集体商标６９条

（次），其中：雅安市一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宝兴

县天然食品厂等２３家企业获得 “四川扶贫”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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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８７　６月２３日，“熊猫公社”在 “２０１８北京国际茶业展”上与远德集团等
签订茶园认领协议 （市供销社供图）

商标使用权。

【水利扶贫】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水利系统全力推进

水利建设扶贫项目，全年共完成投资 ２４６４７１７万

元，占目标任务的１１７％；贫困村供水项目共完成

投资１５６万元，兴建供水工程 ４０处，解决和改善

０１５２万贫困人口饮水问题，使０８万贫困人口户

户有安全饮用水，占目标任务的１００％；铜头引水

工程、铜头引水名山支渠基本完工，九龙水库、永

定桥水库大田支渠扩建等工程进展顺利；新增高效

节水 灌 溉 面 积 １５４４７万 亩，占 目 标 任 务 的

１３５５％；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３１４５平方公里，占目

标任务的１００％；完成综合治理河长９８５公里，占

目标任务的１００％。

【金融系统扶贫】　与全市金融机构签订２０１８年金

融精准扶贫工作目标暨全年新增１０亿元金融精准扶

贫贷款责任书。截至年底，雅安市金融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２８３５亿元，同比增长 ９７７８％。其中：产

业带动精准扶贫贷款 １０５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０７１％；项目精准扶贫贷款余额１４３３亿元，同

比增长１３１１％。

【医疗卫生扶贫】　２０１８年，全市为８９５０５名贫困

人口基本医保个人自付部

分实施代缴费，贫困人口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

达１００％。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 人 口 县 域 内 住 院

２７５５１人次，县域内政策

范 围 内 住 院 费 用 为

１０４６３３万元，基本医疗

保险支付 ６４３６４３万元，

大病保险支付 ２８００３万

元，倾斜支付３５９７４３万

元，健康扶贫医保待遇倾

斜支 付 政 策 落 实 率 达

１００％。２０１８年拟退出的

１１１个贫困村卫生室标准

化达标率达 １００％、村医

配备率达１００％。贫困常住人口家庭医生服务签约

率达 １００％。开展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检 ５６９４６

人，查出疾病人群 １１８１２人。贫困患者在县域内

住院和慢性病门诊维持治疗个人承担医疗费用均

控制在１０％以内。

【教育系统扶贫】　强化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联控联

保机制，落实县 （区）长、教育局长、学校校长、

家长等 “六长责任制”，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全面接

受义务教育，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在义务教

育阶段就学有保障，学校不向学生收取学费、书本

费、作业本费等，６２５４名建档立卡家庭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无因贫困而辍学现象、无因上学而负债。

２０１８年争取资金１２９６９万元，支持１００所学校建设

通过建设校舍和运动场、采购计算机、配备教学仪

器设备等方式改善办学条件，为４所乡村学校建设

教师周转宿舍７２套，为６所农村学校改善办学条

件。引导贫困村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优质中职学

校接受职业教育，帮助贫困村学生免费接受中职教

育，实现全年中职招生４８２３人。构建 “纵向贯通、

横向联通、各级各类学校全覆盖，集免、奖、助、

贷、补多位为一体”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学

段全覆盖，学前教育阶段减免幼儿保教费２３６９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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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目标１８００６人。普通高中阶段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

　　图１８８　５月９日，雅安市工商联组织６家企业参与消费扶贫活动 （市工商联供图）

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

７４２４人，免除学费 ８８１７

人。职业高中阶段为中职

学校一、二年级涉农专业

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

１８３３人，免除学费 ４３６２。

高等教育阶段为地方属普

通高等教育学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

３４２１人，发放国家励志奖

学金 ２７０人。１３万名建

档立卡家庭贫困学生全部

享受到相应学段的资助。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

学生完成特别资助９０５人，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新

入学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给予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９５１人。助学帮扶雅安市就读市域内中高等职业教

育学校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４３４人。完成生源

地助学贷款 １０５８３笔，涉及金额 ７９００余万元。县

（区）均设立县级教育扶贫救助基金，资助３３余

万人，发放救助基金２６７３８余万元。

【工商联扶贫】　引导民营企业、商会和涉农经济

组织广泛参与精准扶贫行动， “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成效显著。全市２９４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

贫困村３１８个，帮助２７３１０人脱贫。在２０１７年实现

民营企业与建档立卡贫困村结对帮扶全覆盖的基础

上，２０１８年又新增３０家民营企业与３３个贫困村签

订帮扶协议，实施项目 １７５个，产业帮扶资金

５８５２２万元、帮扶人数 １５９４人，就业帮扶资金

３３９５万元、帮扶人数 ５９５人，公益帮扶资金

４０７７９万元、帮扶人数４７４０人，技能帮扶资金４６

万元、帮扶人数５０７人。推荐上报 “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先进典型，向省委统战部上报脱贫攻坚好

故事５篇。１名民营企业家荣获２０１８年度 “万企业

帮万村”消费扶贫爱心人士殊荣，１家民营企业荣

获雅安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４名民营企业家荣获

雅安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民营企业参与 “２０１８年

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２０１８年雅安农民工服务

保障暨民营企业专场招聘会”和全国第五个 “扶贫

日”活动，全市１８９家民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３６８９

个，签订就业意向协议２５３份，安置贫困家庭就业

人员５０余人，捐款捐物１１０余万元。

【商务粮食扶贫】　制定 《雅安市商务扶贫专项

２０１８年实施方案》，全年完成培训贫困村人员 １７０

人，在贫困村新建电商服务点１１个，组织农商对接

活动２场，开展 “惠民购物全川行动”活动４２场，

实现成交额９３亿元，组织企业参加农产品市场拓

展 “三大活动”９场 （站），累计完成投入其他扶

贫资金 １３６８万元，完成年度商务扶贫目标任务

的１２３２％。

【文新广电扶贫】　实施 ２０１８年文化扶贫专项计

划，共实施９个文化惠民扶贫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１７０５１９万元，完成投资率１００％。建成１１１个贫困

村文化室、实现８０００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广播电

视，完成年度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争取３个省级文

化单位对口开展文化扶贫，建立非遗提升帮扶计

划、本土原创歌曲发行推广计划、公共数字文化资

源共建共享计划，石棉县先锋藏族乡解放村、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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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草科藏族乡友爱村、石棉县新民藏族彝族乡双坪

村、天全县思经乡大河村、天全县新场乡志同村、

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嘎日村、宝兴县大溪乡烟溪口

村、名山区百丈镇石栗村、名山区双河乡延源村共

９个贫困村创建申报为四川省 “文化扶贫示范村”。

【经济信息扶贫】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通信发

展办公室牵头，三家电信运营企业配合，分析研究

　　图１８９　汉源县大树镇整村推进项目 （汉源县扶贫移民局供图）

信息通信建设扶贫专

项工作。通过现场查

勘、召开现场会协调

会等方式，深入贫困

村现场指导督促有关

责任企业加快项目建

设，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全年共开展指导督导

１１次。２０１８年，信息

通信建设扶贫计划投

入９３２万元，实际投入

资金９３２万元，完成率

１００％，其中中央财政

补贴资金 ２７９７万元，

企业自筹６５２３万元。信息通信建设扶贫专项２０１８

年计划实施项目 １个 （贫困村 “村村通光纤”工

程），已于 ８月底全面完成，完成率 １００％。２０１８

年，通过举办 “中小企业促进法”宣传贯彻暨 “万

企上云”培训活动、民营中小企业创业发展专题培

训，向企业开展详细介绍了 “企业上云”有关政策

共培训１１３人次。８月底已全面完成１１１个２０１８年

计划退出贫困村信息通信建设目标任务，实现１１１

个贫困村光纤宽带网络覆盖，提前、高标准完成全

年信息通信建设扶贫工作目标任务。

【民营企业结对扶贫】　引导民营企业、商会和涉

农经济组织广泛参与精准扶贫行动，“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成效显著。全市２９４家民营企业结对

帮扶贫困村３１８个，帮助２７３１０人脱贫。２０１８年新

增３０家民营企业与３３个贫困村签订帮扶协议，实

施项目１７５个，产业帮扶资金５８５２２万元，帮扶人

数１５９４人；就业帮扶资金 ３３９５万元，帮扶人数

５９５人；公益帮扶资金４０７７９万元，帮扶人数４７４０

人；技能帮扶资金４６万元，帮扶人数５０７人。推

荐上报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先进典型，向省委

统战部上报脱贫攻坚好故事５篇。１名民营企业家

荣获２０１８年度 “万企业帮万村”消费扶贫爱心人

士殊荣，１家民营企业荣获雅安市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４名民营企业家荣获雅安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２０１８年民营企业招聘周”活

动、“２０１８年雅安农民工服务保障暨民营企业专场

招聘会”和全国第五个 “扶贫日”活动，全市１８９

家民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３６８９个，签订就业意向协

议２５３份，安置贫困家庭就业人员５０余人，捐款捐

物１１０余万元。

【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管理】　享受移民后期扶持政

策移民 ７３４９１人 （新批后扶人口 ３１３６人，核减

２１４０人），发放后期扶持直发直补资金４８４０．６万

元。完成２批次计划资金项目编制报审和备案，共

报省备案项目５０５个。完成２０１７年度移民后期扶持

统计年报、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情况监测评估、

移民后扶信息系统数据录入复核并通过省级审查，

评估及年报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全市农村移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１０２３０元，与２０１６年全市农村移民人均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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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９２７２元相比，提高９５８元。组织全市移民后扶

业务培训暨产业发展现场会１次。

老龄工作

【概况】　完成 《雅安市 “十三五”老龄事业发

展规划》中期评估。制定出台 《雅安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

施意见》 （雅办发 〔２０１８〕２５号）。下发 《雅安

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老年人权益保

障工作检查的通知》，会同市财政局、人社局、卫

计委等１２个部门，组织开展对八个县 （区）老年

人权益保障工作情况检查。组织对八个县 （区）

和市老年大学开展老年教育和老年大学调研活动，

形成 《雅安市老年教育发展现状调查》调研成果

获得全省老龄政策调研优秀成果二等奖。安排１３

万元支持７个市、县 （区）老年大学办学和开展

活动。９月２０—２４日，以 “天府之肺．生态雅安、

熊猫家源 世界茶源”为主题的雅安展馆亮相第二

届省老博会。建立８０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

度落实情况动态管理机制，为 ４１０００余名高龄老

人发放津贴２６００余万元。“敬老月”为每位百岁

老人发放慰问金５００元。

【老年教育】　４月中旬，市委老干部局、市民政

局、市老龄办召开 “市、区老年教育工作联席会”，

分析市、区老年教育发展存在的短板与面临的挑

战。会议听取雅安老年大学、雨城区委老干部局负

责人就老年大学阵地设施建设、教学规范化管理、

延伸社区办学等方面的做法，以及解决制约老年教

育工作上台阶上水平的建议意见汇报。会前，与会

人员现场指导雨城区金秋老年大学、康藏路社区老

年学校和雅安老年大学工作。２０１８年，雅安青衣江

老年大学开设 ３５个专业 ８４个班，完成招生 ４６７７

人。争取市慈善总会捐赠资金３０万元，指导雨城区

康藏路社区和姚桥正黄商圈建立社区老年大学，并

提供相应教学管理、师资等支持。举办 “警惕保健

品诈骗术” “手机安全使用知识” “守住钱袋子”

等专题讲座６次，５００名老年人听取讲座。市老干

部活动中心开展 “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系列

文化活动２００场，参加离退休干部３７００人次，接待

来活动的离退休干部１３５００人。

【市消委会开展老年消费教育】　春节前夕，市消

委会在市老年教育示范基地组织开展第二期老年消

费教育大讲堂，就老年人如何安全使用手机进行专

题讲座。此次讲座分别就手机充电注意事项、养成

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使用支付工具注意事项、警

惕的钓鱼网站和软件等知识进行讲解，避免老人因

此上当受骗。市消委会工作人员在现场一对一为老

人调试手机和解答手机使用相关问题。此次讲座贴

近生活，得到听课老人的肯定。

【４００余敬老院院长来雅考察学习】　５月９日和１６

日，四川省 “百千万养老骨干人才工程”敬老院院

长培训班学员４０３人分两期到雅安参观考察雨城区

福兴敬老院。学员来自２１个市 （州）及其所属县

（区）民政局领导和重点敬老院负责人。雨城区福

兴敬老院是 “４·２０”灾后异地重建项目，由上海

慈善基金会捐资修建，共有床位２０８张。为充分发

挥重建项目作用，雨城区政府在公建民营中，做到

坚持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坚持将有养老经历作为投

标条件，坚持民政托底对象优先入住，坚持养老服

务非营利原则，坚持对不同入住老人一视同仁。成

都晚霞社会养老服务中心中标进入后，派出专业团

队进行经营管理和服务，对院内设施进行适老化改

造和美化，将服务范围扩大到五保老人、社会老人

和休闲度假老人，对入住老人开展保健、康复、护

理、养老等系列服务。

文明新风

【“最美家庭”获表彰】　２０１８年继续开展 “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在 “大爱雅女”微信公众平台发

起市级最美家庭评选投票活动，评选出夫妻和睦、

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亲善教子等具有典型家庭美

德的 “最美家庭”５０户；其中：１户家庭被评为全

国 “最美家庭”，１户家庭被评为全国 “五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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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３户家庭被评为省级 “最美家庭”，１个单位

被评为组织先进单位。承办四川省 “最美家庭”事

迹巡讲走进雅安活动，以巡讲方式宣扬身边好人的

美德善行，进一步激发广大妇女和家庭在生活中践

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第二届雅安市文明家庭】　雅安市精神文明建设

办公室通报表扬 ３０户 “第二届雅安市文明家庭”

名单。市本级：李婧家庭，雨城区第一江岸；谢永

忠家庭，雨城区正黄金域首府。雨城区：曹立言家

庭，雨城区和平南路；董世权家庭，雨城区中大街

幸福广场；李树华家庭，雨城区南郊乡昝村１组；

刘晓俊家庭，雨城区大众路；吴彬家庭，雨城区桃

花巷。经开区：韦云峰家庭，名山区蒙顶山镇大弓

村三组；韩存虎家庭，名山区蒙顶山镇名凤村二

组。荥经县：车国兵家庭，荥经县泗坪乡断机村１

组；刘明立家庭，荥经县民建彝族乡竹阳村二组；

孙大琼家庭，荥经县龙苍沟镇杨湾村药辅组。宝兴

县：李先成家庭，宝兴县五龙乡东风村环街；王国

康家庭，宝兴县硗碛乡泽根村泽根组；杨孝成家

庭，宝兴县灵关镇大沟村５组；杨雪莲家庭，宝兴

县灵关镇钟灵村钟灵街。汉源县：阿衣约扎家庭，

汉源县双溪乡申沟村７组；骆天强家庭，汉源县三

交乡三交村３组；张锦家庭，汉源县唐家镇五里社

区；朱永攀家庭，汉源县富林镇和苑小区；罗汉立

家庭，汉源县富林镇西苑社区；黄伯珍家庭，汉源

县乌斯河镇沙觉村１组。石棉县：乐贤武家庭，石

棉县棉城街道川心店社区；陈万康家庭，石棉县永

和乡玉龙村。芦山县：高蓉家庭，芦山县太平镇钟

灵村茶园坪组；黄绍文家庭，芦山县朝阳村黄家坎

组；骆志勇家庭，芦山县芦阳街道办城南社区；马

负林家庭，芦山县双石镇双河村新街组；熊志康家

庭，芦山县芦阳街道办先锋社区清江路；钟琦家

庭，芦山县芦阳街道办先锋社区平安路。

【省 “优秀家庭家规家训”获奖者任明强一家】　

汉源县九襄镇交通北路百岁老人马润莲，五个子女

陪伴母亲多年，照料年迈的母亲看似辛苦单调，但

这一家人因代代传递淳朴孝道家风，荣获四川省

“优秀家庭家规家训”荣誉称号。“我们家是个普通

家庭，只求全家能 ‘孝敬父母、忠厚诚信’，这就

是我们家８字家训。”任明强说。２０１３年，母亲患

病，兄弟姐妹们纷纷放下工作携手照顾。任明强和

三姐、四姐更是离开自己的家，蜗居在九襄镇一处

５０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天早上７点过就起来，任明

强准备早饭，三姐、四姐就给母亲洗脸、喂饭、翻

身、擦背；每天夜里，几乎每隔一小时就会起床照

看母亲。大姐虽然身体不算太好，但每周都会来家

里帮母亲收拾，洗衣服和洗床单被套；小儿子每天

也来家里看望母亲，把当天的菜买回来，只要是母

亲想吃的东西，马润莲的两个儿子一定想办法给她

买到。这些年，百善孝为先在他家得到充分体现。

在他们看来，孝道，就是要讲责任；孝心，就是要

用心去孝；孝顺，就是要顺从老人的心意。任明强

说：世界上最不能等待的就是孝敬父母，家风家规

传承应该从孝顺父母开始，让父母在有生之年丰衣

足食，身体安康，精神愉快。

【三人获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　６月４日，

王守林、黄加元、李开明三人见义勇为表彰大会在

名山区百丈镇人民政府召开。名山区政府向三人颁

发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证书和奖金。２０１８年

１月２７日下午２点左右，名山区百丈湖大坝边，一

名８岁小男孩翻越护栏返回时不慎落入湖中，同行

小伙伴急忙呼救，刚巧路过此处的王守林以及在大

坝边上打捞垃圾的黄加元和李开明发现后急忙赶

来，不顾个人安危，不惧严寒，手拉手踏入水中，

用打捞工具将孩子救上岸，一番紧急救治，孩子脱

离生命危险。根据 《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

例》，名山区政府决定对王守林、黄加元、李开明

三人予以表彰，授予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称号，

每人奖励人民币３０００元。

【春节期间城区设立便民临时停车位】　春节前后，

温州商城、万达广场及市区上坝路是大家购物的热

点区域，但停车很不容易。考虑到市民的停车需

求，雨城交警从２月１０日开始，在温州商城、万达

广场及上坝路周边区域设置 “情满归途”便民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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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方便群众停车购物。在所有增设有临时停

车位的路段，交警部门对应安放 “情暖归途”临时

停车泊位告示牌，大家按照告示牌所标示内容，有

序通行、规范停放车辆。 “情满归途”临时停车便

民措施起止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０日—３月２日。

百姓故事

【雅安制茶大师高永川】　高永川，１９６９年出生，

名山区蒙阳镇人。１９８９年，高永川从宜宾农校 （现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到原名山国营茶厂上

班。２０００年茶厂改制后，他于２００４年组建自己的

茶业公司———四川名山大川茶业有限公司。经过市

场考察和分析，高永川以花茶为突破点，在２０１３年

开发出花茶产品 “残剑飞雪”。“残剑”意指扁形茶

作为原料，从外形上形似一柄柄宝剑。 “飞雪”则

指漂浮于茶汤中的点点茉莉花，洁白的花瓣、飞花

如雪。当茶叶沉于杯底，茉莉花漂浮在茶水中时，

这就是残剑与飞雪的化身。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残剑飞

雪”作为蒙顶山茶代表之一，获得 “四川省 （茶文

化）城市名片”荣誉称号；捧回 “四川省茶产业科

技进步一等奖”的奖牌。２０１５年８月，“残剑飞雪”

的制作方法——— “一种高品质茉莉花茶的制作方

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２０１６年６月，“残剑

飞雪”荣获 “峨眉山杯”第十一届国际名茶评比金

奖。２０１７年８月，“残剑飞雪”亮相中国茶叶博物

馆 “２０１７茶萃品鉴分享暨茶书读库合作”系列活

动，并进行专场品鉴分享。产品远销香港等地。

２０１８年１月，高永川先后被推选为雅安制茶大师和

四川省制茶大师。２０１８年１月底，第十届茶品牌奥

斯卡 “金芽奖”在北京揭晓。“残剑飞雪”在历经

激烈比拼后，成功夺得 “金芽奖”，并被评为 “中

国茉莉花茶品质创新优秀品牌”，荣登中国茶行业

品牌５０强。这也是 “金芽奖”１０年来唯一上榜的

茉莉花茶品牌。

【余安敏收集汇编家乡史料】　余安敏是名山区马

岭镇初级中学退休教师，２０１３年退休后，开始收集

整理家乡的历史资料。他下乡走访，碰到上年纪的

老人，就拉着他们聊天，听村民讲当地风俗文化，

了解村子的历史渊源、村民的姓氏故事等；详细记

录村落附近的文物、遗迹等。近５年来，余安敏走

村串户，广泛与当地人交流，脚步遍及马岭镇的１１

个村。拜访过２００余位老人，收集、整理大量流传

于民间的故事、谚语、笑话等。２０１６年年底，余安

敏将收集整理的资料汇编成 《老家览胜》和 《留住

乡愁》；２０１７年，又编撰 《书香马岭》。如今，《老

家览胜》《留住乡愁》和 《书香马岭》成为马岭镇

推介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如今，余安敏又着

手准备 《马岭传说》的编撰。这些传说，都与马岭

的看灯山、摩崖石刻、观音堂等历史遗址和自然景

观有关。余安敏认为，收集汇编家乡史料，对当地

打造旅游景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将继续收集整

理出更多有助于大家了解马岭的资料来。

【雨城区人大代表周丽娟】　雨城区第十六届人大

代表、雨城区姚桥新区孝廉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周

丽娟，自当选为人大代表后，认真走访辖区群众，

倾听民声，经常深入困难群众家中了解所需所求。

在走访联系选民、了解民情上，一丝不苟，了解掌

握困难家庭情况，尽所能呼吁和给予帮助。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姚桥新区姚桥村片区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开始启动，周丽娟既是搬迁干部，又是搬迁

户。她站在姚桥新区长远发展高度来看待搬迁改

造，带头第一个签订搬迁协议，还带动１０多户亲戚

相继签订协议。在姚桥新区组织的环保大接访活动

中，收集整理、反馈辖区环保问题并按照要求督促

相关问题整改，为营造碧水蓝天的生态文明城市环

境不懈努力；针对临时市场运行管理中的诸多问

题，建言献策，向上级部门反映并撰写代表意见建

议，最终促成临时市场搬迁至蜀天农贸市场姚桥

店，并在周边开通公交线路，方便群众出行；注重

发挥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定期听取

和答复社区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指导并协调雅东

丽都小区配套设施的完善和小区规范管理工作的提

升。一年多的履职工作中，周丽娟认真负责，注重

实效，赢得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更获得群众

的认可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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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佳的艰难求学路】　今年１１岁的吴雨佳，是

名山区百丈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２０１４年，吴雨

佳双眼患上葡萄膜炎，看东西是重影，文字模糊不

清，视线无法聚焦，这是一种可能导致双目失明的

眼疾。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同桌主动当起 “播音

器”，帮她念字。不仅是老师上课的笔记靠听写，

连作业也是别人一边念，她一边努力写下。她边上

学边求医，经医生会诊，吴雨佳接受了八次扎针手

　　图１９０　雅安市新年登高活动现场 （市地方志办供图）

术和八次眼睛手术。每次扎完针后，她的眼睛便肿

得像鱼泡一样大。２０１５年，吴雨佳做完第一台手术

后，眼睛被蒙上一层纱布。待在病房的一个月，吴

雨佳的妈妈天天都给她念书，遇到要背诵的课文就

多念几遍。一个月后，吴雨佳重返学校那个距离黑

板最近的座位时，她的同桌依然像往常一样，耐心

地帮她念字……吴雨佳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从

不气馁，通过努力，她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并

在五年级学期期末考试中，以高分夺得全班第一

名。她相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眼疾不能

阻挡求学路，只要努力就能克服困难。”

公众活动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新年登高活动】　１月 １９日，以

“新年登高健身，远望成就梦想”为主题的２０１８年

“我要动起来”雅安市新年登高活动在世界茶文化

圣山蒙顶山举行，２０００多人参加

此次活动。活动以蒙顶山金花桥

为起点，途经蒙山新村、观景

台、永兴寺路口等，终点为蒙顶

山景区生态停车场，全程约６公

里。蒙顶山风光秀丽，草木葱

郁，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

高，生态环境优良，是群众科学

健身、休闲旅游的理想场所。雅

安市依托蒙顶山旅游资源优势，

打造蒙顶山体育旅游示范点，推

动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

【雅安市庆 “三八”全民健身运

动会】　３月７日，市妇联、市

文体广新局以纪念 “三八”国际

妇女节为契机，在市体育馆联合

举办庆 “三八”全民健身趣味运

动会，来自 市级 ４０个单位、

２０００多名干部职工参加比赛。此

次运动会以 “巾帼心向党·建功

新时代”为主题，集趣味性、娱

乐性、协作性和竞争性于一体，

先后进行 “跳绳比赛” “快乐铁

环”“袋鼠运瓜”等项目，最终

角逐出３名一等奖、５名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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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９１　女职工在运动会上参加跳绳比赛 （市地方志办供图）

７名三等奖和１０名组织奖，充分展示女性昂扬向上

图１９２　体育器材捐赠现场（雅安日报供图）

的精神风貌。

【全民参与绿美雅安】　３月１２日上午，以 “‘让

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加快建设四川

省森林城市”为主题的２０１８年雅安市全民义务植

树活动，在南外环线大兴镇高家村沿线举行。参加

植树活动的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领导，雨城区四套班子领导，市、区机关干部和

驻雅部队官兵等共计

１５００余人。在面积 ８０

余亩的规划可栽植绿

化用地上，栽植银杏、

红叶黄连木、鸡爪槭、

红枫、金枝槐、晚樱、

乐昌含笑等优质彩叶

树木大苗 ５０００余株。

植树节当天，全市共

计５０００余人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栽下多彩

植物３万余株。

【中国体彩捐赠体育器

材】　３月 １６日，中

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雨城区碧峰峡镇中心校举行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体育器材捐赠活动，四川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雅安市体育彩票管理站相关工

作人员参加捐赠活动。“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

是中国体育彩票于２０１２年推出的一项公益品牌推广

活动，旨在为极度缺乏体育运动的学校和学生捐赠

体育用品及器材，并送去关爱，培养孩子们健康理

念和健身意识。在捐赠现场，雨城区碧峰峡镇中心

校的学生们纷纷表示要铭

记大爱、勤于锻炼，并以

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回报

社会各界的关怀。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

五周年敬献花篮仪式】　

４月２０日，是芦山强烈地

震发生五周年纪念日，当

天上午，雅安市在芦山县

举行敬献花篮仪式。纪念

台正中位置悬挂着 “纪念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五

周年”字幅，下方竖立着

镌刻有１９６名遇难同胞名

字的石碑。７时５９分，国



!""# !$%&'(()

!

"

! "

*+,-

!""# !$%&'(()

*+,-

３５０　　

　　图１９３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五周年敬献花篮仪式现场 （雅安日报供图）

歌奏响，国旗升起，在场所有人默然肃立，向 “４

·２０”芦山强烈地震遇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英勇

献身的烈士默哀。纪念台上放置着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芦山县敬献的花篮。参加敬献花

篮仪式的２００余人排队缓步上前，依次走向花台，

向遇难同胞敬献鲜花，深深鞠躬。市委书记兰开

驰，市长邹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市政协

图１９４　孩子们在兴趣班画画 （雅安日报供图）

主席杨承一参加仪式。

【“书香雅安·全民阅读”活动】　４月２５日，由
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

文体广新局主办，雅安市

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２０１８

“书香雅安·全民阅读”

活动启动仪式在雅安市文

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旨

在全市范围内倡导全民阅

读，营造书香雅安的氛

围。现场十二个展板全面

展示在全市范围内举办的

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系列

活动。仪式现场，举行书

友倡议和书友赠书环节，

并开展现场惠民优惠图书

展，提供购书现金优惠

券，组织现场展销、公益

阅读宣传、无人借阅机互

动体验等活动，为市民提

供朗读亭、２４小时图书自

助借还机、电子书借阅

机等。

【丰富多彩过儿童节】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

之际，全市不少学校将

“感恩文化” “传统文化”

和一些独具特色的元素融

入活动中，在让孩子们充

分感受快乐的同时，强化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让

孩子们过一个快乐祥和、有意义的儿童节。 “唱红

歌，颂经典”是石棉县幼儿园以 “传承经典·放飞

梦想”为主题暨庆六一第三届文化周活动的主要内

容。５月３１日，雨城一幼活动现场，国画、茶艺、

摄影、科学、编织、搭建……在十多个兴趣班中，

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开展活动，在活动中自

己动手，感受付出努力之后的收获。雨城区草坝镇

中心小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 “大游园”活动，充分

调动儿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锻炼孩子们团队协作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感恩教



书书书

!""# !$%&'(()

*+,-

!

"

#

$

社　会

!""# !$%&'(()

*+,-

*+,.

３５１　　

社
　
会

育，通过集体诗朗诵等形式表达心怀感恩、不断奋

进的情怀。荥经县五宪小学开展 “亲子游园”活

动，家长们和孩子们亲密互动，一起扔乒乓球、套

圈圈……玩得不亦乐乎。此外，荥经县荥河小学也

将趣味运动会融入此次 “六一”庆祝活动中，开展

投篮、乒乓球、打靶等活动。

图１９５　科普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做手工（市科技知识产权局供图）

图１９６　公祭烈士活动现场（雅安日报供图）

【雨城区举办百人包粽子比赛】　在端午节传统佳节来

临之际，６月１４日上午，雨城区在十二生肖广场举办

“我们的节日，百人包粽子比赛”。本次活动由区精神

文明办、区妇联和东城街道办事处主办，由雅安紫罗

兰医院和东城街道办事处上坝路社区承办。活动的开

展旨在助推全区脱贫攻坚，关心关爱困难妇女儿童，

促进家风、家教文明建设。活动现场，共有２０组社区

选手参赛，经过长达１小时的预赛和决赛两轮激烈的

竞比，产生出２组一等奖、４组二等奖，１４组三等奖。

【孩子们科技馆乐享暑期】　７月７日—８月１９日，雅

安科技馆策划开展２０１８暑期 “玩转科学”活动，为雅

安市中小学生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暑假体验。活动开始

前期，雅安科技馆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既充分利

用微信公众号、网站、馆内多媒体等新媒体宣传，又

积极联系雅安日报等传统媒体宣传报道。本次２０１８暑

期 “玩转科学”活动，活动具体形式有起航·科学梦

夏令营、小小讲解员、科普剧、对对

ｂｏｏｍ（科普实验）、巧手匠心 （手工

课堂）、展品探索、科普讲座、科普

４Ｄ电影、机器人表演等８个大类，

共开展活动３４４次，参与活动体验人

数为１９８０人，参观人数达５０１９８人。

２０１８暑期 “玩转科学”活动受到家

长和孩子们的好评及地方媒体的广

泛关注。

【首届 “雅安味道”美食旅游季】　

８月２４日上午，首届 “雅安味道”

美食旅游季十大名宴、十大名店以

及年度名菜评选活动在雨城区熊猫

绿岛公园拉开帷幕，好客的雅安人

端出具有雅安地域文化特色的 “藏

茶宴”“雅竹宴”“雅鱼宴”共飨嘉

宾、评委及美食爱好者。评比现场，

全市３０余家餐饮企业纷纷亮出自家

的拿手好菜参与评选，评委依照观

感、味感、质感、营养卫生等标准

为参赛美食打分，并现场进行颁奖，

打造 “雅安美食之旅新名片”。

【公祭烈士活动】　９月３０日是全

国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市烈士

陵园烈士纪念堂内，松柏苍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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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９７　当地群众在试运营的助老之家娱乐 （雅安日报供图）

花环绕，庄严肃穆。“２０１８·雅安市暨雨城区公祭烈

士活动”在市烈士陵园举行。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领导，驻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

派、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烈士遗属和老战

士，雨城区四套班子、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代表，

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公祭活动。当天，雅安市各县

　　图１９８　２０１８年重阳节 “夕阳美”文艺演出现场 （名山区文化馆供图）

（区）党委、政府均举行公祭烈士活动。

【上里镇老年人老有所

乐】　雨城区上里镇

治安村 “茶马驿居”

新村聚居点，是 “４·

２０”芦山强烈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中，上里

镇统规统建的新村聚

居点。在茶海环绕的

民居中，上里镇老人

日间照料中心坐落其

中，它不仅为老年人

开展各类活动提供一

个固定的场所，也为

针对老年人开展健康

讲座、兴 趣 培 训 班、

日间照料等各项便民

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在雨城区民政局的帮助和指

导下，上里镇引进社会资金，

通过公建民营，不仅让日间

照料中心成为服务老年人的

便民中心，还让其上档升级

成老年人的 “大学”，让当地

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重阳节 “夕阳美”文艺演

出】　１０月１６日下午，名山

区文化馆以 “夕阳美”为主

题，组织部分中老年艺术团

队，在区文化广场举办丰富

多彩的文艺演出，演员们用

自己的方式展现出老年人的

精神风采，把开心和快乐分享给现场的所有来宾。

演出现场人头攒动，许多艺术爱好者已霜染鬓发，

但依旧饱含热情，精心准备，盛装参与。节目内容

精彩纷呈，有原创革命歌曲大合唱，有民族特色舞

蹈；有传统民乐合奏，有西洋铜管乐队。精彩的演

出赢得观众的称赞，展示出老人们多彩多姿、乐观

向上的晚年生活。



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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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城区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表３９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７７８０ ８％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０６４ ３９％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４６５ ８％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８５％

雨城区

【基本情况】　雨城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青衣江中

游，雅安市的东部，东经１０２°５１′—１０３°１２′和北纬２９°

图１９９　雨城区城区图（部分）（雨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４０′—３０°１４′之间，东西最宽约３４公里，南北最长约

６３公里，呈南北狭长状，西南高、东北低。辖区面积

１０７０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１９２万公顷，辖１２个

镇、６个乡、４个街道办事处。下设１７个城市社区居

民委员会，１个场镇社区居委会，１８９个村民委员会，

２０１个居民小组，１２２１个村民小组。年末常住人口

３６６万人，城镇化率提高到６１９％。

【经济概况】　２０１８年，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１７７８

亿元，同比增长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３３％、

１０％、１８６％。续展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

产基地１８７万亩，茶园投产面积达２５３万亩，竹木

资源就地转化率提升至８５％，茶业、林竹综合产值均

超５０亿元。新增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 １

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２家，新型经营主体龙

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增长

１２％。完成技改投资 ４７

亿元，２８家中小企业实现

“提档升级”，万达安防、西

部云创等大数据企业落地

开工，新增规上工业企业５

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７７９亿元。新入库“批零

住餐”和规上服务业企业

１９家。淘宝雅安馆、熊猫

公社等电商交易额占全市

近５０％。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８８％，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提升至５５１６％。开展“天府旅游名县”创建，大

周公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碧峰峡熊猫山谷文旅

康养产业园、海子山国际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等一

批文旅项目加快推进，周公山景区成功创建省级旅

游度假区，碧峰峡创国家５Ａ级景区进入冲刺阶段。

合江、多营、碧峰峡等民宿集群初具雏形。全年接待

游客突破千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９２亿元。持续扩

大有效投资，实施区以上重大项目５４个，完成投资

２７６３亿元；面向社会推出招商引资项目１００余个，

到位资金３７３亿元，增长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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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７９３ ８８％

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６９８ ８％

粮食总产量 万吨 ４８５ －２３％

肉类总产量 万吨 ２０１ ０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９２８ １０％

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亿元 １０６４９ ３３％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 ２８４ １６１％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１４８３ －３１％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５０５４９ １９３９％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３００７６ ３１４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３５１６３ ８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６１７ ８９％

中小学在校生数 万人 ２９３ －４８７％

城市污水处理率 ％ ８７８％

广播综合覆盖率 ％ ９６％ ０２％

电视综合覆盖率 ％ ９７％ １６１％

城乡居民医疗参合率 ％ ９９６％

【第一产业】　持续壮大 “五雅”特色优势产业，

新增绿色生态出口茶融合示范园区１个、现代经作
产业融合示范园区１个、农业公园１０个。持续培育

“百亿茶叶经济”，续展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茶叶）

标准化生产基地１８７万亩，茶园投产面积达２５３

万亩、茶业综合收入超５０亿元。持续培育 “百亿

林竹经济”，竹木资源就地转化率提升至８５％，产

值实现５００７亿元。制定 《雨城区促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的扶持办法 （试行）》，新增省级农业产

业化经营龙头企业１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２家，新型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增长
１２％，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率达８０５％。商标注册

雨城雅鱼、雨城猕猴桃等９个特色产品， “三品一
标”新增４９个达到１２０个，全省首个绿色食品数量

破百区县，入选 “四川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

区”。

【第二产业】　持续培育 “百亿工业经济”，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完成７７９亿元，同比增长６９％，增

加值增长８２％。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４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３８户，产值过亿工业企业达
１４家，年产值 ５亿元以上企业 ４户，加快推进 １６

个技改项目，预计完成工业投资３２亿元、技改投

资４７７亿元，分别增长８２％、２２８％。推进中小企
业成长，梯度培育太时生物、众友机械等一批战略

性成长型中小企业，产值增幅保持１２％以上。突出

“两园”建设双轮驱动，优化提升 “雨城园中园”

产业布局，规划 “轻纺 （羽绒）” “食品、林竹加

工”“新材料” “大数据”工业板块，现代装备及

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同比增长８２％，农产品

生产企业产值同比增长１９９７％。

【第三产业】　持续培育 “百亿旅游产业”，打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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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茶马古道两大世界级旅游文化品牌，建设周

公河竹林景观廊道，推进生态、文化、农业、旅游

“四态合一”发展，周公山度假区成功创建省级旅

游度假区。碧峰峡为创建国家级５Ａ景区做迎检准

备，预计接待游客 １０４２７６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２５２％；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９２０４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９９％。突出中心城区 “一核”引领，持续培育

“百亿商贸物流经济”，万达安防、西部云创等一批

大数据企业落户雨城，新增服务业 “个转企”２８

家，新发展楼宇经济面积达２００００平方米，全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１０％，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约９４％。新建电子商务村镇服务点、站 ５个，达

到５８个，网络零售额占比全市近４８５％。

图２００　碧峰峡飞瀑 （雨城区地方志办供图）

【社会事业】　雅康高速、川藏铁路雅安段建设运

营，加快推进成雅快速通道 （雨城段）、雅安多营

青衣江大桥、省道１０５线雅安至上里至邛崃界段等

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启动省道１０４线南郊至周公山

温泉段提升改造新建项目前期，完成合江镇小环线

建设健身步道提升项目、洪雅柳江至望鱼至晏场至

洪雅瓦屋山公路 （雨城段）一、二期项目；新

（改）建农村公路 ５１６公里、林区道路林区道路

１５０公里。实施 “十项民生工程”和 “２０件民生实

事”。实现城镇新增就业６０１３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３８５％。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保安置５３３１人；全市试

点 “雨城区华兴街社区医

养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与医疗养老融合；孔坪

福兴敬老院的管理模式得

到省市好评并在全省推

广。完善低保、特困对象

供养、医疗救助等社会救

助制度。常态化管理公租

房，２０１８年资格审查１７３２

余户，分配公租房 ６１２余

套。保障农民工合法权

利，追回拖欠民工工资

５０００余万元。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年，持续强化决胜全面小康基

础建议，以 “绣花功夫”推进脱贫攻坚，统筹实施

基础、产业、生态和技能扶贫，整合资金 ８７２０２９

万元，实施２０个扶贫专项，细化为７７个具体项目，

覆盖全区１８个乡镇，项目完工率１００％。实现１７９７

名贫困人口脱贫、１６个贫困村退出。顺利通过年度

脱贫攻坚省级交叉检查考核，脱贫攻坚如期完成。

【生态文明建设】　开展餐饮油烟整治、企业烟粉

尘治理、秸秆综合利用、文明祭祀专项整治，淘汰

燃煤锅炉２３家，集中整治 “散乱污”企业 ２２家，

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２０个，ＰＭ２５平均浓

度４０８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１５７％；优良天

数３２０天，优良天数率 ８７７％，同比增长 ４８％，

空气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开展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３家企业纳入土壤类重点监控企业名

单，８４家企业危险废物转移至有资质单位处理，处

理危险废物 ２２７吨。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２４１６５亩。

全面推进河长制，河长巡河常态化实施。技术划分

１３个乡镇２５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饮用水源地问

题排查、水质监测全覆盖，农药化肥施用量实现

“负增长”，国控、省控出境断面和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长期稳定１００％，一江三河水质达到三类以

上。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出台

《雨城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意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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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江镇塘坝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推广 “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收运处置模

式，完成６个聚居点生活污水治理，启动完善２４个

聚居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４２％行政村生活污水得

到有效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７５％。

全市率先制定 《雨城区农房建设管理办法》。打造

贫困村环境治理示范点４个、新村聚居点环境治理

示范点１６个、“五美乡村”示范点４个，严桥大里

村、碧峰峡后盐村通过中国传统村落现场复核。

图２０１　成雅铁路名山站（名山区地方志办供图）

【党的建设】　推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创设 “雨城先锋” “社区学校”和 “农民

夜校”等平台，１８４名村党组织书记全覆盖培训。

“五个一线”锤炼选拔干部１８名，引进高层次专业

人才１８名，１７名贫困村第一书记实现轮换调整，

建立青江公社第一书记联盟。统筹推进园区、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 “两个覆盖”，农村、社区、

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水平明显

提升。作风建设常态长效推进，严格执行 “八项规

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惠农资金一卡通、机关

效能建设、“庸懒散浮拖”“微腐败”等专项整治效

果明显。率先完成监察委组建，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２轮，受理群众信访举报１５２件 （次），处置反映问

题线索３０４件，立案审查１６３件，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１３２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２６人。新时期爱国统

一战线巩固扩大，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稳

步发展。党管武装工作扎

实推进，军民鱼水情更加

深厚。革命老区建设促

进、对台和外侨等工作取

得新成效。

【依法治区】　２０１８年，

持续巩固法治示范区创建

成果，推进法治雨城和平

安雨城建设，大力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查处涉

恶案件 ３起，涉 “关系

网”“保护伞”３人。“雪亮工程”扎实推进，完成

６５个村１４３个监控点位建设，启动建设区公安智能

化综治中心，投用雨城区戒毒康复中心。新增省级

“法律七进”示范点３个、省级规范化司法所３个。

全年累计开展法律援助２８０４人次，矛盾纠纷调解成

功率达９６９６％。

【深化改革】　２０１８年，持续推进改革开放，１１５４

项服务纳入 “最多跑一次”清单，“周六延时服务”

全面推行。成立雨城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进一步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实施农业农村重大改

革试点６个，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延长政策，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占土地流转面

积比例达 ８０５％，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

１７６％，确定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县推

进试点单位，获评２０１８年度全省重大农村改革任务

推进示范区。

名山区

【基本情况】　名山区位于四川盆地西隅边缘，为

雅安东部门户。辖区面积 ６１４２７平方公里；耕地

１６５５６２５公顷；森林资源总面积４８５１０３公顷，森

林覆盖率５３１７％，国土绿化率７９６％；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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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率 ８２９％；水资源总量 ４５亿立方米，两合

水、名山河等重点流域水质稳步提升，临溪河团结

堰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１００％，饮用水源均达地表

水Ⅲ类标准。全区辖９镇１１乡，１９２个村，１７个城

镇社区居民委员会，１２６４个村民小组。据 ２０１８年

公安户籍报表显示：年末总户数９４０９２户，总人口

２７８７万人。男性人口１４２２万人，女性人口１３６４

万人，性别比为１０４３：１００。２０１８年，年末常住人

口２６９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１１１４万人，乡村人

口１５７６万人，城镇化率４１４％。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３０７０７元，增长 ８０％。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１８０８６元。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２９８％。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４２７２元，增长９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１０３１１元。

【经济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完成 ８１２２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８５％。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２１０８亿元，增长 ３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３３２８亿元，增长１０３％；第三产

业增加值２６８７亿元，增长９６％。三次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１１５％、５４２％和３４３％。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３０２４０元，增长 ８２％。实现非

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５０１６亿元，同比增长 ８５％，

总量占 ＧＤＰ的 ６１８％，对 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

６１９％。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３４３亿元，下降

４３％；第二产业增加值 ２９６１亿元，增长 ９６％；

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７１２亿元，增长 ９４％。引进到

位资金３５０４亿元，增长２６２％，其中省外资金１３

亿。签订正式协议项目８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７

个；签订框架协议１０个，亿元以上项目９个；在谈

跟踪项目１４个，储备项目１５个。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６２８３亿元，增长３０１％，其中：区属完

成３４７４亿元。完成工业投资 １５１８亿元，增长

１７４％；技改投资１１８６亿元，增长１９０％；民间

投资３３６９亿元，增长８４７％。完成房地产开发投

资１５３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８１％。商品房销售面

积３２０７万平方米，增长１１６７％。

名山区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表４０

项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８１２２ ８５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１０８ ３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３２８ １０３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６８７ ９６

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５０１６ ８５

粮食总产量 万吨 ６７７ －２７５９

肉类总产量 万吨 ４３２ ２４５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３４８７ １００

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亿元 ６２８３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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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 ２０１ ２１９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１１７５ －６２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１３９３４ ５９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６５４２ ２０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３０７０７ ８０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４２７２ ９１

中小学在校生数 人 ２６２８８ ２８６

广播综合覆盖率 ％ １００ ０

电视综合覆盖率 ％ １００ ０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 ％ ９８

【第一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为３６７７亿元，增长 ３８％。其中：种植业产值

为２５６６亿元，增长４１％；牧业产值为９７８亿元，

增长２８％；渔业产值为 ３６６４万元，下降 ２０％；

林业产值为２８７８万元，增长３２％；农林牧渔服务

业产值为６７８１万元，增长１１６％。种植粮食作物

１０８３４公顷，总产６７６８２吨，其中：大春粮食１０５３４

公顷，产量 ６６６７８吨；小春粮食 ３００公顷，产量

１００４吨；油菜籽２３１７公顷，产量４０５２吨。全区茶

园面积２３１２６公顷，其中：投产茶园面积约 ２１０８２

公顷，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３％；全区茶叶总产量

４９９６２吨，增长２５％。“蒙顶山茶”取得首张国际

商标注册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３０７２亿元，稳

居四川第１位，获评全国 “最具经营力品牌”。生

猪出栏 ５３万头；羊出栏 ２４３万只；家禽出栏

２０２９２万只。年末生猪存栏 ３６８万头，其中能繁

母猪３２１万头。肉类总产量４３１９１吨。完成营造林

２８６万亩。自来水受益村１７９个，通有线电视的村

１８８个，通互联网的村１８０个，年末农业机械总动

力２８万千瓦。

【第二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４８

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０４３２亿元，其中：区属

３３９２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 ２８２１亿元，同比增

长１１１％。规模以上工业 （下同）增加值同比增长

１２０％；主营业务收入 ８９０亿元，同比增长

７３％；实现利润总额 ２７亿元，同比增长 ０５％，

产销率 ９３５％。亏损企业 ８家，亏损企业亏损额

４００４万元，同比增长７９８％。规上工业主要工业产

品产量。精制茶７８４１吨，下降３８％；单晶硅１１６４

吨，下降 ２７８％；人造板 ９４９５０立方米，增长

２９３％；大米 １２０７６吨，下降 ３６％。茶叶加工行

业实现产值 ２３７亿元、增长 ４７３％，实现税收

３０２６万元、增长６４３％；新增规上茶企７家，实现

节能减排 ３５％。完成建筑业产值 （含省外）５０９

亿元，增长 ２６４％、建筑业总产值 （不含省外）

４３３亿元，增长１４０％；完成建安工程投资４１９７

亿元，增长２９５％。

【第三产业】　２０１８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４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０％。按经营地分，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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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１５１６亿元，增长 １０６％；

乡村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１９７１亿元，增长

９５％。按消费形态分，批发零售额为 ８３７亿元，

增长 １０５％；零售业零售额为 ２３５８亿元，增长

９７％；餐饮业零售额为 ２２３亿元，增长 １０８％；

住宿业零售额为０６７亿元，增长 １０１％。全年全

区共接待游客５２０万人次，增长 １５０４％，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５０亿元、增长３１２５％。 “世界茶源—

茶产业文化旅游经济走廊”获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茶旅

金牌路线”称号。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获 “中国茶

事样板十佳”。成功创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先导区，获 “世界最美茶乡”美誉。全年

邮电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１５３万元；有固定电话用户

４０１５２户；拥有移动电话用户２６５５５３户；拥有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７３７８７户。

　　图２０２　３月２１日，国际茶叶协会授予名山区 “世界最美茶乡”称号 （名

山区委宣传部供图）

【茶业发展】　２０１８年，全区有茶园 ３５０４万亩，

占耕地的８５％以上，其中投产３１９万亩；干茶产

量５万吨，鲜叶产值 １９６３亿元，分别较上年增

长１６％、４８％。全区通过 ＱＳ认证茶业企业 ８０

家，规模以上企业１５家，省级龙头企业９家，实

现茶叶加工产值２３７亿元；有茶业注册商标４５５

个，其中 “蒙顶山茶”“蒙山” “蒙顶”３件商标

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获得著名商标１０件，知名商

标１４件。２０１８年，浙江大学 ＣＡＲＤ农业品牌研究

中心和 《中国茶叶》杂志联合组建课题组对全国

２０３个茶叶区域品牌价值进行评估， “蒙顶山茶”

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３０７２亿元，居全国第８位，

四川第１位。 “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获得２０１８

“中国茶事样板”称号，牛碾坪万亩观光茶园被评

为 “四川省十大最美茶乡”。基地建设：在四川省

名山茶树良种繁育场建立良种繁育基地８０亩，在

１７个乡镇 ４０个贫困村建设标准化茶叶基地

５４５３３１９亩，全区建立标准化机修机采茶园 ３２

万亩。茶树品种建设：与四川农业大学等合作选

育的川茶６号茶树品种通过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选

育登记，《野生茶树种质资源发掘与特色新品种选

育及配套关键技术集成应用》项目获得 “２０１８年

度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８年末，有小学１７所，普通中学

１３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１所；小学在校学生

１５５１２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 １０７７６人；小学专任

教师７５９人，普通中学专任教师 ９１７人。２０１８年，

雅安北附实验学校落地办学，名山中学创建省一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与名二中实现合并办学，引进成

都实验小学领办蒙顶山镇中心小学。全区有医疗卫

生机构２０５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９９２张；医院、

卫生院技术人员 １１９３人，其中

执业 （助理）医师４２３人。２０１８

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２４４９人；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６９０人；就

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２４８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３８１％；开展劳务品

牌培训５９４人；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下乡创业培训 １２４人。２０１８

年，失业保险参保１０９２６人；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２２１０５

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２３６４３１人。征收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 ５８８１万元，征收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４６４７

万元。２０１８年，有百岁老人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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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农村）２９５７人；

五保户 （城乡特困供养人员）１１３７人；城镇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人数３４９人。各类社会福利收养单位１４

个，床位数１７５０张。２０１８年，新开通城区公交车

线路２条。

　　　　图２０３　１０月２５日，名山区举行 “精准扶贫·你我同行”２０１８年脱贫
攻坚主题公益晚会 （名山区委宣传部供图）

【文化事业】　全年全区放映２３０４场公益电影；招

募培训６名文化志愿者在基层文化站开展文化服务

工作，培养 １９２名 “文化管家”，开展 “文化村

帮”；派出舞蹈、音乐、美术老师４０余人到乡镇进

行辅导培训活动。西华大学在马岭镇康乐村挂牌建

立文化艺术创作基地。开展文物保护安全及汛期专

项检查８４次，整改隐患４０处。新增川西坝子民俗

文化节 （茅河 “３·２８”坝坝会）进入区级非遗项

目名录。２０１８年，蒙顶山茶史博物馆接待观众

４６６９２人次，其中接待未成年人５４９１人次。区图书

馆有书库５个、总藏书量为５２３６８册 （件）；全年

新办借书证 （卡）２９２个，退借书证 （卡）２４个，

年末有效借书证数２１１５个，流通人次５８６００人次，

接待读者 ５８６００人次，外借读者人数 １５３１６人次，

外借图书２５６６８册次。农家书屋年度图书补充更新

２３７００册。免费开放体育场馆达３８万人次。开展

网吧专项整治２次，娱乐场所专项整治３次，书刊

市场专项整治２次，印刷业业主 （包括复打印店）

专项整治１次。查处违规经营的

音像制品店３家次，收缴非法音

像制品４７０余张；查处违规经营

的书刊出租、零售店２家次，收

缴非法出版物１３２册，责令整改

违规经营单位５家次。重点开展

“清源”“固边”“禁网”和 “珠

峰”４次 “扫黄打非”专项行

动，收缴非法出版物３７６册，非

法音像制品６７２张。

【脱贫攻坚】　名山区共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５４８９户１５８６０人，

贫困村 ４２个。其中：２０１４年脱

贫８７９户 ２６８７人；２０１５年脱贫

３８３４户１１２６４人；２０１６年脱贫２７９户７１８人，贫困

村退出８个；２０１７年脱贫４９０户１１５４人 （动态减

少７户４１人、增加４人），贫困村退出１６个；２０１８

年贫困村退出１８个，全区实现贫困户全部脱贫，贫

困村全部退出。是年，制订 《关于分解下达 ２０１８

年全区脱贫攻坚减贫目标任务的通知》 《２０１８年脱

贫攻坚工作要点》 《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清

单》，分解落实任务。对接市级联系领导 ６名，调

整区级联系领导２４名，市级帮扶单位２４个，区级

帮扶单位６６个，充实４２个贫困村驻村工作队 （一

村一队、每队３人，第一书记兼任队长），贫困村

结对帮扶责任人１１１９人，非贫困村结对帮扶责任人

８７０人，帮扶干部和帮扶对象１００％对接。落实１９

个扶贫专项６０个具体项目。开展专业技术培训２１０

期，参与人员４８００余人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４５

名、科技示范户 ６４０户 （其中新培育科技示范户

１３０户）。组织现场招聘会２５场，提供岗位３０００余

个。创建省级 “四好村”９个，评选洁美家庭 ８００

多户。

【生态文明建设】　２０１８年，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监测６９３个数据，全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

准；开展污染源监督性监测２频次；定期公开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数据。投资２７００余万元，完成６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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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场镇和新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水环

境。投入１８１６万元，用于两合水水环境综合整治，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两合水断面水质主要污染物平均浓

　　　　图２０４　５月２２日，名山区举办首期 “蒙山论坛”，主题为乡村振兴 （名山

区委宣传部供图）

度达Ⅲ类水质标准。制定

《雅安市名山区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雅安市名山区人民

政府关于禁止露天焚烧农作

物秸秆的通告》《雅安市名山

区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会商

机制 （试行）》，在雅安市名

山区政府网站发布重污染天

气黄色预警及启动Ⅲ级应急

响应措施的公告 ２次；加强

对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焚

烧污染防治，督促秸秆禁烧

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实。落

实７个大气减排项目，测算

减排二氧化硫２３６５２吨，氮

氧化物２１２吨；落实１个水污染减排项目，测算减

排化学需氧量１８３５５吨，氨氮３８８３吨。严控扬尘

和油烟污染，整治各类餐馆２０８家。查处７家砖瓦、

化工行业废气超标排放行为，责令停产整治。处理

相关噪声的群众投诉件２０件。２０１８年，立案调查

环境违法案件３１件，下达处罚决定书２６件，处罚

金额１５８７２万元。

【党的建设】　思想政治建设：开展 “敢作敢为敢

担当、真抓真干真落实”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活动，举办学习会、讨论会、座谈会、培训班３００

多场次，形成调研成果１５篇。基层组织能力提升：

抓好 “１＋７＋７”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建设，

建成 “红草微家” “银木驿家” “悟本茶家”等

“党建·家”服务平台；行政村 “农民夜校”全覆

盖，开展各类培训４９７６次，培训２２９００余人次。队

伍建设：围绕经济发展主轴主线选人用人，把专业

人才向经济部门集中，全年提拔和重用２５人，“放

下”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３人；实施东进融入 “双

学双培”工程，选派１６名领导干部到成都 “菜单

式”跟岗学习；实施 “筑巢引凤”工程，考核招聘

引进高层次人才３人，依托 “雅州英才”工程引进

高层次人才４６人，公开招聘各类人才２２８人。正风

肃纪：开展 “政府系统集中整顿作风提升行政效

能”专项行动，开展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１０７人

次，诫勉谈话 ２８人次，立案查办案件 １１７件 １２４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８９人，采取留置措施２人，

移送司法机关３人。

天全县

【基本情况】　天全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

处二郎山东麓，邛崃山脉南段，康巴文化线东端。

地理坐标东经１０２°１６′—１０２°５５′，北纬２９°４９′—３０°

２１′之间，东西长约６０公里，南北宽约５０公里，呈

深中切割，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辖区面积

２３９０７１平方公里 （２０１２年核定数据），其中耕地

面积１２１６８０公顷。辖２个镇和１３个乡。下设６个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３个场镇社区居委会，１３５

个村民委员会，５５个居民小组，９６９个村民小组。

年末总人口１５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达７５万人，

城镇化率达４２％，农村人口７５万人。

【经济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６４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９％。第一产业增加值增

长４％，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２７％，建筑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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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长４５％，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８５％，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０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４８２亿元、增长 ８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０１亿元、增长１９１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２９１４０元、增长８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１２１４５元、增长９２％。天全县连续４年被省委、

省政府评定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先进

县，正式获评国家卫生县城，被列为全省３个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县之一、全省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改革

试点县、全省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县，被表扬为全市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

图２０５　天全县城全景图 （天全县地方志办供图）

天全县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表４１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６４１ ９０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７９６ ４０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２１８ １０５

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６９５ １１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４０４ ８５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亿元 ４４５１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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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粮食总产量 万吨 ４４２ ０１

肉类总产量 万吨 １１５ １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２４４４ １０２

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亿元 ４８２４ ８２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 ２０１ １９２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９５７ －１０４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８２９６ －１２７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６２５４ １３８

税收收入 亿元 １６ １５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９１４０ ８３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２１４５ ９２

中小学在校生数 万人 １８５ －３９

广播综合覆盖率 ％ １００

电视综合覆盖率 ％ １０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 ９９

　　图２０６　天全西蜀雅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山药种植基地（天全县地方志办供图）

【第一产业】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１２１６８０亩，

总产量４４２３１吨。油料作物播种面积２１６６０亩，药

材１２９１５亩，蔬菜４７５５０亩。经济作物中，油料产

量２２０５吨；蔬菜产量５８１９７吨，

茶叶产量 ３２１１吨，水果产量

３０２５吨，肉类总产量 １１５２５吨。

完成土地流转１５万亩，新修产

业路７２２公里；规模种植特色

产业累计达 ２２６万亩；打造重

要节点５个，升级改造农家乐１３

家，新增特色民宿５家。全县龙

头企业累计达 ２０家，其中：国

家级１家，省级７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共２４８家，其中：国家级

３家，省级 ９家；家庭农场共

１５２家，其中省级７家；雅山药、

油茶、乌茶等专家大院共 ３个。

顺利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 “双认证”，

完成有机品牌认证３个，新增绿色、有机食品获证

企业８个，“天全竹笋”申报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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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保护产品，天全 “川牛膝”登上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舞台。

【第二产业】　天全经济开发区被省政府设立为省

级开发区，新型工业园、生态农业园、现代物流园

加快建设，新落户项目９个。新增规上工业企业６

家，工业投资完成 ２０５４亿元，技改投资完成

　　图２０７　天全县飞地园区众宏晶体生产车间 （天全县地方志办供图）

１１０２亿元，雅安市排名均为第一。尔润、晟鑫 ２

个年产９０００吨玄武岩项目加快建设，丹石建材年产

２００万立方米新型建材项目建成投运。安山钢铁８３

万吨短流程炼钢项目实现试生产，东辰科技年产３

万吨、开炭新材料年产２５万吨２个超高功率石墨

电极。润兆冷水鱼养殖加工项目扩建工程启动实

施，汇美竹笋、青元茶叶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扩

大生产。装机２２万千瓦的锅浪跷水电站完成机房主

体工程，装机５６万千瓦的胜利电站投产发电，全

县水电装机总量达５１７８万千瓦。

【第三产业】　喇叭河景区垂直攀升８２０米的景观

索道、８００米国内单条最长森林穿越高山滑索等项

目建成投运，二郎山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通过验

收，被评为 “四川十大产业文化地标”。多功南天

新镇４Ａ级景区提档升级；红军村投资６００万元的

一期项目完成建设，打造红军书院等精品民宿３家。

第二届红叶节、冰雪节、森林美食节和旅游资源推

介会等各类节会成功举办，二郎山旅游品牌进一步

打响。新创建省级３星级以上农家乐９家，新发展

特色民宿２０余家。全年接待游客近２８０万人次、增

长３５５％，旅游综合收入 ２３１亿元、同比增长

４７６％。总投资５亿元的全市首个中医康养综合体

落地建设，紫石乡森林康养基地入选全国第四批森

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总投资２０亿元的川藏物流园

落地建设，被列入全省服务业

“三百工程”。农村电商服务点达

１１３个，网络交易额超过１３００万

元，外贸出口完成 ３０００万元，

新入库服务业单位２０家。

【基础设施】　总投资 ９５亿元

的１６个交通建设项目有序实施。

雅康高速 ２４处遗留问题得到妥

善处置。总投资５８亿元的１８６

公里锅浪跷还建公路加快建设，

国道 ３１８线改造工程全面完成。

９４公里藏鱼路完成改造，３４公

里农村公路安保工程完成建设，

３６公里仁新路加快建设，１２４

公里乡村道路改善工程启动实施，结柳路、始多

路、禁思路提升项目进展顺利。总投资２亿元的２０

个水利项目启动实施。始阳老水厂等７处农村饮水

工程提档升级，总投资１６００余万元的始阳片区饮水

管道、总投资２２００万元的新场片区供水管网改造基

本完成。仁义、老场２个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完成，

新建堰渠１５公里、生产便道１７公里。

【生态建设】　进一步调整大熊猫国家公园 （天全

片区）边界和功能区划，调出矿山５家、水电站５

家，调整后的面积１６２万公顷，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６７８％。河 （湖）长制全面落实，县、乡、村 “一

河 （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编制完成，网格化环

境监管深入开展。全县１９处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科学划定工作全面完成，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保持１００％。城市、集镇、农村、新村 “四位

一体”全域绿化美化有序实施，新增营造林６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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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林地保有量达３０４万亩。

【污染防治】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９５３％，同比

上升１６％，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同比下降２０１％，天

全河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国家Ⅱ类水质标准。开展环

保问题整治 “１＋１３”专项行动，统筹治理城乡环

境污染；有效开展秸秆全域禁烧和烟花爆竹县城禁

燃工作。始阳污水处理厂全面竣工，总投资４亿元

的１５个乡镇污水处理和５个乡垃圾收运项目纳入全

市ＰＰＰ项目统一实施，城厢、始阳２个垃圾中转站

加快建设。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在全市率先

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

【项目投资】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５３５亿元，完成

目标任务的１１８９％。成功引进川藏物流园、水韵

天城等亿元以上项目１１个；东辰超高功率石墨电极

等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３个。利用红叶节、西博会等平

台签约项目１７个、总投资１２２８亿元，其中：已落

地项目６个、总投资３０４亿元。争取到位无偿资金

３５７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４３９５％。总投资２２９

亿元的１４个ＰＰＰ项目启动申报；总投资１３７亿元

的６个山水林田湖项目、总投资７４亿元的５个财

政专项项目完成申报。继续设立１０００万元项目工作

专项资金，储备项目动态投资保持在 １４００亿元以

上。谋划 “十三五”规划中期调整项目 ８２个、总

投资５７２３亿元。总投资２３９６亿元的１１８个重点

项目加快推进，完成投资４５亿元，其中：１个省重

点项目开工建设，３２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３７８

亿元。全年集中开工项目３１个、总投资７６５亿元。

【脱贫攻坚】　筹措资金１８亿元，大力实施专项

扶贫项目１１７个。３６个贫困村累计使用产业扶持基

金１６２５８８万元，惠及贫困人口２４４２人，带动贫困

村和非贫困村发展茶叶、山药、笋用竹等特色产业

２８万亩。３６个贫困村人均集体经济收入达３６２３

元，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投入８００余万元，实施３２

户贫困户危房改造、６７１户 “四类重点对象”及特

殊困难群体住房改造。投入５３００余万元，建设贫困

村通村公路４１８公里。１５个贫困村卫生室、文化

室全部建成投用。农村电网改造完成７０公里。投入

９９５万元，资助学生１４万人次，１１８６名义务教育

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无一人因贫辍学。贫困人口

县域住院和慢性病门诊自付费用控制在总费用的

１０％以内，医疗卫生扶贫基金救助５２００余人次，贫

困人口免费参保率达１００％。新增项目扶贫贷款１１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带动５６０户贫困户发展增收产

业。多渠道转移贫困人口就业１１５０人，安置公益性

岗位７９９个。

【民生保障】　拨付各类就业创业补贴 １０００余万

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３００余万元，新开发公益性

岗位３００个，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有序推进，城镇新

增就业２１９０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３６６％。全民参

保计划深入实施，政策范围内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覆

盖面达 ９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９８６％。乡镇和社区基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标

准化率达１００％。城乡医疗救助近４７００人次，发放

救助金５３０余万元。发放低保金１５００余万元，城乡

低保实现应保尽保。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

１６９亿元。县仲裁院成功创建为省级示范仲裁院。

３３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顺利完成。累计建设天

然气管道１００余公里，全县６个乡镇实现通气。

芦山县

【基本情况】　芦山县位于四川盆周山区西缘，雅

安市西北部，地跨东经１０２°５２′—１０３°１１′，北纬３０°

０１′—３０°４９′。辖区呈南北狭长状，北高南低，东西

最大距离３２９千米，南北最大距离８６千米，辖区

面积１１９１平方千米。全县有公路５０６２３公里。其

中国道１６５７公里，省道３５９５公里，县道１２８１３

公里，乡道１４３０５公里，村道１８２５１公里，全县

通村公路通达率１００％。森林覆盖率７７２５％，比上

年提高０２８个百分点。全县辖１个街道办事处６个

镇２个乡。设７个社区居民委员会，４０个村民委员

会。耕地面积８３８４８７公顷，年末总居民４６２００户，

总人口１１８９８９人，其中男性６１０３２人，女性５７９５７

人；城镇 ６４０８８人、乡村 ５４０９１人，少数民族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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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０３‰。城镇化率 ４００８％，

比上年提高２０８个百分点。

【经济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４３２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９１％。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６０３亿元，增长

３９％；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３１３亿元，增长１０４％；

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４０４亿元，增长９０％。三次产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６３％、６５９％和

２７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３９１６７元，增长１０３％。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１４４：５３４：３２２调整为

１４０：５３５：３２５。民营经济增加值 ２８５９亿元，

比上年增长９１％，占ＧＤＰ的６６２％，对ＧＤＰ增长

的贡献率为 ６４９％。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８８

亿元，下降 ２７％；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７６３亿元，

增长 ９９％；第 三产 业增加 值 ９０８亿元，增

长１０１％。

芦山县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表４２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４３２ ９１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６０３ ３９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３１３ １０４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５５０６ １９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４０４ ９０

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２８５９ ９１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６２３８ ０２

肉类总产量 吨 １０９５２２ ９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１３９５ １０２

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亿元 ２８５９ １５２

地方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１６５４２ １０１

出地方公共预算支 万元 ８６９１５ ４３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５５８５ －７６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２８９ ９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９３１８ ８４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２２６０ ９２

中小学在校生数 万人 １３９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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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城市污水处理率 ％ ８０ －１７

广播综合覆盖率 ％ １００ １８

电视综合覆盖率 ％ １００ １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 １００ ０３

【第一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４９６０公顷，下降１４％；油料作物播种面积８４０公

顷，与上年持平；药材播种面积 ６８公顷，增长

１８２％；蔬菜播种面积２４９６公顷，与上年持平。粮

食总产量２６２３８吨，比上年增长 ０２％，其中小春

粮食减产 ８４％；大春粮食增产 ０６％。经济作物

中，油料产量 １６０６吨，增产 ２４％；蔬菜产量

４９９１９吨，增产 ０１％；茶叶产量 ７３１吨，增产

３５％；药材产量 ６１０４吨，增产 ０１％。生猪出栏

８０７５７头，比上年增长４４％；牛出栏２４１６头，增

长４０％；羊出栏 ５９９８只，增长 ２５％；兔出栏

６７９６５只，增长３０％；家禽出栏 ６４２８３５只，增长

６０％。肉产量、禽蛋、牛奶产量分别增长 ９２％、

５０％和６４％。完成造林４００公顷。其中：迹地更

新２０７５６公顷；义务植树 ５６１４万株，参加人数

９３万人，折合面积 ２３４公顷；大田育苗 ３公顷；

年末实有国有林管护面积５６６４９公顷。年末森林覆

盖率７７２５％，比上年提高０２２个百分点。水产养

殖面积５３公顷，比上年降低２３０％；水产品产量

４９２吨，增长４９％。有效灌溉面积４２２０公顷。全

年新增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２５２３公顷，累计

４２７０３０公顷。新增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３４万千瓦，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１６７５万千瓦，增长２１％。

【第二产业】　２０１８年，工业增加值１８４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０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５４１％。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５０户。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１２１％；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５５０６亿元，增长 １９０％。其中：纺织工业增长

１４４％；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４５８８亿元，增长 １８６％。实现利润总额 １７２亿

元，增长２２０％；建筑业增加值 ４８５亿元，比上

年增长９８％。年末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

业６家，实现总产值４９７亿元，增长５０２％。

【第三产业】　２０１８年，完成货物周转量１７６０５万

吨公里，比上年增长８２％；完成旅客周转量３８５３

万人公里，下降 ２０３％；邮电主营业务收入 ８０９５

万元，比上年增长７３％。其中：邮政主营业务收

入８１９９６万元，增长 ２０２％；电信主营业务收入

７２７５０４万元，增长 ５９％。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１７９０４户，移动电话用户 １１４６０７户。互联网用户

３４０７１户。成功创建大川河国家 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引进５家大企业、大公司，投资开发灵鹫山、玉灵

山、大川河、猴山飞瀑、拐子沱景区，成功举办庆

祝首届农民丰收节暨绿色生态农产品推介活动，八

月彩楼会等系列旅游活动持续升温，全年接待旅游

者２８０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３７９％。实现旅游总收

入２２０９亿元，增长３７８％。

【教育科技】　２０１８年，有各级各类学校７２所，在

校生１３９３０人，教职工１１６０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１５４

人。年末共有小学１０所，招生９４３人，在校生６０１９

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初中１２所，招生

９９９人，在校生３０９０人；学前教育２６所，招生８４９

人，在校生２９９９人；普通高中１所，招生５６５人，

在校生１８２２人。全县全年共申请专利７６件，获得

授权专利８件。全县申报省级科技项目５个、市级

科技项目４个，到位项目资金１００万元。年末有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１家。全面加大科普知识宣传，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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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科技馆全年接待参观者１５０００人次。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８年，全县有艺术表演场所５３个

（包含活动广场），文化馆 １个，文化站 ９个 （其

中：省级示范乡镇综合文化站２个），公共图书馆１

个，农家书屋４０个，社区书屋１５个。省级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１个；有博物馆１个，文物保护管理机

构１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４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９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８处；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４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１项。

建成农村广播 “村村响”３０７个，无线数字电视全

面开通，广播综合覆盖率１００％，电视综合覆盖率

１００％，有线电视用户５０００户。全县有医疗卫生机

构１３１个 （含村卫生室３４个，个体诊所８０个），其

中医院５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１２３个；床位５２３

张，医院、卫生技术人员 ６９２人，其中执业医师

１４８人，执业助理医师８２人，注册护士２５１人；妇

幼保健机构１个，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６人，

注册护士５人；乡镇卫生院９个，执业医师和执业

助理医师７０人，注册护士３９人。全年甲、乙类传

染病发病率１４５４０／１０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１０１９７６人，参保率１００％，住院费用实际补偿比提

高到５０％。 （医保局）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２４９５１／１０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 ５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０、４２‰和６３‰。安排省、

市、县环保专项资金 ７８５万元，完成大气污染治

理、环境质量监测、年度污染源普查；投 入

９７５７５５万元，建成污染治理设施；城市污水处理

率为８０％，垃圾处理率为１００％，农村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３个；完成工业污染治理项目 １个，

完成投资３５万元 （含企业投资）。全年发生生产经

营性安全事故１起、死亡１人，比上年减少５起、２

人，分别下降８３３％和６６７％。全年亿元地区生产

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２３１％，下降７７１％；道

路交通万车死亡率８２８０％，上升２００％。

【脱贫攻坚】　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基

础上，集中力量对标补短，持之以恒精准施策，省

定贫困村全部退出，脱贫质量全面提升。全年投入

资金６０７３５万元，救助特殊困难群体１０００余人次，

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就学６７４１人，贫困人口就医自付

比例低至２３３％，全县无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贫

辍学弃医。整合省市县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２８３３万

元，实施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改造、产业

作业道建设等扶贫项目２２个，贫困群众居住更加安

全、生产更加便利，贫困村基础设施水平全部超过

退出标准。用活用好１０００万元村集体经济扶持专项

资金，支持贫困村建设产业基地、创办经济实体，

全面消除 “空壳村”，贫困村集体经济规模全部超

过人均１０元。推行创业奖补，实施技能培训，开发

公益岗位，强化就业推介，撬动金融机构发放产业

贷款１２３６万元，继续帮扶１３００余户贫困户就业创

业兴业，始终保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户户有产

业、家家有就业。

【生态建设】　坚持把绿水青山作为芦山最美底色，

推进绿美芦山行动，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

河湖长制工作要求，扎实抓好环保督察及 “回头

看”反馈问题整改，完成国家生态红线划定。全县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７７２５％，出境断面水质长期达

到Ⅱ类标准。

【党的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县有党员５７６２人，有基

层党组织２５３个。其中：基层党委１２个 （乡镇党委

８个、街道党工委１个、机关基层党委３个），党总

支１０个，党支部 ２３１个，县级部门党组 （党委）

３８个，园区党工委２个。全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围绕

提高党建质量为目标，实施四大行动，举办党的十

九大精神科级轮训班 ６期 ３８０人次，赠阅新 《党

章》、 《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６５００余册。

清理规范超大党支部２个、 “袖珍”党支部１２个，

撤销 “空壳”党支部７个。培养 “家庭能人”入党

积极分子、发展对象２１人，探索开辟 “姜城党旗

红”智慧党建微平台，推动基层党建传统优势与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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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县

【基本情况】　宝兴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雅

安市北部，介于东经１０２°２８′—１０３°０２′，北纬３０°

０９′—３０°５６′之间。东邻芦山县，南毗天全县，北

　　图２０８　宝兴县城一隅 （市地方志办供图）

与汶川、小金县接壤，西与康定县相连。县境东

西宽约 ６１公里，南北长约 ８１公里。最高海拔

５３３８米，最低海拔７５０米。县城距雅安市区８０公

里，距成都市区２１０公里。辖区面积３１１４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 ４２３８８１公顷，森林资源总面积

２９４３万公顷，占土地面积的 ９４５％，管护公益

林面积 ２２２６万公顷，巩固退耕还林 ３１３３公顷，

造林育林 ４４１３公顷，封山育林 １７４６６公顷，森

林覆盖率７２１５％。宝兴系长江上游支流青衣江源

头，境内有 “Ｙ”字形状三条主要河流，水资源

总量２８亿立方米，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保持

国家 Ｉ类标准，乡 （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保

持国家 ＩＩ类标准，境内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国家 ＩＩ

类标准。全县辖３镇６乡，５５个村３个居委会３３３

个村民小组。年末总人口为 ５８１１７人。出生人口

６３５人，人口出生

率１０９３‰。

【经 济 概 况】 　

２０１８年，全年完成

全社会固定投资

２９６０亿元，下降

１３４％。全年实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ＧＤＰ） ３４２１ 亿

元，增 长 ８５％，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３８４亿元，增长

３９％；第二产业增

加值 １９７９亿元，

增长 ９６％；第三

产业增加值 １０５８

亿元，增长 ８１％。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总额 １０４２亿元，增长

１０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２５９６亿元，下降

１３４％；进出口总额 ７３０万美元，增加 ２１４美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７８亿元，各项税收收入１７５

亿元，增长 ２０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１１９９元，增长 ８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３４９６元，增长９０％。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年末人

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３６８７亿元，贷款余额２４０９亿

元。全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４４７３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６％，签约项目６个。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１０４２亿元，增长１０１％。其中限额

以上商贸单位１６家，消费品零售额１０３亿元，增

长１０４％。批发业零售额２５６１万元，增长１１１％；

零售业零售额８５亿元。增长１０１％；住宿业零售

额８１９０万元，增长１０５％；餐饮业零售额８９１２万

元，增长 ９２％。城镇零售总额 ７４３亿元，增长

９８％。其中城区零售总额 ４４亿元，增长 ９４％；

乡村零售总额２９９亿元，增长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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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县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表４３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３４２１４０ ８５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８４２２ ３９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９７８８２ ９６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０５８３６ ８１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亿元 ２２５８００ ８５

粮食总产量 万吨 ２３３６

肉类总产量 万吨 ０５５５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１０４１９７ １０１

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亿元 ２５９５５４ －１３４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３７７５９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３６８６５８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２４０８６２

保费收入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３１１９９ ８６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３４９５ ９０

中小学在校生数 万人 ０４５０７

城市垃圾处理率 ％ ９８

广播综合覆盖率 ％ ９９

电视综合覆盖率 ％ ９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 ９９７２

【第一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县粮食生产播种面积为

５５４０公顷，粮食总产量２３３６０吨。其中：大春粮

食播种面积３７２０公顷，产量１７４２７吨；小春粮食

播种面积 １８２０公顷，产量 ５９３３吨。全县生猪出

栏４８８４３头，同比减少２７７％；牛出栏１２６７５头，

同比增长 ２７％；羊出栏 ２０２４６头，同比增长

１２％；年末生猪存栏 ３２２６１头，牛存栏 ３３３９８

头，羊存栏１５０９１头，肉类总产量５５５０吨。家禽

出栏 ６５３３１只，同比增长 １２％，存栏 ６５３３１只，

全年水产品产量１９８吨，中药材种植面积３９８０公

顷，产量７５６０吨，蔬菜播种面积 １７３１公顷，蔬

菜产量 ２０００７，茶叶产量 ６６２吨，水果产量 １０９１

吨，全年已注册登记农民合作社 ２２４家，新增１９

家。其中贫困村注册登记４９个，家庭农场５３个，

新增７个，贫困村２０个。申报省级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１家、省级家庭农场 １家，进行国家级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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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常态监测１家，市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申报各３家；全县有农业龙头企业 ４家，其中

省级农业龙头企业１家，夹金印象养殖股份有限

公司已在硗碛藏族乡泽根村建成藏香猪标准化养

殖场１个，年出栏藏香猪２０００余头。

【第二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

１６３８亿元，增长 １０２％，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

６０９％，拉 动 ＧＤＰ５２个 百 分 点，工 业 化 率 达

４７９％。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１２３％。年末规上工业企业户数４０户，规上工业产

值９３２％。全年生产大理石荒料 １５７５２０立方米，

增长２４３％；生产大理石板材５１５３万平方米，增

长２５５％；生产碳酸钙９３万吨，增长２０％；发电

　　图２０９　宝兴县熊猫古城游客中心 （市地方志办供图）

量１８１９３０万千瓦时，增长９０％。全县工业总产值

６３２６８０万元，增长 １６３％；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５２０６亿元，增长１８４％。全县工业营业收入４５３２

亿元，增长 １２９％；规上工业营业收入 ３６９２亿

元，增长 １１５％。全县工业利税 ６０９亿元，下降

５２％；规上工业利税４２０亿元，下降１６７％。建

筑业增加值３７６５１万元，同比增长６６％。经开区

宝兴园区建设一期工程已完成基础工程，华锋股份

新增８条高低压化成箔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易达

光伏３万吨高纯硅试生产，代碑寺工业用地整理项

目加快推进，成都宇涛安亚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入

园协议。

【第三产业】　２０１８年，结合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

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实施，对蜂桶寨邓

池沟景区进行提升打造，完成小木屋、游步道、厕

所改造及河道清理、环境整治；完成硗碛藏族乡达

瓦更扎景区建设，初具接待能力。推动实施全市旅

游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县域旅游产业发展规

划，编制 《中国世外桃源—田园烟溪总体规划》以

及 《宝兴县国家４Ａ旅游景区整改提升方案》，筛选

储备３３个旅游招商引资项目，总体规划投资２００亿

元。升级打造原夹金山大酒店，熊猫老家大酒店；

ＳｍＡＲＴ乡创学院 （雪山站）正式挂牌成立，穆坪

镇雪山村民宿运营已全部规范升级。全年新创建省

级乡村旅游精品村寨 １

家，二星级农家乐 ３家，

三星级农家乐２家，四星

级农家乐 １家。２０１８年，

全县接待游客２６０５５万人

（次），同比增长１８％；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２３亿元，

同比增长 ２％。其中熊猫

古城景区接待游客 ５２６４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３７３亿元；硗碛

藏寨·神木垒景区接待游

客 ４２４９万人 （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３５３亿

元；蜂桶寨邓池沟景区接

待游客３７０２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２８１

亿元；灵关石城景区接待游客 ４７４２万人 （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２９４亿元；雪山村景区接待游客

１３５９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０９亿元。

【教育和科技】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有幼儿园６所，

在园儿童９３９人；有小学１２所，教学点２１个，在

校小学生 ２６９６人；有初中 ４所，在校生 １２５３人；

高中１所，在校生 ５５８人。小学专任教师 ３５２人，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 ２１７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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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全面启动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建县”创

建工作，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陇东学校片区

教师周转房主体工程全面完工，灵关中学、实验小

学改扩建有序推进，各学校的硬件设施系统已全部

改造完毕并投入使用。全县学校食堂监督管理到

位，食品卫生达标，未发生不良事件。全县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３家，省级创新型企业２家；科技部署

审核通过国家级创新空间１个；实现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８９％。

　　图２１０　宝兴县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群众文艺汇演 （宝兴县地方志办供图）

【文化、体育、卫生】　截至年底，全县有博物馆１

个，纪念馆 １个，影剧院 １个，文化馆 １个，乡

（镇）文化站９个，公共图书馆１个及５５个农家书

屋；有省文物保护单位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３３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１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１项。成功举办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群众文艺

汇演，筹备 “纪念大熊猫科学发现１５０周年文化交

流活动”工作；《中国影像方志·宝兴篇》登陆央

视，县图书馆获评 “全国三级图书馆”；“非遗进校

园”课题研究成果获得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

等奖。全县共培养５２名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新建

乡 （镇）农民体育建设工程１个、村级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３个。全县拥有卫生机构６５个，其中乡镇卫

生院９个，床位１８３张，医疗卫生技术人员３４２人，

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１１３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１９４９万人 （次），其中基层医疗机构 １０６９万人

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网上采购率１００％。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年，整合各类扶贫资金２２３９万

元投入精准扶贫，制定 “一政策三办法”支持贫困

户发展特色产业，增派 “五个一”帮扶力量到 ４１

个非贫困村，抓好教育、医疗、小额信贷等扶贫政

策落实兑现，实施务工奖励激发内生动力活动，因

地制宜开展 “万企帮万村”等社会扶贫活动。全年

６个村退出贫困村并建成脱贫攻坚达标村。推进贫

困户分类管理、贫困村分类建设，全县 １１４２户

３５５１名贫困人口全部建档立卡实行动态管理；全县

建成３个扶贫示范村、１个文明示范村、７个幸福美

丽村、７个 “四好村”、１个旅游扶贫示范村。制定

扶贫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开启各类专项行动，推动

扶贫领域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向纵深深入。创新脱

贫攻坚 “四统四分”工作方法作为典型经验在全省

推广，调研文章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力脱贫攻

坚》获得四川省 “学习习近平扶贫思想征文”三

等奖。

【生态建设】　围绕雅安市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

目标定位，高质量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建

设，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中央和省生态环保督察 “回

头看”问题整改和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工作有序推进。蓝天保

卫战成效明显，优良天数率达

９６９９，同比提高 １６５个百分

点，ＰＭ２５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３０１％，空气质量位列成都平原

经济圈第一方阵森林覆盖率

７２１５％。专项整治砂石私挖滥

采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河

（湖）长制全面落实。出境断面

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均为１００％。全县土壤污染风

险可防可控。国家土地例为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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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问题整改任务基本完成。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８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２０５６６元，同比增长 ９１％；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２３：１。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１１９９元，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１３４９５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覆盖人数 １４３３１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８７１０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４４６３人。生育保险参

保人数３３１２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４７６３人。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覆盖 １６９４６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４３９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２５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为３４８％。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３５０元，累计保障

２３１万人 （次）；城镇低保标准提高到５２０元，累

计保障１４２７人 （次）。全县纳入城市低保人数１１３

人，农村低保人数１９０９人。集中供养特困人员６６

人，分散供养 ２１０人，累计发放供养金 １８７６６

万元。

　　图２１１　荥经县城全景图 （荥经县地方志办供图）

荥经县

【基本情况】　荥经县位于雅安市中部，东经１０２°

２０′—１０２°５６′，北纬２９°２９′—２９°５６′。东北接雅安市

雨城区，东南邻洪雅县，西南连汉源县，西交泸定

县，北靠天全县，东西长６１公里，南北宽５３公里，

辖区面积 １７７６４８平方公里。县城严道镇，海拔

７６２米，Ｇ５京昆高速贯穿全境。全县林地面积

２３１２万亩；活立木总蓄积１５４５万立方米，城市绿

化覆盖率３６８％。全县辖严道、花滩、龙苍沟、牛

背山、新添５个镇，六合、烈太、安靖、新建、荥

河、烈士、新庙、泗坪、天凤、大田坝、青龙、烟

竹、五宪、附城１４个乡，民建彝族、宝峰彝族２个

民族乡。下设７个社区居民委员会、１０５个村民委

员会。据２０１８年公安户籍报表显示：年末户籍总人

口１４６４９８人，其中城镇人口 ５９０５５人，乡村人口

８７４４３人，全年出生人口 １３５２人，死亡人口 ２０３９

人。年末常住人口 １５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４４２％，比上年提高１５个百分点。

【经济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７４１１亿元，增长 ６９％；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７１亿元，增长 １７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４７３亿元，增长 ６６％；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１７８０元和

１３９０８元，分别增长８１％和９１％；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４８７２６元，增长７２％。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９５∶５１９∶３８６。全年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５６１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９％，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 为

７５７％。其 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４４亿 元，下

降 ３２％；第二

产 业 增 加 值

３６０７亿元，增

长 ７１％；第三

产 业 增 加 值

１８６１亿元，增

长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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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表４４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７４１１ ６９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７０５ ３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８４７ ７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８５９ ６８

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５６１２ ６９

粮食总产量 万吨 ３５７ －０５

肉类总产量 万吨 ０６５９５ ４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２９０９ １０１

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亿元 ４７３ ６６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 ２７１ １８９９％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９１７ ０４５％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８５９４ ０１４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３９４ ７９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３１７８０ ８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３９０８ ９１

中小学在校生数 万人 １５９２８ －２

广播综合覆盖率 ％ １００ ０

电视综合覆盖率 ％ ９９ ０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 ％ ９８ ０

【第一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６２１１公顷，比上年增长１４公顷，增长０２％；油料
作物播种面积１５３５公顷，增长０１％；中草药材播
种面积３３４公顷，增长５４％；蔬菜播种面积２３００
公顷，增长０２％。粮食总产量３５７万吨，比上年
减产１７４吨，下降０５％。经济作物中，油料产量
２８９２吨，增长 １５％；蔬菜产量 ４１８万吨，增长
０８％；茶叶产量 ３３１６吨，增长 ７９％；园林水果
产量３２２５吨，增长０７％；中草药材产量１４２７吨，
增长５３％。生猪出栏６６４万头，增长２％；牛出
栏５２５６头，增长 ２６％；羊出栏 １４７万头，下降

０１％；家禽出栏２８９３万羽，增长１８％；兔出栏
４８２７万只，增长１９％；禽蛋产量增长１５％、牛
奶产量下降 ４４％；全年全县水产品产量 ２１１吨。
完成造林１４００公顷。年末实有自然保护区面积２９
万公顷 （与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重叠 ２４１５２８公
顷）。森林覆盖率 ８０３％。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１７８３万千瓦，增长１３１％。建成宝峰彝族乡茶叶
统防统治基地５０００亩。新增有机产品认证证书１３
张、有机转换产品认证证书１０张。“涧峰”绿茶获
２０１８中国 （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金奖。新增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１家、省级农民合作示范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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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创成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第二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县工业增加值为 ３２０７

亿元，增长９％，拉动经济增长 ４１个百分点。年

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达４５户，全年实现规上工

业总产值５０１７亿元，增长２２５％，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１０４％。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４５４亿元，增长１５５％。实现利税总

额０９７亿元，降低１５９％。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

品产量增长如下：铁合金 １６２万吨，同比增长

１０％；原煤６５５万吨，增长１２２％；洗精煤６４万

吨，增 长 ２６３％；发 电 量 ３００９７万 度，下 降

２４６％；花岗石板材１６９９万平方米，增长２４２％；

大理石板材８４４万平方米，增长３９５％；锌０６４

万吨，增长１５８％；砖１６２亿块，下降２８％。全

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６４亿元，下降０２％。房

屋建筑施工面积 ２０７７２万平方米，增长 １９３％；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９４２５万平方米，增长 １９４％，

其中住宅房屋竣工面积 ５７５３万平方米，增长

３１５３％。完成安达煤业、顺鑫煤业等２９个技改项

目，双荣科技二期等一批技改项目全面启动。四川

荥经经济开发区成功创建省级开发区，园区建成面

积达６平方公里，入驻企业４８家。

【第三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２９０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１％，其中：限额以

上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９８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１００％。按经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２４６５亿元，增长９４％；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４４４

亿元，增长１４％。按消费形态分：批发业实现零售

额２６２亿元，增长１４％；零售业实现零售额２１５２

亿元，增长８７％；住宿业实现零售额 ０２２亿元，

增长 １７％；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４７３亿元，增长

１４１％。全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２６１亿元，比

２０１７年同期增长３１％。龙苍沟叠翠溪景区开园并成

功创建为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龙苍沟国家森林公

园成为第四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１０８黑砂艺

术村初具雏形，丝路砂都双创综合体启动建设，牛

背山景区建设逐步推动。《门上的春节》《川味》等

荥经专题在央视热播，举办第十届鸽子花生态旅游

节及龙苍沟森林马拉松赛等系列活动，在第十四届

中国 （深圳）国际文博会上被评为 “２０１８中国最

美县域”。七星园、宽山隐庐等精品酒店投入运营。

全年接待游客２９０万人次。设立农村电商物流站点

２３个，电商交易额突破１亿元。

【城乡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２６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５３４％。商品房施工面积

５３７４万平方米，增长 ４６％。商品房销售面积

３７８万平方米，下降７５２３％。完成县城控规编制，

启动县城消防、地下管网等５个专项规划编制。启

动青华片区综合改造、烈太片区棚户区二期等１７万

平方米安置房建设，完成新南二期等７万平方米安

置房建设。完成政府前区１号地块、六合乡古城村

一期等４个地块３６万平方米房屋征收。经河荥河

县城段河道治理工程完成 ＰＰＰ招商资格预审。完成

２０个乡 （镇）及 ６４个村庄规划编制，启动烈太、

五宪等９个乡 （镇）总规修编和控规编制。新建省

级 “四好村”７个、市级 “四好村”３３个，建成幸

福美丽新村１９个、绿美新村１３个。建成林竹果蔬

环线１６公里，新修改造茶产业环线３６公里，完成

省道４３３线三合小学至三汇电站段改造，硬化提升

龙安路及荥岗路１５５公里，荥河路等５条道路启动

新建改建。完善道路安防设施３６公里，建成 “四

好农村路”４０公里。青龙乡柏林坝、安靖乡民建

村、烟竹乡冷竹沟等堤防工程完工，完成严道一中

滑坡治理等８处地质灾害排危除险项目。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８年，年末全县中小学校总数３２

所，在校学生１５９２８人，其中：小学２５所，在校学

生７７２９人，普通中学６所，在校学生７５２０人，中

等职业教育学校１所，在校学生６７９人。全县在校

专任教师 １１２９人，其中：小学 ５９９人，普通中学

４８４人。２０１８年全县小学生学龄人口入学率１００％。

全县乡村医生配备率１００％。年末全县拥有医疗卫

生机构１８７个，床位８２７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９３１

人。全县投入民生工程资金９５４３万元，完成１０项

民生工程和 １５件民生实事。开发公益性岗位 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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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１２　荥经竹号演出 （荥经县地方志办供图）

个，城镇新增就业 ２３６１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３８３％。发放城乡特困人员供养金、残疾人补贴和

低保金１５６５万元，发放优抚金１２０８万元。新改建

中小学校 （幼儿园）９所，建成 “视频厨房”３７

个，胡长保幼儿园成功创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新

添镇成功创建省级安全社区。开展防灾减灾综合应

急演练６０２场次，参演４１０００人次，地灾防治实现

连续六年 “零伤亡”，严道一中被授予 “国家防震

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文化事业】　２０１８年，砂器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

出台 《荥经砂器 “师带徒”及工艺提升实施方案》。

参加 “蜀人原乡·放歌梦想”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四川省第三届群星合唱展演，表演原创歌曲 《嘉

绒四季冬》获得一等奖；参加全省 “越舞越好看”

广场舞大赛展演获得 ２个二等奖；荥经砂器参加

“四川省少数民族乡村艺术大展”作品展示，曾庆

红 “荷叶花瓶”在 “传统工艺设计大赛”中获得银

奖；荥经县３名小歌手代表四川赛区，参加第十四

届快乐阳光 《青山绿水家乡美》童歌会全国总决

赛，获得金奖一名、铜奖两名。县博物馆馆藏文物

５０００余件，接待各界观众１６９万人次。县境内不

可移动文物２９５处，地下文物埋藏区５处，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 ３６处。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９６万

册，接待读者９万余人次，文献资源借阅量３万余

册次 （含电子文献借阅），

县图书馆被评为全国县级

一级馆。有社区、社团、

乡镇文化志愿团队３８个。

版权著作作品登记 ５３０

件。建设１０５个农家书屋

和７个社区书屋。整理重

印 《荥经县乡土志》 （清

·光绪）。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年，

全县 ２５名县级领导靠前

指挥，６５个帮扶部门统筹

协调，驻村工作队员和乡

村组干部倾心帮扶，完成

剩余１３个村退出、７４１人脱贫。新建改建１３３户贫

困户住房，大田坝乡民福村进出口道路等基础设施

项目竣工扫尾；发放卫生扶贫救助基金 ２６４万元，

救助帮扶３８５６人次；落实教育救助资金１５６万元，

无一人因贫辍学。成立村资公司３３家，在雅安首创

贫困户 “产业台账”全覆盖，成功申报牛背清泉等

７个四川扶贫集体商标，创建 “龙安小龙虾” “兰

山脆”等扶贫品牌。

【环境保护】　切实做好中央、省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 “回头看”，３４件信访件全部按时办结。全

域全时段 “秸秆禁烧”，城区餐馆油烟净化装置安

装率９５％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３５０天。全面

深化河长制，１５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面达

标，荥经河出境断面水质连续１７年保持国家Ⅱ类水

域标准。完成营造林８万亩。

【党的建设】　全县３２６个党支部开展 “主题党日

＋”活动３９１２场，１１２个村 （社区）党员统一亮身

份、亮承诺。针对省委第二巡视组巡视反馈组织工

作５个方面１２个问题，细化整改措施５４条并逐一

对账销号，在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等方面新建制度２２条，修订完善４条。全年新发

展党员９５名。继续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库和管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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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加强 “失联”党员排查和处置。完成剩余 ２３

套远程站点设备安装和站点改版升级。落实村 （社

区）各项党建工作经费和 “两新”党组织活动经费

补助，投入资金３８０万元。健全完善农村基层干部

保险保障机制，投入１４０万提高１１４６名在任村组干

部的养老、医疗保险补助，投入１０３万元落实４６３

名离岗村 “三职”干部基本待遇。开展新一轮 “三

分类三升级”活动，全县确定１４个软弱涣散党组

织，按照整改方案逐项整改，完成整顿升级。

汉源县

【基本情况】　汉源县位于四川省雅安市西南部，

地处横断山脉北段东缘，为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之

间的过渡地带。地势周高中低，地理坐标在东经

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１′，北纬２９°０５′—２９°４３′，县城距省

会成都市３１０公里 （国道１０８线里程，高速公路里

程２５０公里）。全境东西长 ７１４５公里，南北宽

７０１公里，辖区面积２３８８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

积２８５６２３公顷，辖１０镇２０乡，２０１８年末户籍人

口３１９３万人，常住人口３１９６万人，人口城镇化

率４０１８％。人口出生率１３５１‰，人口自然增长率

３１５‰。森林覆盖率４８０％。

【经济概况】　２０１８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８２７７０９万

元，同比增长７５％。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６４６

亿元，同比增长４１％，拉动经济增长０８％；第二

产业增加值３８３１亿元，同比增长 ８６％，拉动经

济增长４２％；第三产业增加值 ２７９９亿元，同比

增长７９％，拉动经济增长２５％。一、二、三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１０２％、５５９％、

３３９％。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２５８９８元，增长７３％。

三次产业结构为１９９∶４６３∶３３８。实现民营经济

增加值４７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７４％，占 ＧＤＰ总量

的５６８％。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０５％。

汉源县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表４５

项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８２７７ ７５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６４６ ４１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８３１ ８６

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０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７９９ ７９

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４７０３ ７４

城镇化率 ％ ４０１８ ２４３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４５５４ ９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３８１３ ９７

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５２０７ １６６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亿元 １５９２ －５１

税收收入 万元 ９８０７３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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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３１５０５ ８２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２２３９ ９３

【第一产业】　２０１８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１９０１２

公顷，同比下降 ０４％；粮食总产量 ９１５８８吨，同

比增长１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２７７２亿元，同

比增长４０％。整合投入资金３７亿元，持续改善

乡村公路、农田水利等农业农村基础条件，提升皇

木片区蔬菜、宜东片区花椒、清溪片区甜樱桃、安

乐片区黄果柑规模效益， “五三二”十大特色产业

产值２３亿元、人均收入７０００余元。特色果蔬网销

额２５亿元。全县获得 “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３０

个，“汉源花椒”荣获 “中国驰名商标” “２０１８年

度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品牌价值超过７亿

元。全年完成造林面积３５３４公顷、幼林、成林抚育

面积４６７公顷，森林覆盖率４８０％。年末拥有农业

机械总动力２３６７万千瓦，同比增长 １２％。全年

农村用电量６１５５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２％；化肥

施用量 （折纯）１３７９２吨，与２０１７年基本持平。

２０１８年主要农产品产量表
　表４６

产 品 名 称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

粮　食 吨 ９１５８８ ９０５６７ １１

其中：稻　谷 吨 ２２０９８ ２２０４６ ０２

　　 玉　米 吨 ４３０００ ４１７１７ ３１

　　 红　苕 吨 ３１２４ ２８５０ ９６

　　 洋　芋 吨 ２２２８６ ２２８６６ －２５

油　料 吨 ７２７ ７２１ ０８

蔬　菜 吨 １９８２３８ １８７５４８ ５７

花　椒 吨 ２４９１ ２２２１ １２１

核　桃 吨 ３２９１ ３０４９ ７９

水　果 吨 ２９３７０６ ２４６６７５ １９１

２０１８年主要畜产品产量及存栏统计表
　表４７

产 品 名 称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

猪牛羊肉产量 吨 １４８６７ １３９６４ ６５

其中：猪　肉 吨 １２３９０ １１５０２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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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 品 名 称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

牛　奶 吨 １０７４ １０１６ ５７

禽　蛋 吨 ５１０１ ４９８２ ２４

出栏肉猪 头 １７８１３６ １７５２３８ １７

出栏肉牛 头 １４２７２ １４０６０ １５

出栏肉羊 只 ５６８８４ ５８３７９ －２６

大牲畜年末存栏 头 ４２２５８ ４４２７４ －４６

其中：牛 头 ３６１０７ ３７７７０ －４４

　　 生猪 头 １２７５０５ １２８８２２ －１０

其中：能繁母猪 头 １０９１３ １１５４７ －５５

　　 羊 只 ４５７３９ ４９２４５ －７１

【第二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１０２％，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４２０％。２９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１０３５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７％；工业销售产值 １００６５亿

元，同比增长 １８４％，其中：重工业实现产值

８８５０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轻工业实现产值

１５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７％。分行业看：电力生

产、供应实现工业产值 ３４２５亿元，同比增长

３９％，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３３１％；食

品加工、制造业实现工业产值１３５４亿元，同比增

长１３８％；有色金属采选、冶炼业实现工业产值

４４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２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５％；

实现利税总额１４５２亿元，同比增长 ５８％。产品

销售率９７２％，比上年增长２４个百分点。工业园

区实现产值７０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８％；实现销

售产值 ６７０６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５％；产销率

９５２％。全年工业用电量 １０１７６７万度，同比增长

３５４％。全年建筑业产值 ５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５９％。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６９５万平方米，增长

９８５％，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４８万平方米，增长

６６倍。

【第三产业】　编制旅游发展、康养文体、民宿产

业三大规划，花海果乡、汉源湖、轿顶山、大峡谷

等景区景点串联发展，完成汉源旅游ＩＰ形象塑造和

演绎设计，后山朴院、岳庭酒店、轿顶山无边水池

成为 “网红”。全年接待游客５４２８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４３亿元。雅甘凉物流中心建成投运，

果岭云仓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４２家，累计建成电商

支撑服务企业 １５家、电商网点 ３７２个，覆盖全县

９０％的乡镇和８５％的行政村，线上交易额突破４亿

元，同比增长３０％。

【城乡建设】　围绕 “一城两区、双核带动”高标

准、高品质推进城乡建设，完成县城控制性详细规

划编制和乡村规划全覆盖。人民公园三期、人民公

园栈道景观工程、九襄汽车站等项目建成投用，梨

花大道全线贯通。完成３００余公里县乡道窄路加宽

和安防工程建设，推进滨湖基础设施建设，宜东小

城镇开发，加快建设九襄阳光康养小镇、川九襄农

贸商城、实建地产。全县天然气入户１１００户，九襄

棚改完成一期６６１户，二期新开工２３０户。建成投

运５个库周污水处理站，启动建设县城污水处理厂

二期。全面完成国家土地例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争取到位省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２１１亿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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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镇化率提高到４０％。

【污染防治】　持续攻坚环保突出问题，解决万里

园区污水处理厂重金属处理难题，拆除汉源湖网箱

养鱼１４６０口，去养殖功能网箱１６０９口，累计完成

中央、省环保督察及 “回头看”问题整改１４８件。

深化 “１３＋３＋Ｎ”专项整治，持续推进蓝天、碧

水、净土 “三大战役”，关闭 “散乱污”企业 ３５

家，拆除关闭畜禽养殖场１３０个。严格落实 “河湖

长制”，优化２５个县级河湖管理保护方案，完成永

定桥水库县级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完成污染源普查阶段性

任务和 “三线一单”编制，实行环境网格化县、

乡、村三级监管，与周边６县区建立环保联防联控

机制。全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３４５天，大渡河出境

断面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土壤环境质量持续稳定。

【社会事业】　组建富林镇教育集团，与成都四中、

七中等８所名校建立结对帮扶长效机制，被同济大

学、四川农业大学等 ５所高校选为 “生源基地”。

县中医医院、县人民医院分别通过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和三级乙等综合医院评审，远程会诊、心脏介

入、康复养老等医疗服务水平大幅提升。汉源花椒

生产民俗成功申报为省级非遗，县城、九襄２个电

影院建成营业，古路村实景拍摄电影 《云上的彩

虹》实现首映，县文化馆获评国颁标一级馆，县图

书馆获评全国县级以上一级馆， “四馆一阵地”全

部免费开放。举办 “赏花旅游文化月”、“首届高考

状元祭孔”、全国技巧锦标赛、全国 Ｕ１９女子青年

篮球联赛、全国老年人气排球之乡交流活动等。建

成雅安市调味品工程、磷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世酒业等５家企业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红之源

实训学校成为第三批国家级星创天地。全县申请专

利１４０件，同比增长７５％。

【民生保障】　２０１８年民生支出１０６７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６７％，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和 ２０

件民生实事，新增就业２６６７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４％以内。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强化扩面征缴

和 “五险合一”征收，实现城镇和农村居民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 “双并轨”，城乡医保覆盖率９８９％。

全面落实残疾人 “两项补贴”制度，为８６２６名８０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５７２５万元，城乡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 ６２４０元和

４２００元，实施困难群体医疗救助１２万人次，救助

金额１６４１万元，供养特困人员１０４３人，发放供养

金７１０万元，累计兑付各类优抚补助金２４３８万元。

【脱贫奔康】　聚焦贫困群众增收，抓住产业核心，

整合下达各类资金２６亿元，实施脱贫项目１４６个，

提升改造２７个贫困村村道、文化室、卫生室、通信

网络，建成产业扶贫示范基地３个，发展种植产业

３０００亩。创新收益模式，设立产业扶持基金 ３５４９

万元，４０个贫困村采取入股分红、投资分利方式实

现 “空壳”变 “实体”，开创古路村农旅融合扶贫

新模式。落实各项惠民政策，持续开展 “回头看”

“回头帮”，完成 “四改三建三清”３７８户，发放教

育、卫生、低保等救助资金３１９６万元，帮扶贫困人

口５７０１人次。顺利通过脱贫攻坚县际间交叉考核，

完成了２７个贫困村退出、２７４４人脱贫目标任务。

石棉县

【基本情况】　石棉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大渡河

中游，地处雅安市与凉山州、甘孜州交汇地带，素

有 “民族走廊”之称。辖区面积 ２６７８平方公里，

山地约占国土面积９８％，地形西南高，东北低，神

仙梁子主峰海拔５７９３米，是雅安市最高点。气候属

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具有冬春干旱无严寒、夏秋

多雨无酷热的特点。县域内矿产、水能、物产、地

热、旅游资源丰富。２０１８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４５６７公顷，森林覆盖率 ６８５３％；辖１镇１５乡 （含

１０个少数民族乡）１个街道办事处，９２个村，８个

居民委员会，４７２个村民小组、４７个居民小组。有

汉、彝、藏等１９个民族，年末全县户籍总人口为

１２１１万人。人口出生率１１１７‰、死亡率７０４‰，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４１２‰。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

算全县常住人口１２７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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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８８２２亿元，

同比增长８％。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６４１亿

元，增长４１％；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５５３９亿元，

增长８３％；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２６４２亿元，增

长８３％。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５１０４亿元，

减少２１６％；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５６２亿元，

同比增长２１７％。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１１９５亿

元，同比减少 ５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２７２

亿元，增长１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０５８９

元，增长 ８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２６１６

元，增长 ９３％。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７２３６亿元，

增长０５％，贷款余额 ６５４６亿元，增加 １１５１％。

全面清理和积极化解政府债务，政府债务风险安全

可控。常态化开展金融风险监管，防范化解互联网

金融风险。全县经济秩序平稳，经济发展综合排位

全市第二。

石棉县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表４８

项　目 单位 实绩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８８２２ ８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６４１ ４１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５５３９ ８３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６４２ ８３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亿元 ４５５９ ８

粮食总产量 万吨 ２０５ －１８

肉类总产量 万吨 ０６４ ２３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２２７２ １０

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亿元 ５１０４ －２１６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 ５６２ ２１７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１１９５ －５７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７２３６ ０５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６５４６ １１５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３０５８９ ８４

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２６１６ ９３

中小学在校生数 万人 １７ ———

城市污水处理率 ％ ９０ ———

广播综合覆盖率 ％ ９６０６ ———

电视综合覆盖率 ％ ９９６８ ———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 ％ 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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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４５６７公顷，

减少 ０２％。全年粮食总产量 ２０５万吨，减少

１８％。生猪出栏 ５３万头，增加 ２６％；牛出栏

０６８万头，增加 ３０％；羊出栏 ３９５万只，下降

０５％；家禽出栏 ４１７万只，增加 １７％；禽蛋产

量增加４４％。年末有效灌溉面积３７４０公顷。年末

农业机械总动力１３９万千瓦，增长００７％。建成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乡１个、示范村２个。出台产业

振兴、庭院经济、集体经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新

发展中药材４０００余亩、花椒３０００余亩，庭院经济

达到２１００亩，上架香菇７０余万棒，种植羊肚菌１４０

亩。培育新型经营主体２１个，新增省级示范合作社

１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４家、市级龙头企业３家、

市级示范合作社４个。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

　　图２１３　石棉广元堡 “川矿记忆”文化区 （石棉县地方志办供图）

全监管示范县、省级有机产品认

证示范县。成功申报 《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八月瓜》。注册 “宝

宝系列”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黄果柑、枇杷公用品牌价值

达１０亿元。全面加强非洲猪瘟

应急防控和护林防火工作。全年

实现农业总产值达１０８亿元。

【第二产业】　启动小水工业集

中区扩园工作，成立飞地经济领

导小组，制定飞地经济 “三年行

动计划”。亿欣公司 “矿物功能

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入选工业和

信息化部 《２０１８年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名单》。全年新增规上企业３户。四环５

万吨电解锌、贡嘎雪１５万吨功能粉体、亿欣年产

２０万吨环保功能性复合粉体新材料、穗升年产 １０

万根水泥电杆等项目建成投产。新引进意科新材料

年产１０万吨碳材料全产业链项目、雅安颜钛化工年

产３０万吨石英砂、云计算中心等项目１２个，规划

总投资４２亿元。积极对接碳酸钙及下游、锂电池负

极材料、石棉尾矿、花岗石板材等项目。有序推进

四环锌锗、贡嘎雪、华瑞电子上市工作。日科电子

新创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县高新技术企业达

８户，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２５亿元。

【第三产业】　推进 “旅游发展项目年”工作，加

快再造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支柱，全力打造 “熊

猫放归地·温泉阳光城”旅游名片。推进 “五大龙

头景区”“三大温泉项目”建设。打造特色民宿酒

店，全年新增星级民宿 １２４家，新增床位 ９７８张；

提升改造６５户，床位７６８张。全力打造安顺场全国

“初心”体验教育基地并向全国各地发出邀请函。

蟹螺堡子成功创建为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广元堡

“川矿记忆”文化区创建国家 ＡＡＡ级景区通过现场

验收。全年共接待游客５５０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４１亿元。被评为四川省旅游强县。加快发展交

通运输、批零住餐、电子商务，全年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 ８３％。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５５亿元，增

长５９％。

【社会事业】　城镇新增就业２２５５人，失业人员再

就业９０２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９％；转移农村劳

动力１６５００人次。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９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９９５％；城乡医疗救

助１９７１８人次，救助资金５２１９６万元。３６２２人纳入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１４０８４万元；兑现双拥、优抚、安置等补助８００余

万元；为全县６４１０名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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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急、助医等服务。新增西区、栗子坪２所幼儿园；

完成七一中学综合楼、安顺小学学生食堂、草八牌

小学学生食堂、擦罗中心校教师周转房等项目建

设。高考录取率达９０８％。石棉县人民医院被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遴选确定为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试点医院；县妇幼保健院成功创建为全市首家

“二甲”妇幼保健院；综合医改 “石棉模式”入选

《四川改革试点典型案例集》，被评为雅安十大改革

创新案例。妥善处置 “５·１６”地震、“６·２６”蟹

螺乡大湾村解放沟泥石流和 “７·２９”丰乐乡蜡树

村滑坡等事件；争取救灾资金３７０５万元，安全转移

受灾群众２１８３人次。获得四川省 “防灾减灾工作

先进集体”；棉城街道岩子社区被评为 “全省综合

防灾减灾示范社区”。连续１０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获得 “红盾春

雷行动２０１８先进集体”表彰奖励。

【文化发展】　完成广元堡 “川矿记忆”文化区建

设、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改陈布展、猛

种堡子 “拯救老屋行动”和蟹螺、猛种、木耳堡子

　　图２１４　石棉县融媒体中心揭牌 （石棉县地方志办供图）

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成功举办县第十一届少数民族

暨第十二届农民运动会和第三届民族民间文艺汇

演、全国第二届红色城市围棋邀请赛、全民健身联

赛等各类文体活动和体育赛事２２００场次。免费放映

农村公益电影１１０４场次。先锋乡解放村、草科乡友

爱村、新民乡双坪村被命名为四川省２０１８年文化扶

贫示范村。蟹螺乡俄足堡子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

村落，猛种堡子入选四川最美古村落，木雅藏族

“什结拉布”被列入第五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蟹螺乡先后成功申报为全省、全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石棉县文化馆被评估定级为

国家一级馆，图书馆被确定为国家三级馆。成立石

棉县融媒体中心。地方志工作连续三届荣获全省方

志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城乡建设】　争取到县人民医院改扩建、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石漠化综合治理等 １１个中

央、省预算内项目资金１０８９７万元。完成川棉应急

避难广场、南桠河三桥至彩虹桥人行通道、石儿山

公园、垃圾中转站、漂木管理站棚户区改造、草八

牌片区棚户区改造、江源酒店等项目建设。创新一

号地块、西区地块等危旧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模式

并顺利开工。启动川心店棚户区改造、温泉体育休

闲中心建设。全面完成宜居城市试点县任务。完成

健康主题公园和法治文化广场项目建设。推进城区

绿化景观提升二期工程。完成城

区２５幢高层建筑、熊猫广场、

南桠河沿岸休息亭、棉城大道绿

化带夜景亮化。完成两草公路水

毁修复、宰美环线二期提升改造

等项目建设。改建农村公路

５２７６公里，新增道路安保设施

１７公里。新修改造机耕道４０公

里，硬化机耕道 ４５公里，硬化

联户路 ５２公里。完成双家坪、

东区安置点建设。开工建设干海

子人行吊桥、烧房沟泥石流治理

工程。实施排危除险工程１４处、

地灾治理工程 １３处。综合治理

河道２８千米，维修整治堰渠８０

余千米。巩固提升１５万余人农村安全饮水。完成

高标准农田建设１５００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３２００

亩。美罗乡被评为四川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李冰

杯”竞赛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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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　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２３

个问题、省环保督察反馈 ４０个问题和 “回头看”

２２个问题整改及信访问题办理工作。开展烧烤和餐

饮油烟专项整治；全面禁止在城区焚香烧纸、燃放

烟花爆竹和熏制腊肉；２０１８年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率达 １００％，在成都平原经济圈 ６８个县

（市、区）中排名第一。全面落实 “河 （湖）长

制”，完成全县河流、堰塘 “一河 （湖）一策”管

理保护方案和 “四个清单”编制工作；全县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合格率达１００％，大渡河出境断

面水质监测达地表水Ⅲ类及以上标准。加大农村土

地面源污染治理，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高

岗村模式”。实施农村危旧房改造 ５０９户，完成

“厕所革命”４０４９户。创建幸福美丽新村１４个、绿

美新村１２个、省级 “四好村”８个、市级 “四好

村”２６个。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连续１０年全市排名

第一。推进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完成小相岭放归基

地二期工程建设，建立大熊猫ＤＮＡ数据库；启动孟

获城大熊猫放归适应场建设工程项目。实施 “绿美

石棉”九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造林面积 ６４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６８５３％。

【脱贫攻坚】　推进贫困村７０个项目建设，完成１１

个贫困村退出，５３３户１７５１名贫困人口脱贫年度目

标任务。新识别凉山州自发搬迁贫困人口 ８户

３９人。

【项目建设】　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升级、民生改

善，包装和储备各类项目３０４个，总投资１０３６４亿

元。全年实施重大项目 ２７７个，总投资 ６４９亿元。

其中，新开工项目９５个，总投资１８７９亿元；续建

项目４１个，总投资５６亿元；加快前期项目１４１个，

总投资４０５３亿元。纳入省重点项目２个，完成投

资１９５亿元；纳入市重点项目２９个，完成投资２２

亿元。与泸定县和海螺沟景区管理局签订 《两县一

局区域战略合作协议》，与甘孜州天路电力有限公

司签订 《绿色高载能园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与

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签订 《农产品产销战略合

作协议》。出台３０条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政策措

施，召开全县民营经济大会，表扬优秀民营企业１０

家、优秀民营企业家１０名、优秀个体工商户２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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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图２１５　周　杨　

【周 杨】　２０１８年全国五一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女，汉 族，

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生，２００４年 ７月

参加工作，四川雅安人，大学

本科。雅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主治医师，副主任，能够熟练

完成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及

部分疑难病诊治。先后被选派

前往华西医院及广州佛山市妇幼保健院进修学习微

创技术，回院后，周杨推广和应用妇科腹腔镜进阴

式微创手术，新技术的开展，为患者减轻痛苦、缩

短住院周期、降低治疗费用负担。近几年，她平均

每年收治住院病人８００余人次，参加各类手术３００

余台次，参与抢救危急重症病人近百人次。２０１４年

８月，周杨参加雅安市妇幼健康技能竞赛，获 “围

产保健”优秀奖；同年，参加四川省妇幼健康技能

竞赛，获团体第三名、单项 “围产保健专业”操作

技能第二名，知识竞赛第三名。２０１４年被聘任为雅

安市妇产科专委会秘书。２０１５年获四川省 “五一劳

动奖章”。２０１６年获雅安市 “巾帼建功标兵”。在

日常工作中，周杨以病人为中心，团结同志，严格

执行医院的各种规章制度，洁身自好，廉洁行医。

积极参加全国的各种学术会议，聆听著名专家学者

的学术讲座，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学习，扩大知识

视野。 “十二五”期间，在全国医学专业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５篇。

图２１６　王　军　

【王 军】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男，汉族，

中共党员，１９６３年 ９月出生，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参加工作。王军在

四川名齿齿轮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部担任销售员工作，遵

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

要求自己，团结同志，严格履

行工作职责。在销售工作中，围绕公司 “诚信、友

爱、务实、创新”的经营理念，发挥销售部作为企

业龙头和对外窗口的作用，对外做好产品销售服务

和部门协调工作，对内做好产品销售计划和信息收

集，对客户信息及时上传下达，满足客户需求。在

负责产品配送和产品发货运输工作中，合理安排运

输，降低运输成本，从事销售管理和发货工作１６年

无差错。“４·２０”芦山特大地震发生后，王军查看

公司厂房、车间受损情况，了解员工家庭房屋受灾

情况，为灾区群众捐款，与公司党组织、工会走访

受灾员工２８人，发放慰问金５万多元。为保证市场

客户需求，当月发出产品 ３５万件，销售额达 １１０

万，为全体员工树立榜样，被园区评为 “４·２０芦

山强烈地震抗震救灾”优秀党员称号。在做好销售

工作在同时，王军还兼任公司党总支联系园区党委

的党群工作，配合公司党总支书记，开展党的基础

工作，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完成党组织交给

的各项工作任务。

新任市级领导干部

图２１７　白　云　

【白云】　男，彝族，１９６９年２

月出生，四川雷波人，中央民

族学院彝文专业，大学学历，

１９９６年 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０年 ７月参加工作。简历：

１９８６０９—１９９００７，中央民院民

语系彝文专业学习。１９９００７—

１９９１０７，凉山州民研所工作。

１９９１０７—２００００２，四川省凉山州政府办工作 （其

间：１９９５０３—１９９７０３，任 秘 书 二 科 副 科 长；

１９９７０３—２００００２，任秘书二科科长；１９９８０３—

１９９９０３，在 盐 源 县 博 大 乡 扶 贫）。２００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８，四川省凉山州政府办公室副县级秘书。

２００００８—２００２０７，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政府副县

长 （其间：２００１０５—２００２０１，在省政府办公厅挂

职锻炼，任省政府救灾办副主任）。２００２０７—

２００４０４，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其间：２００３０３—２００３０７，在省委党校中青班学

习）。２００４０４—２００４０６，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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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副县长。２００４０６—２００６０５，四川省凉山州

甘洛县委副书记、县长 （其间：２００５０３—２００６０８，

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挂职，任房贷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０５—２０１１１０，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委书记。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１２０２，四川省凉山州政府党组成员、

副州长候选人。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１６１１，四川省凉山州

副州长。２０１６１１—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委常委、

市政府副市长。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委副书记。

图２１８　宋开慧　

【宋开慧】　男，汉族，１９６４年

３月出生，四川射洪人，１９８４年

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６年

７月参加工作，毕业于电子科技

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

业，工 商 管 理 硕 士。简 历：

１９８３０９—１９８６０７，绵阳师专数

学系学习。１９８６０７—１９９００６，

绵阳师专学生科科员、副科长、科长。１９９００６—

１９９１０４，四 川 省 绵 阳 市 直 机 关 工 委 工 作。

１９９１０４—１９９１１２，四川省绵阳市直机关团工委副

书记。１９９１１２—１９９５０６，四川省绵阳市直机关工

委团工委书记 （其间：１９９２０１—１９９２１２，挂职梓

潼县黎雅区区长助理；１９９３０３—１９９４０６，下派涪

城区石塘镇工作）。１９９５０６—２００００４，四川省绵阳

市直机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其间：１９９５０６—

１９９７０８，兼团工委书记，１９９８０９—１９９８１１，绵阳

市委党校中青班学习）。（１９９４０８—１９９６１２，四川

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２００００４—２００１０７，

四川省绵阳市直机关工委纪工委书记兼办公室主

任。２００１０７—２００２１１，四川省绵阳市直机关工委

副书记。（１９９９０９—２００１０９，电子科大工商管理专

业研究生学习）。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６０１，四川省盐亭县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其间：２００３１２西南科技大

学法律专业自考大学毕业）。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０６１２，四

川省绵阳市纪委副书记。２００６１２—２００７０１，四川

省江油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２００７０１—

２０１００７，四 川 省 江 油 市 委 副 书 记、市 长。

２０１００７—２０１１１０，四川省江油市委副书记、市长、

四川江油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其

间：２０１１０６获电子科技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专业硕士证书）。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１４０１，四川省绵阳

市江油市委书记、四川江油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

２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８１１，四川省雅安市委常委、芦山县

委书记 （其间：２０１７０４—２０１７０７，四川省优秀干

部和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八期城建规划班学习）。

２０１８１１—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

提名人选。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委常委，市人民

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 （分管政府常务工作）。

图２１９　田兆龙　

【田兆龙】　男，汉族，１９７９年

７月出生，河南开封人，中国农

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硕士专业，２００３年 １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参加工

作。简 历：２００００９—２００４１２，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动

物医学专业学习。２００４１２—

２００７０７，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生物药厂三

车间技术员、班长。２００７０７—２００９０３，乾元浩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员工。２００９０３—

２０１０１０，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企业发展部

职员。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１０１２，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

公司企业发展部高级主管。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２０５，中

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高级主管。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１４０１，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战

略规划部经理助理。２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６１０，中国农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５０６，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

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习。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７１２，中国农

发集团淄博柴油机总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７１２—

２０１８０４，中国农发集团淄柴动力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２０１８０４—２０１８０６，中国农发集团淄柴动力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雅安市委常委。２０１８０６—中国农

发集团淄柴动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雅安市委常

委、市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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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０　杨　军　

【杨军】　男，汉族，１９７０年 ４

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四川省工

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四川

省委党校法学专业毕业，研究生

学历，１９９１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８８年８月参加工作。简历：

１９８８０８—１９９０１０，二汽集团泸州

交通机械厂工作。１９９０１０—
１９９２０７，四 川 省 经 济 管 理 干 部 学 院 学 习。

１９９２０７—１９９５０５，四川省泸州市劳动局工作。
１９９５０５—１９９９０９，四川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科员、

院团委副书记、副处长。１９９９０９—２００２１１，四川

省乐山市市中区副区长 （其间：１９９７０８—１９９９１２，

四川省委党校函授学院学习；１９９９０９—２００１０７，

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６０３，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常委、

副区长。２００６０３—２００６０９，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２００６０９—２００８０６，四川省

乐山 市 市 中 区 委 常 委、宣 传 部 长 （其 间：

２００７０５—２００８０４，挂职任四川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副处长）。２００８０６—２０１１１０，四川省乐山市人防办

党组书记、主任 （其间：２００６０９—２００９０６，四川

省委党校法 学专业研究生学习）。２０１１１０—

２０１１１１，四川 省 乐 山 市 五 通 桥 区 委 副 书 记。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５１１，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委副书

记、区长 （其间：２０１５０４—２０１５０７，四川省优秀

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四期培训班学习）。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６１２，四 川 省 综 治 办 副 主 任。

２０１６１２—２０１８１０，四川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１８１２，雅安市委常委。２０１８１２—雅安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图２２１　李　东　

【李东】　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３

月出生，湖北孝感人，四川省委

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历，西

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公共管

理硕士，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１９９１年７月参加工作。

简历：１９８７０９—１９９１０７，乐山

师范专科学校、四川师范大学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１０７—１９９２１２，泸州市市中区税务局库房街税

务二所基层锻炼。１９９２１２—１９９５０２，泸州市税务

局工作。１９９５０２—１９９６１１，泸州市国家税务局副

主任科员。１９９６１１—１９９８０４，泸州市国家税务局

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９８０４—２００１１２，泸州市江阳区

国家税务局副局长 （其间：１９９８０９—２００１０６，四

川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２０００１２起

任党组成员）。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２１２，泸州市政府办公

室秘书二处处长 （其间：２００２０９—２００２１０，抽调

国家经贸委挂职学习锻炼；２００２０９—２００２１１，中

共泸州市委党校青干班学习）。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０１，

泸州市纳溪区政府区长助理。２００３０１—２００５０８，

泸州市纳溪区政府副区长。２００５０８—２００６１２，成

都市温江区委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０６１２—２０１００９，

成都市温江区纪委副书记 （其间：２００７０９—

２０１００７，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

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２０１００７—２０１００９，

兼任成都国际医学城产业园区副主任 （主持工作）。

２０１００９—２０１３０８，环境保护部西南核与辐射安全

监督站副主任 （其间：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０６，国家核

安全局第四期核电培训班学习，２０１２０４，任党组成

员）。２０１３０８—２０１５０２，挂职任雅安市政府副市

长、 “４·２０”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委员会委员 （其

间：２０１３１０—２０１４０１，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省优

秀年轻干部和人才递进培养计划首期培训班”学

习）。２０１５０２—２０１８１２，环境保护部西南核与辐射

安全监督站党组成员、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 （其

间：２０１８０３—２０１８０６，中央党校第７０期厅局级干

部进修班学习）。２０１８１２—雅安市委常委、雅安经

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图２２２　王冬林　

【王冬林】　男，汉族，１９６４年

１０月出生，四川宝兴人，四川

省委党校法律专业，大学学历，

１９８５年 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２年 １０月参加工作。简历：

１９８２１０—１９９３１０，新 疆 马 兰

８９８００部队 １４１分队战士、１２７

分队排长、二连副指导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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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处正连干事 （其间：１９８３０９—１９８５０７，新疆马

兰 ８９８００部队教导大队预提干部培训班学习；

１９８９０９—１９９００９，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举办的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下部队政治工作函授班”学习结业）。１９９３１０—

１９９４１２，四川 省 雅 安 地 区 科 委 办 公 室 科 员。

１９９４１２—１９９６１２，四川省雅安地区科委办公室副

主任。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０１２，四川省雅安地委办公室

正科级秘书 （其间：１９９７０８—１９９９１２，四川省委

党校法律专业学习；１９９８０４—２００００４，西南财大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经济学院政治经济专业结业）。

２０００１２—２００２０８，四川省雅安市委办公室督查室

副主任。２００２０８—２００２１２，四川省雅安市政府办

公室副主任。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７０８，四川省雅安市政

府副秘书长 （其间：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１１，兼任办公

室副主任，２００３０１—２００６０８，兼任政务中心副主

任；２００６０５—２００７０８，下派石棉县任县委常委、

县政府副县长，２００６０７，任正县级）。２００７０８—

２００８０１，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

理区长。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０１１，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四川

省雅安市雨城区委书记、区政府区长。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１０９，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委书记。２０１１０９—

２０１１１０，四川省雅安市政府党组成员、雨城区委书

记。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１２０２，四川省雅安市政府党组成

员 （２００８０４—２０１１１１，兼雅安农业园区管委会主

任）。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政府党组成

员、副市长。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

图２２３　张　桥　

【张桥】　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４

月出生，四川荥经人，四川省

委党校法律专业，大学学历，

１９９５年 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０年 １２月参加工作。简历：

１９８７０９—１９９００６，四川大学成

人教育学院国民经济管理学专业

大专学习。１９９００６—１９９０１２，待

业。１９９０１２—１９９３０６，四川省荥经县花滩镇工作。

１９９３０６—１９９５０１，四川省荥经县乡镇企业局工作。

１９９５０１—１９９６０４，四川省荥经县乡镇企业局办公

室主任。１９９６０４—１９９９０９，四川省荥经县乡镇企

业局副局长 （其间：１９９８０９—１９９８１１，雅安地委

党校９８级中青班学习）。１９９９０９—２００２０１，四川

省荥经县乡镇企业局局长 （其间：１９９９１１—

２００２０１，荥经 县 有 色 金 属 集 团 公 司 总 经 理；

１９９９０９—２００２０１，四川省委党校函授法律专业本

科学习；２００１０５—２００２１１，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课程研修班结业）。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２１２，荥经

县煤炭管理局局长、煤炭集团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０１，四川省荥经县政府副县长、县

煤炭管理局局长。２００３０１—２００５０１，四川省荥经

县政府副县长。２００５０１—２００５０３，四川省石棉县

委常委、荥经县政府副县长。２００５０３—２００６１１，

四川省石棉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２００６１１—

２００７０４，四川 省石棉 县 委 副 书 记。２００７０４—

２００７０６，四川 省汉源 县 委 副 书 记。２００７０６—

２００７１２，四川省汉源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理县

长。２００７１２—２０１００６，四川省汉源县委副书记、

县政府县长。２０１００６—２０１００８，四川省雅安市交

通局党委 书记、汉源 县政 府县 长。２０１００８—

２０１０１０，四 川 省 雅 安 市 交 通 局 党 委 书 记。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１４０３，四川省雅安市交通运输局党委

书记、局长。２０１４０３—２０１４０４，芦天宝飞地产业

园区 （雅安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５０３，芦天宝飞

地产业园区 （雅安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２０１５０３—２０１７０１，四川省雅安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芦天宝飞地产业园区 （雅安经开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７０２，四

川省雅安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芦

天宝飞地产业园区 （雅安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２０１７０２—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政

协副主席，芦天宝飞地产业园区 （雅安经开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

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提名人选，市政协副主席，

芦天宝飞地产业园区 （雅安经开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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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４　王双全　

【王双全】　男，汉族，１９７８年５

月出生，四川渠县人，四川农业

大学农业推广专业，农业推广硕

士，１９９９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２０００年 ７月参加工作。简历：

１９９６０９—２００００７，四川农业大学

农学专业学习，获农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００７—２００１１１，四川省古蔺

县双沙镇镇长助理。２００１１１—２００４０６，四川省古

蔺县双沙镇党委 副 书 记、纪 委 书 记 （其 间：

２００１０９—２００１１２，四川行政学院第五期选调生培

训班学习）。２００４０６—２００４１２，四川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秘书二处副主任科员。２００４１２—２００９０９，四

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主任科员 （其间：

２００２０９—２００５１２，四川农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专

业学习）。２００９０９—２０１２１１，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秘书二处副处长。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４０７，四川省人

民政府信息公开办副主任 （正处级）。２０１４０７—

２０１７１０，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

（其间：２０１４０９—２０１４１２，四川省优秀年轻干部和

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三期培训班学习）。２０１７１０—

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一

级调研员。２０１８１２—雅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

市长提名人选。

图２２５　王　锐　

【王锐】　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６

月出生，四川犍为人，四川财

经学院财政系财政专业，大学

学历，经济学学士，１９８７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４年 ７

月参加工作。简历：１９８００９—

１９８４０７，四川财经学院财经系

财政专业本科学习。１９８４０７—

１９８７０６，四川省雅安地区财政局工作。１９８７０６—

１９９３０３，四川省雅安地区财政局农财科副科长。

１９９３０３—１９９７１２，四川省雅安地区财政局农财科

科长兼农税科科长 （其间：１９９５０５—１９９５０８，雅

安地委党校中青班培训）。１９９７１２—１９９８０１，四川

省芦山县副县长。１９９８０１—２００１０４，四川省芦山

县副县长、县财政局局长。２００１０４—２００１０６，四

川省芦山县委副书记、县财政局局长 （其间：

１９９８０４—２００００４，西南财经大学研修班政治经济

学专业学习，２００００４—２００００６，省委党校第６期

县长班培训）。２００１０６—２００１０８，四川省芦山县委

副书记。２００１０８—２００２０７，四川省芦山县委副书

记、县纪委书记。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２０８，四川省雅安市

财政局党组成员。２００２０８—２００８０７，四川省雅安市财

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２００８０７—２０１００９，四川省雅

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２０１００９—

２０１１０３，四川省雅安市政府副秘书长 （正县长级）、

办公室党组成员。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１２０２，四川省雅安市科

技局党组成员、书记。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１４０９，四川省雅安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２０１４０９—２０１４１０，四

川省雅安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市科技局局长。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

长。２０１８１２—四川省雅安市政协副主席提名人选，

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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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党政群团机关及其工作部门领导名录

说明：该名录收集范围为雅安市副县级以上实职领导干部。对女性、少数民族、非中共以及当年有任

免情况的领导干部在名字后面作括注；未括注上述内容的默认为男性、汉族、中共党员以及当年全年在该

职务上任职。

市领导机关

市委　书记：兰开驰；副书记：邹瑾、白云

（彝族，１２月起）；常委：戴华强、刘全胜 （９月

止）、徐一心 （１０月止）、宋开慧、杨俊辉、葛书

院 （挂职，６月止）、黎明、白云 （彝族）、程福德

（挂职）、王加良、吴宏 （女）、田兆龙 （挂职，４

月起）、杨军 （１０月起）、李东 （１２月起）、王冬林

（１２月起）；秘书长：戴华强 （７月止）、吴宏 （女，

７月起）；副秘书长：王亚文、赵赋良、杨丕樵 （藏

族，１月起）、陈国明 （９月止）、彭强 （１１月止）、

高勇 （１２月起）。

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伊林；副主任：李

毅、彭学松 （非中共）、吴志君 （女）、李勇、杨兴

品、刘平；秘书长：罗强；副秘书长：谭克强 （７

月止）、荣可 （女，非中共）。

市政府　市长：邹瑾；常务副市长：徐一心

（１２月止）、宋开慧 （１２月起）；副市长：葛书院

（挂职，６月止）、白云 （彝族，１２月止）、程福德

（挂职）、田兆龙 （挂职，６月起）、孙久国 （非中

共）、马宏、杨硕 （１２月止）、王冬林 （１２月止）、

衡彤 （女）、张桥 （提名人选，１２月起）、王双全

（提名人选，１２月起）；秘书长：李阳军；副秘书

长：刘剑飞 （女，５月起）、袁艺 （女）、韩永康、

官健、杨丕樵 （藏族，１月起）、陈武、伍雅鸿 （９

月止）、魏涛、李霖 （女，７月止）、何益伟 （７月

起）、廖勇 （１月起）、王欣 （女，７月起）、肖勤

（挂职，１２月止）、柯水平 （挂职，１月起）、王佳

昊 （挂职，７月起）。

市政协　主席：杨承一；副主席：李亚蓉

（女，非中共）、韩冰、杨力 （非中共）、蔡军、张

桥、陈茂瑜 （非中共）、李诚 （非中共）、王锐

（提名人选，１２月起）；秘书长：马军 （彝族）；副

秘书长：李兵、赖云松 （非中共）、陈伟、李平、

何海 （非中共）、吴虹 （女，非中共）、刘艳 （女，

非中共）。

市纪委、市监察委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黎明；副书记：余

云峰、赵明、蒋盨；常委：赵军 （８月止）、何敬

（女）、刘宝、黄勇刚、胡佑成、潘华邁 （９月起）；

机关党总支书记：赵迎鸿。

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黎明；副主任：余云

峰、赵明、蒋盨；委员：赵军 （９月止）、黄勇刚、

胡佑成、潘华邁、朱峰 （１０月起）。

市委工作部门

市委办公室　主任：王亚文；副主任：关晓

松、高勇 （３月止）、刘雪黎 （女，３月起）、代博

（１２月止）；机关党委书记：郭西川；市纪委驻市委

办公室纪检组组长：周奇；市委机要局局长：余洪

军；市委办综合室主任：高勇 （３月止）；市委督查

室主任：石伟 （苗族，３月起）。

市委组织部　部长：杨俊辉；常务副部长：陈

勇 （８月止）；副部长：龚文昌、杨曦 （女）、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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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古黎娅 （女）；市纪委驻市委组织部纪检组组

长：王载明；市人才办专职副主任：彭麟 （女）；

市委党建办主任：姜军；副主任：余松 （５月起）。

市委宣传部　部长：刘全胜 （９月止）、杨军

（１２月起）；副部长：寇青、徐涛 （女）、周全智；

机关党委书记：张晓伟。市纪委驻市委宣传部纪检

组组长：向朝弘。市委外宣办 （市政府新闻办）副

主任：周全智、邹再蓉 （女）。市网信办副主任：

周全智。市网络舆情中心主任：周全智。市文明办

副主任：唐世平、李祥。市文联主席：寇青；专职

副主席：陈果。

市委统战部　部长：吴宏 （女，１２月止）、王

冬林 （１２月起）；副部长：陈伟、齐明康；机关党

总支书记：黄跃 （女）；市纪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

组组长：王杉 （女）。

市委政法委员会　书记：邹瑾 （７月止）、戴华

强 （７月起）；常务副书记：罗云；副书记：毛嘉

雄、孙树安；市纪委驻市委政法委纪检组组长：刘

毅刚 （１０月止）、黄岩 （１０月起）；市综治办副主

任：唐林奇；市委维稳办副主任：李良平；市 “多

解办”专职副主任：白蕊 （女）；市法学会专职副

会长：张敏 （女）；政治部主任：刘薇 （女）；机关

党总支书记：严明。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邵文波；

副主任：方仕萍 （女）、詹国斌；市审改办专职副

主任：夏庆。

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记：杨俊辉 （７月

起）；陈俊 （７月止）；常务副书记：陈俊 （７月

起）；副书记：刘敏 （女）、王晓翔；纪工委书记：

王晓翔；机关党总支书记：李海霞 （女）。

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任：李文峰；副主

任：郑秀珍 （女，７月止）、胥强、谭林 （女，７月

起）、市纪委驻市委农工委纪检组组长：王勇。

市委群众工作局　局长：赵赋良；副局长：徐

瑞勇、李强；信访督查专员：毛咏兰 （女）。

市委巡察办　主任：刘军；副主任：岑进 （７

月止）、胥颖 （女，７月起）。

市委第一巡察组　组长：张尧，副组长：胥颖

（女，７月止）、彭尚涛 （９月起）。

市委第二巡察组　组长：秦红军，副组长：杨

静 （女）。

市委第三巡察组　组长：王文慧 （女），副组

长：陈仲革。

市委第四巡察组　组长：赵健翔，副组长：

陈焱。

市委政策研究室　主任：张韬；副主任：杨

术兵。

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市国家保密局）　主

任 （局长）：伍玫 （女）；副主任 （副局长）：高

兴康。

市委老干部局　局长：杨曦 （女）；副局长：

陈润帮、韩峰伟；机关党总支专职书记：李虹

（女）；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涂新生；市关工委秘

书长：向松涛。

市委党校　校长：杨俊辉；常务副校长：戴显

林；副校长：杨国先、倪子尧；机关党委书记：李

宇武。

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主

任：师伟；副主任：蓝志斌 （畲族）、王华 （女）。

市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部门

法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志君 （女）；副主

任委员：王琼 （女）、杨朝宗；委员：冯贵强 （１０

月起）、杨仕全、张遥、陈德全。

内务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田；副主任委

员：荣可 （女，非中共）、罗云、杨晓波 （２月

起）；委员：王绍忠、何卫平。

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平；副主任委

员：雷健、郑乔；委员：苏林勇、张强、高永洪、

蹇武 （女，非中共）。

办公室　主任：谭克强 （８月止）；副主任：黄

伟 （１０月起）；机关党总支书记：何少建。市纪委

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郝治勇。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肖国龙。

省人大代表雅安联络处　副主任：刘继军。

研究室　副主任：王光澈。

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王琼 （女）；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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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伯鹏 （１２月起）。

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任：雷健；副主任：龚

建雅。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任：郑乔。

农业工作委员会　主任：张遥；副主任：龙嘉

研 （女，非中共，８月起）。

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任：杨

朝宗；副主任：田毅。

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　主任：刘坚

（非中共）；副主任：赵丽 （女）。

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

市政府办公室　主任：李阳军 （５月止）、刘剑

飞 （女，５月起）；副主任：刘雪黎 （女，３月止）、

陈树泉 （藏族）、马玉全、潘礼剑 （７月起）。机关

党委书记：郝燕 （女）。市纪委驻市政府办纪检组

组长：屈永久。督查室主任：马骊骅 （女）。应急

办主任：潘礼剑。信息公开办主任：梅驭宇 （２月

止）。研究室副主任：何平 （７月起）。金融办主

任：余水平；副主任：兰颖曦 （挂职）、沈煜 （挂

职）、张小春 （２月起）。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

任：卢映国；副主任：贺志国。政务服务和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主任：吴建波 （女）。法制办公室主任：

李志强；副主任：羊平。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

亚梅 （女）。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常大瑞 （女）；副

主任：冉洪俊。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师欣。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张发伟。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高凯；副主任：

李川、宋剑洪、王成、张豫康 （８月止）、沈仕华

（７月止）、李云忠 （７月起）、苟刚 （７月起）；机

关专职书记：苟刚 （７月止）、沈仕华 （７月起）；

市纪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组组长：肖灵梅 （女，１２月

止）；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李国军；实施西部大

开发办公室主任：郑晖；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彭

红 （女，非中共）。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曾毅；副主

任：李云忠、周剑波 （７月止）、任明辉、唐海洋

（１０月起）、李忠茂；市纪委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纪

检组组长：焦其玲 （女）；机关党委书记：黄晓玉

（女）；总经济师：汤启君。

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局长：刘江 （女）；

副局长：陈亚、晋兆平 （１２月止）；机关党总支书

记：李明福。

市教育局　局长：赵敏 （女）；副局长：姜建

平、王瑞华；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伍雅鸿 （９月

起）；机关党总支书记：王英 （女）；市纪委驻市教

育局纪检组组长：周梅 （女）；市政府教育督导团

总督学：赖永康；市招考办主任：杨学武；四川电

大雅安分校校长：毛亚楼；副校长：袁永华；市教

科所所长：黄光军。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长：杨丕樵 （藏族，２

月止）；副局长：高崇军、熊福建 （藏族，非中

共）。

市公安局　局长：马宏；常务副局长：张峰；

副局长：李宝林、祁韶光、李刚 （挂职，７月止）、

高林 （１０月起）；市纪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组组长：

胡佑成；机关党委书记：倪一航 （９月起）；政治部

主任：李锦钢；交警支队政治委员：黎新；国内安

全保卫支队队长：俞学伟，政治委员：张宪春；经

济犯罪侦察支队队长：王建国，政治委员：徐刚；

特巡警支队队长：郑敬东 （７月起），政治委员：杨

廷凯；刑事警察支队队长：俞斌 （１０月起）。

市民政局　局长：张先明；副局长：熊超、郑

建华、邱君丽 （女）；机关党委书记：唐强；市纪

委驻市民政局纪检组组长：余卫涛；市双拥办专职

副主任：张楠 （女）。

市司法局　局长：程德辉 （３月止）；副局长：

陶炳忠、黄英 （女）、虞尚堂；政治部主任：洪蔚

国；机关党委书记：李玉良。

市财政局　局长：潘素华 （女）；副局长：彭

韵叶 （女）、江洪、黄哲；机关党委书记：李红英

（女）；市纪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组组长：丁德辉；总

会计师：张裕辉 （女，７月止）；评审中心主任：罗

怀燕 （非中共，７月止）、康黎 （１０月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龚文昌；副

局长：张世琼 （女）、袁萍 （女）、董平、李明基；

机关党委书记：姜勇；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局长：李



!""# !$%&'(()

!

"

! "

*+,-

!""# !$%&'(()

*+,-

３９６　　

宗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杨晓苏 （女）；

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李明基；市人事考试中心

主任：刘其清；市人才交流中心主任：郝兰 （女，

非中共，４月起）。

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曾伟；副局长：程德

新、宋贤忠、易勇、刘微 （非中共）；机关党委书

记：蔡志康。

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　局长：肖洪

春；副局长：徐海波、李璐 （女）、张军、罗威 （７

月起）、余钦箭 （挂职，７月止）；市纪委驻市规建

和住房保障局纪检组组长：彭勇强 （３月止）、郑秀

珍 （女，７月起）；机关党委书记：杨霞 （女，７月

止）、李俊庆 （７月起）；总工程师：唐建康；总规

划师、市城乡规划局局长：郭猛 （非中共，７月

止）；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张云贵；市人防办副

主任：林肇全、罗威 （７月止）。

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李景峰；副局长：王

翔、叶其林、马永强 （４月止）、赵飞勇、龙兴 （７

月起）；机关党委书记：文平；安全总监：张华；

总工程师：程宜 （女，非中共）；交通战备办公室

副主任：余文清；市公路管理局局长：马永强 （４

月起），机关党委书记：李勤；市海事局局长：张

琦；市运管处处长：吕显光。

市水务局　党委书记：王岩飞；局长：于冀川

（非中共）；副局长：杨晓波 （女）、刘秀权、张勇；

机关党总支书记：贾志玲 （女）；市纪委驻市水务

局纪检组组长：苏红 （女）；市政府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主任：刘秀权；总工程师：郭猛 （非中

共，７月起）。

市农业局　局长：吴洪江；副局长：曾林、梁

刚、龙嘉研 （女，非中共，７月止）、郑洪 （７月

起）；机关党委书记：任大俊；农机局局长：宋晓

明；总经济师：罗怀燕 （非中共，７月起）。

市林业局　局长：杨茂雄；副局长：刘雪松、

刘伦斌、刘伟；机关党总支书记：何晓波；森林公

安局局长：邓亚林；政委：骆志强。

市商务和粮食局　局长：罗国强；副局长：王

晓芳 （女，藏族，非中共）、李寒松 （１月止）、郑

洪 （７月止）、余世友 （３月起）、王颀 （７月起）；

机关党委书记：王涛；市纪委驻市商务粮食局纪检

组组长：姚勇；市贸促会 （商会）专职副会长：张

树江。

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局长：王华 （女）；

副局长：刘楠 （女）、兰亚、王佳勇、刘晓琴 （女，

非中共）；机关党委书记：王建宏；市 “扫黄打非”

办专职副主任：雷华。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任：李志强；副

主任：陈艳 （女）、冯勤、万定蓉 （女）、雷涵

（挂职，２月起）、李浩 （４月起）；机关党委书记：

陶智琼 （女）；市纪委驻市卫生计生委纪检组组长：

李正彬。市人民医院院长：邱雄；党委书记：樊正

康；副院长：盘如刚、邵泽勇、张德明 （非中共）、

李乔红；纪委书记：廖开林。市疾控中心主任：杨

雅康。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市妇幼保健

院）主任：罗小燕 （女）。市中心血站站长：喻琼

（女）。

市审计局　局长：王锐；副局长：郑文翔、陈

浮、李春 （女）；机关党总支书记：白彬 （３月

止）、杨霞 （女，７月起）；总审计师：张晓东；投

资审计分局局长：肖强 （非中共）；市经济责任审

计工作联席会办公室主任：李沛 （女，１１月起）。

市环境保护局　局长：王强 （９月止）、余刚平

（９月起）；副局长：陈心愚、易海燕 （女）、王颀

（７月止）、凌云扬 （１０月起）；机关党总支书记：

陶玉春；市纪委驻市环保局纪检组组长：魏存威

（１２月止）；总工程师：凌云扬 （１０月止）。

市统计局　局长：何勇；副局长：袁世华 （非

中共）、蒲敏 （女，１２月止）、罗顺祥 （１２月起）；

机关党总支书记：周林；总统计师：周惠玲 （女，

非中共）。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曹刚；副主任：孟

水明、陈宣杰 （藏族）、肖永昌；机关党支部书记：

王亚军。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长：黄熹；副局

长：程月刚、宁文 （女）、彭德军；机关党总支书

记：朱勇；总工程师：张丹 （非中共，１１月止）。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长：任永强；副局长：

吴宏卫、余万俊；机关党委书记：阎文 （女）；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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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组组长：李庆昌 （３月止）；总工程师：高荣。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长：陈建伟；副局

长：冷延林、彭晓洪、谭昌明；机关党委书记：刘

勇；市治理办主任：雷永忠。

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任：帅维

（藏族）；副主任：钱永康、杨云高、王东 （非中

共）；机关党支部专职书记：郑胡刚 （羌族）；市纪

委驻市国资委纪检组组长：欧敏华；监事会办公室

主任：邓绍勇；市属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主席：丁

红 （女）；市属国有控 （参）股公司监事会主席：

卢本昌；市属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傅小波。

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局长：韩永康；副局

长：蔡晓然 （３月止）、王定忠、吴潮海、陈永康

（３月起）；机关党总支书记：杨建铭；总会计师：

李俊庆 （７月止）、张裕辉 （女，７月起）。

市外事侨务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主任：张大

金；副主任：冯沂、时勇；机关党支部专职书记：

何莲 （女）；市侨联驻会副主席：严小芳 （女，非

中共）。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余刚平；副局

长：罗明、熊雄、卫刚；药品安全总监：王珊

（女）；食品安全总监：兰军；机关党委书记：黄岩

（女，１０月止）、刘毅刚 （１０月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长：覃建生；副局长：

陈兵、唐进 （女）、李彦平；机关党委书记：余波；

市纪委驻市工商局纪检组组长：徐执清。

市投资促进局　局长：朱和超 （１月止）、杨俊

（女，１月起）；副局长：常大瑞 （女，１月止）、杨

松 （１２月止）、徐刚 （１月起）；机关党支部专职书

记：蒋淼。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理事会主任：郑尚；

副主任：李鸿、李寒松 （１月起）；监事会主任：朱

和超 （１月起）；机关党委书记：周春蕾 （女）。

市防震减灾局　局长：倪林；副局长：陈勇、

谭林 （女，７月止）、周剑波 （７月起）；机关党总

支专职书记：刘志航。

市档案局　局长：陈吉学；副局长：宋力、向

柏羽 （女，１２月止）；机关党总支书记：陈杰。

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党工委书

记：王加良 （１２月止）、李东 （１２月起）；副书记：

张桥、杨俊 （女，１月止）、何益伟 （３月起，７月

止）、高佳秀 （女，７月起）；党工委委员：慕涛、

魏静东、周显祥、石志明、苟代全 （９月止）、徐洪

年 （１２月止）。主任：张桥；副主任：慕涛、魏静

东、徐洪年、王涛 （挂职）。纪工委书记：王亮。

四川雅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

任：古劲 （１０月起）；副主任：古劲 （１０月止）、

王红兵 （苗族，１０月起）、苟代全 （１０月起）。

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局长：

杨玉君 （藏族，１０月起）；副局长：佐琳 （藏族）。

雅安市永定桥水库管理局　局长：朱国永。

法院和检察院

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祝鸿；副院长：

李华伟 （非中共）、田世玉 （女）、钱怡 （女）、饶

三祥；机关党委书记：李平；执行局局长：王志

刚；政治部主任：张翊；市纪委驻市法院纪检组组

长：帅敏 （女，７月起）；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

锡璞、向明。

雅安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刘孝勇；副检察

长：万敏、杨军、赵学东、董敏雷 （非中共）；市

纪委驻市检察院纪检组组长：岑进 （７月起）；机关

党委书记：庄萍 （女）；政治部主任：王松；检委

会专职委员：张杰 （女）、刘劲松。

市政协专委会和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任：李兵；副主任：郭茂琼 （女）、

郑强 （女，１０月起）；党总支书记：黄毅。市纪委

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组组长：黄建。

研究室　主任：李本权；副主任：杨共。

提案委员会　主任：官跃忠，副主任：陈篧。

经济委员会　主任：周全华；副主任：刘江敏

（女）。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任：陈智强 （彝族，

非中共）；副主任：罗涛 （女）。

科教文卫体委员会　主任：张玉玲 （女）；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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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赵为。

社会法制委员会　主任：李玉萍 （女）；副主

任：唐利 （女，非中共）、王军。

民族宗教委员会　主任：邱康 （彝族）；副主

任：杨光义。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主任：徐奇民；副主

任：郑强 （女，１０月止）。

地方政协和委员联络委员会　主任：伍晓波。

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雅安市委员会　主委：

李诚 （非中共）；副主委：吴虹 （女，非中共）、董

敏雷 （非中共）、龙嘉研 （女，非中共）、黄定强

（非中共）；秘书长：毛艳燕 （女，非中共）。

中国民主同盟雅安市委员会　主委：彭学松

（非中共）；副主委：何海 （非中共）、吴德 （非中

共）、徐怀亮 （非中共）、蒲丹惠 （女，非中共，１２

月起）；秘书长：陈菊丽 （女，非中共）。

中国民主建国会雅安市委员会　主委：陈茂瑜

（非中共）；副主委：李焕秀 （女，非中共）、刘艳

（女，非中共）、周惠玲 （女，非中共）；秘书长：

刘波 （非中共）。

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 （总商会）　主席 （会

长）：李亚蓉 （女，非中共）；党组书记：陈伟 （３

月起）；常务副主席：陈伟 （４月起）；副主席：李

平；秘书长：张强。

雅安市总工会　主席：王加良；常务副主席：

何卫平；副主席：周利、魏永安；机关党总支书

记：卢林；经审会主任：
!

平。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雅安市委员会　书记：王

惠明；副书记：陆艳 （女）、江成鹏。

雅安市妇女联合会　主席：赵雅玲 （女）；副

主席：任昌蓉 （女）、蒋雅彬 （女，非中共）。

雅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主席：周小华；副主

席：刘焰波、曾蓉 （女，非中共）、田孟良、衡福

明 （非中共）。

雅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席：吴爱平；副

主席：杨铧。

雅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理事长：王华；副理事

长：李进忠 （１２月止）、高体强 （１月起）。

雅安市红十字会　会长：衡彤 （女，９月起）；

常务副会长：张云涛 （女）；副会长：郑乔、赵雅

泉、赵为、朱和超、王绍忠、姜建平、冯继跃、赵

龙、张扬 （女）。

雅安市法学会　副会长：罗云、李阳军、袁艺

（女）、程德辉、杨跃明 （５月止）、赵敏 （女）、陈

凉；专职副会长、秘书长：张敏 （女）。

省直单位

四川省雅安市国家税务局　局长：蒲建春 （７

月止）；副局长：谢勇 （７月止）、郑小华 （７月

止）、李进华 （７月止）、王东亮 （７月止）；机关党

委书记：周蒙 （女，７月止）；纪检组组长：曾东生

（羌族，７月止）；总经济师：刘松 （７月止）；稽查

局局长：何杰 （７月止）。

四川省雅安市地方税务局　局长：杨平 （７月

止）；副局长：李俊 （７月止）、薛平 （７月止）、李

敏强 （７月止）；机关党委书记：刘永康 （７月止）；

纪检组组长：陈晓晖 （７月止）；总经济师：郭继中

（７月止）；总会计师：王勇 （７月止）；稽查局局

长：吴黎燕 （女，７月止）。

国家税务总局雅安市税务局　局长：蒲建春

（７月起）；副局长：张才学 （７月起）、谢勇 （７月

起）、郑小华 （７月起）、李进华 （７月起）、王东亮

（７月起）、李俊 （７月起）、薛平 （７月起）、李敏

强 （７月起）；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周蒙 （女，７

月起）；纪检组组长：陈晓晖 （７月起）；总会计

师：王勇 （７月起）；总经济师：郭继中 （７月起）、

刘勇 （７月起）；稽查局局长：何杰 （９月起）；第

一稽查局局长：吴黎燕 （女，９月起）。

四川省雅安国家安全局　局长：袁艺 （女）；

副局长：王伟 （１１月止）；政治部主任兼纪委书记：

刘俸维；办公室主任：古程；一支队支队长：

黎杉。

四川省雅安市气象局　局长：李江明 （２月

止）、叶大友 （１２月起）；副局长：曹正直、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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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机关党总支书记、纪检组组长：李阳。

雅安市烟草专卖局　党组书记：谭新生 （５月

止）；局长 （经理）：何梦皓；副经理：何助；副局

长：唐甘；纪检组组长：谢? （女）。

雅安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局长：闵万。

国家统计局雅安调查队　队长：罗顺祥 （１２月

止）、刘军 （１２月起）；副队长：季涛 （１２月止）、

蒲敏 （女，１２月起）；纪检组组长：杨模英 （女）。

四川省雅安监狱　监狱长：陈凉；政治委员：

周永贵；副监狱长：王家贵、马宁、骆敬林、张光

政、李炳林 （４月起）；纪委书记：邹海清；政治处

主任：王明江 （４月止）；工会主席：李炳林 （４月

止）、王明江 （４月起）；总会计师：陈雅刚 （女）；

刑罚执行监督专员：文勇、王宗奎。

雅安市邮政管理局　局长：叶其林。

中国人民银行雅安市中心支行　行长：张孟

君；副行长：邵仲文 （８月止）、谢红 （女）、罗

洵、肖华轩 （８月起）；纪委书记：安晓峰 （８月

止）、王凡志 （８月起）；工会主任：李安俊。

雅安银监分局　局长：邹虎 （５月止）；副局

长：王勇、叶先蓉 （女）、李黎 （５月起）；纪委书

记：刘利 （女）。

区　县

雨城区　区委书记：衡彤 （女，７月止）、高福

强 （７月起）；副书记：罗刚、林良军；常委：张燕

（女）、王耀、王颐辉、张胜利、胡济均、陈洪忠、

张洪 （７月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仕全；副主

任：洪缨 （女，非中共）、张怀勇、王志萍 （女）、

李晓春。区政府区长：罗刚；副区长：胡济均、刘

坚 （非中共，１月止）、高林 （１０月止）、毛健、王

述蓉 （女）、漆贵良、温鹏 （１０月起）、廖鹏 （１０

月起，非中共）、邓夏扬 （女，挂职，１月止）。区

政协主席：李建敏；副主席：徐勇 （非中共）、黄

雅琴 （女）、蹇武 （女，非中共）、康元松 （非中

共）。区人民法院院长：赵锋。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吴双文。

名山区　区委书记：吴宏 （女，６月止）、金武

（６月起）；副书记：余力 （１１月止）、周万友、张

瑜锋 （１２月起）、杨俊 （女，１２月起，挂职）、张

子辉 （７月止）；常委：曾琦 （女，１２月起）、韦燕

伟、刘勇、魏东 （白族）、任文华、何雨珂 （１２月

止）、姜猛 （１月止）、廖勇 （２月止）、柯小平 （２

月止）、张瑜锋 （３月起）、钟雪琴 （女，２月起）、

宋树才 （７月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绍忠；副

主任：文贵昌、郑荣杰 （女，非中共）、成洪雪、

罗虎。区政府区长：余力 （１２月止）；代理区长：

周万友 （１２月起）；副区长：廖勇 （１月止）、蒲丹

惠 （女，非中共）、樊伟 （５月止）、魏存谊、钟雪

琴 （女，３月止）、杨亚辉 （下派，１月止）、张文

清、张瑜锋 （４月起）、李良勇 （５月起）、马忠强

（９月起）。区政协主席：张忠春；副主席：张成军、

秦德全 （非中共）、郑志洁 （非中共）。区人民法院

院长：蒋洪彬。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宣勇。

天全县　县委书记：戴华强 （１０月止）、余力

（１０月起）；副书记：郑胡勇 （羌族）、秦岭；常

委：陈良军、杨洪媛 （女，７月止）、胡雪松、陈

曦、邓萍 （女）、袁兵、谷镭 （７月起）梅驭宇 （２

月起）、陈国明 （９月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颖；副主任：吕建文、吕刚 （非中共）、洋仁敏、

彭武。县政府县长：郑胡勇 （羌族）；副县长：胡

雪松、龙兴 （非中共，８月止）、徐刚 （５月止）、

曾勇、程叶 （女）、高格力、陈鸿 （挂职，藏族，１

月止）、陈冬冬 （挂职）、王玉军 （８月起）、陈强

（藏族，８月起）、徐良 （１１月起）。县政协主席：

李家顺；副主席：王利红、杨本庶 （非中共）、柏

月东 （非中共）、高福琼 （提名人选，女，非中共，

１０月起）。县人民法院院长：秦明文。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刘奇。

芦山县　县委书记：宋开慧；副书记：周建

华、陈翔飞 （挂职，２月起）、蔡晓然 （１２月起）；

常委：李健强、王东、张扬 （女）、邹克灵 （２月

止）、何益伟 （３月止）、朱波 （３月止）、袁嘉伟

（２月止）、蔡晓然 （３月起）、杨松 （１２月起）、张

开义 （２月起）、白涛 （２月起）、莫定军 （７月

起）、高勇 （３月起，１２月止）。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高永洪；副主任：康贵松、涂朝康、黄志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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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非中共）、杨宗才。县政府县长：周建华；副

县长：何益伟 （３月止）、蔡晓然 （３月起）、张开

义 （２月止）、白涛 （２月止）、吴文君、朱文华、

陈菊丽 （女，非中共）、陈洋尔 （挂职）、黄杰 （２

月起）、尹清 （４月起）。县政协主席：马毅强；副

主席：苏军 （非中共）、王志鸿 （女）、唐碧磊

（提名人选，非中共，１０月起）、周惠玲 （女，非

中共，１０月止）。县人民法院院长：李亚峰。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白新。

宝兴县　县委书记：石章健；副书记：唐柯

（１０月止）、高佳秀 （女，７月止）、罗显泽 （１０月

起）；常委：杨玉君 （藏族，１０月止）、陈永康 （３

月止）、岑永杰 （３月止）、周船、姚伟东、石文

台、张孝峰、樊伟 （５月起）、白彬 （３月起）、何

雨珂 （１２月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董伟；副主

任：王建康、黄宗品 （藏族）、邓宇辉、朱斌 （非

中共）。县政府县长：唐柯 （１０月止）；代理县长：

罗显泽 （１０月起）；副县长：杨玉君 （藏族，１２月

止）、李波、陶海、明登英 （女，藏族）、杨斌、孙

红兵 （９月起）、何雨珂 （１２月起）。县政协主席：

张晶 （藏族）；副主席：姜顺、乔显华 （藏族，非

中共）、王玉兰 （女，藏族，非中共）、苟宏 （藏

族，非中共）。县人民法院院长：冯川江。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陶涛。

荥经县　县委书记：高福强 （７月止）、李蓉

（女，８月起）；副书记：李蓉 （女，８月止）、周万

平 （１０月止）、古玉军 （１０月起）、彭强 （１１月

起）；常委：朱玉超、王欣 （女，７月止）、彭安

舜、唐海洋 （９月止）、柯国富、饶熹、姜伟 （９月

起）、李广林 （７月起）、姚勇 （１１月起）、代博

（１２月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德全；副主任：

淡国芳 （女）、郑先全 （非中共）、洪兵 （非中

共）、余川。县政府县长：李蓉 （女，１０月止）；

代理县长：古玉军 （１０月起）；副县长：饶熹 （１２

月起）、姜伟 （１２月止）、宋涛、智勇、赵勇、毛

建美 （女，彝族，非中共）、许恒勇、王亮 （女，３

月起，挂职）、晋兆平 （１２月起）。县政协主席：

张顺昌；副主席：何淑清 （女）、邓良平 （非中

共）、王磊 （非中共）、樊绍锦 （提名人选，女，非

中共，１０月起）。县人民法院院长：石彬。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周富林。

汉源县　县委书记：杨兴品 （１１月止）、郑朝

彬 （１１月起）；副书记：郑朝彬 （１１月止）、何晓

东；常委：贺东风、曾琦 （女，１２月止）、李平、

袁久胜、辛顺才、葛礼宏、岑永杰 （３月起）、李一

辉 （７月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冯贵强 （１月

起）；副主任：罗国锦、陈永志、罗全德、黎强

（非中共）。县政府县长：郑朝彬 （１１月止）；代理

县长：覃建生 （１２月起）；副县长：冯贵强 （１月

止）、李平 （４月起）、刘仕林、陈敬伟、何伟、林

卓、谢 （女，非中共）、凌瑶 （女，挂职）、朱国

永。县政协主席：张宗平；副主席：万国刚、李绍

致 （非中共）、张? （非中共）、耿俊杰 （提名

人选，非中共，１０月起）。县人民法院院长：程彬。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兰树林。

石棉县　县委书记：苟乙权；副书记：冯俊

涛、刘剑飞 （女，５月止）、谭克强 （７月起）；常

委：倪光明 （彝族）、付君太、杨泽科 （７月止）、

邓西琼 （女）、张瑜锋 （３月止）、彭勇强 （３月

起）、袁嘉伟 （１月起）、宋洪虎 （２月起）、干鹏

（７月起）、王骞 （１１月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莉 （女）；副主任：向福建、叶秀斌、苏林勇

（非中共）、李剑飞 （１月起）。县政府县长：冯俊

涛 （１月起）；副县长：付君太、王骞、彭春雄

（非中共）、罗培高 （土家族，非中共）、宋洪虎

（３月止）、李平 （女）、温鹏 （１０月止）、李臻

（挂职，女，３月起）、邱特 （１０月起）。县政协主

席：李权易 （藏族）；副主席：王万彬、李余安

（非中共）、吴沁军 （女，非中共）、何彤 （提名人

选，非中共，１１月起）。县人民法院院长：程向勇。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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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存

在市纪委四届四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共雅安市委书记　兰开驰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１日）

今天，我们召开市纪委四届四次全会，主要任

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省纪委十一届二次

全会、市委四届三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２０１７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安排部署２０１８年工作。

刚才，黎明同志传达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

省纪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稍后还将代表市纪委

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已经市委常委会会议审

议，大家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过去一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方

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决有力惩治

腐败，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

效，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得到巩固发展。一是

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认真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的若干规定》和省委 《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规定》，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树牢 “四

个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党风政风持续好转。持

续深化三项整改 “回头看”，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实施细则，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１０５个、处分１２４人，查

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案件１４３件、处分 １１９

人，制作播出 “阳光问廉”全媒体直播节目３期，

全市党风政风持续好转，社会风气持续上扬。三是

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 “零容忍”惩治腐败，全市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８７２件、处分７７５人，其中县

处级 干部２１人。深入开展扶贫领域 “３＋１”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和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 “１３６”专项行动，查处基层 “微腐败”案件

２４８件、处分２４９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持

续提高。四是巡察利剑作用充分发挥。制定巡察工

作五年规划，完善１２项巡察制度。开展廉洁重建专

项巡察及 “回头看”，实现对承担灾后重建任务的

地方和部门巡察全覆盖。通过常规巡察、专项巡察

和 “机动式”巡察相结合，市县两级巡察共发现问

题６９５５个，移送问题线索２０９件，利剑作用进一步

凸显。五是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全市５２名检察

系统干部完成转隶并正式履新，市本级和 ８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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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依法开展工作，实现对

全市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市纪委派

驻机构改革顺利完成，设置２４家派驻纪检组，实现

对７７家市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六是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市委常委会研究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议题４１个，制定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 “两个责任” “四张清单”。组织 ８０名县

（区）党委、政府和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市纪委

全会述责述廉，对民主测评结果较差的４名党员领

导干部进行提醒谈话，并取消年度评优资格。市委

领导班子认真履责，班子成员带队督导县 （区）和

市级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全覆盖提

醒谈话党政 “一把手”８１７０人次，问责 “两个责

任”落实不力党组织４２个，“一案双查”党员领导

干部７４人。

在全市各级党委 （党组）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共

同努力下，市纪委在全省 ２０１７年度市 （州）纪检

监察工作考核中排第二；全市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

价满意度指数达到８５３６，全省排位连续四年稳步

提升；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数

量，在２０１６年下降 １４１９％的基础上，再次下降

２２１％。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委坚强领导的结

果，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的

结果，是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

部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结果。这里，我代表市委

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加清醒看到，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从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的情况来看，全面从严

治党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政治建设方面，党的

领导弱化问题在一些部门和单位仍然存在，对中央

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重视不够、落实不力。

在思想建设方面，有的党员干部信念动摇、思想滑

坡、党性意识不强、组织观念淡薄，对党的事业、

对雅安的发展不上心、不上进，精神懈怠、 “精气

神”不足，安于现状、小进即满、小富即安；有的

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惯性思维严重，习惯于老办

法、老套路，开拓创新意识不强。在组织建设方

面，有的党员干部缺乏规范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

炼，有的甚至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有的基层党组

织管党治党宽松软，干部管理特别是基层干部队伍

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少数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能力

素质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个别乡村基层党组

织还存在家族、宗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影响，损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有发生，群众反

映十分强烈。在作风建设方面，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问题时有发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积弊未

除，有的甚至变着花样搞 “四风”；政务环境离群

众和客商的期盼还有差距， “门好进、脸好看、事

难办”、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

办事”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县 （区）、部门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力，抓作风建设力度不够；

有的县 （区）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群众满意度在

全省排位靠后，反映了责任落实不到位，在群众工

作中还存在短板和不足。在纪律建设方面，个别党

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不强，以工作关系、以个人感

情、以地域界限搞 “小团伙” “小圈子”的现象一

定程度存在；有的还不适应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

中工作生活，对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有抵触情绪；

有的干扰对抗组织调查，更有甚者铤而走险。在制

度建设方面，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度还不健

全不配套，存在 “牛栏关猫”现象；有的制度执行

不到位，被束之高阁，成为 “纸老虎” “稻草人”，

有的打擦边球、钻空子。在惩治腐败方面，有的漠

视党纪国法，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依然存在，基层

“微腐败”问题依然突出，高压态势下一些人依然

我行我素、心存侥幸。在担当作为方面，有的干部

只想当官不愿干事、只想揽权不愿担责，执行力不

强，遇到问题 “绕道走”，不愿担当，不敢担当、

不会担当，抓落实、干工作推一推动一动；有的工

作消极，片面机械讲规则、讲制度、讲程序，缺乏

干事创业、勇于创新的激情。等等。这些充分表

明，我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必须保

持高度警觉和警醒。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

须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和惩治腐败定力，进一步增强

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采取有力措

施推动问题解决，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奋力夺取全面从严治党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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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新的强

大生机活力，有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以 “六个统一”，系统而深刻地

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

这一科学总结，将我们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

认识提升到全新高度，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准确把握坚持思想建

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的内涵要求，更加注重源头治

理、标本兼治，不断拧紧思想 “总开关”，坚决把

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全面构建从严管党治党长效机

制；要准确把握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

内涵要求，着眼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既树牢

“靶向治疗”思维，针对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突出

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又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

设计上着力，不断完善党的建设的思路、方法和举

措；要准确把握坚持抓 “关键少数”和管 “绝大多

数”相统一的内涵要求，用严格教育和严明纪律约

束广大党员，用更高标准监督管理领导干部，严肃

查处违纪违法 “极少数”，保持党员干部队伍先进

性和纯洁性；要准确把握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

相统一的内涵要求，咬住 “责任”二字、抓住 “问

责”要害，让党员干部正确行使权力，肩负管党治

党根本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要准确把握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的内涵

要求，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坚持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

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要准确把握坚持党

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的内涵要求，构建完善党

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加强

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六个

统一”，既是经验性总结，也是规律性认识；既是

原则方向，也是具体抓手，必须长期坚持、不断深

化。在省纪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省委东明书记作

了重要讲话，全面安排部署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２０１８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

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省委十一

届二次全会、省纪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决策部署和市

委四届三次全会工作安排，增强 “四个意识”，坚

定 “四个自信”，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不断完善监督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为推进绿色发展振兴，决胜 “五年整体跨越”，加

快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市提供坚强保证。

二、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中央强调

“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能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要强化政治意识。严格执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和省委 《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规

定》，深刻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深

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信赖的领导集体，习近

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领

袖，切实做到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

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做到中央

省委提倡的坚决响应、中央省委决定的坚决执行、

中央省委禁止的坚决不做。

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党

内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推动全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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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遵守党章党规。加强对党内政

治生活状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民主集

中制等各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同违反

党章、破坏党的纪律、不利于党的团结统一的言行

作斗争。坚决防止和纠正组织生活随意化、平淡

化、娱乐化、庸俗化倾向，坚决抵制商品交换原则

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

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 “五个

必须”，严防 “七个有之”，坚决反对和纠正个人主

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严肃查处 “两面派”“两面人”。党员领导干部要把

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

本政治担当。决不允许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决不

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口是心非、阳

奉阴违。

三、强力正风肃纪，切实解决影响雅安发展的

突出作风问题

当前，雅安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

是影响发展的作风问题还比较突出，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下大力气加

以解决，为推进雅安发展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作风

保证。

要下大力气解决政令不畅的问题。要充分发挥

巡察利剑作用，深入开展政治巡察，紧盯各级党组

织 “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

不力”突出问题，重点检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是否坚

决，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是否有效发挥，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否到位；要加强对各级党

组织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省十一届二次全会和市

委四届三次全会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围绕 “八大

行动”、乡村振兴、项目攻坚年、脱贫攻坚等重点

工作开展督察，对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要及

时予以批评和纠正，情节严重的要严肃问责。全市

各级党组织对中央、省委、市委作出的决策部署，

要坚决服从、不讲条件、不打折扣，决不能阳奉阴

违、说一套做一套，坚决防止把工作停留在口头

上、会议上、文件上，推动形成崇尚实干、大抓落

实的浓厚氛围，确保政令畅通。

要下大力气解决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坚持用

纪律约束不作为、用惩处整治乱作为、用政策激励

勇作为，坚决纠正 “发展快慢无所谓，工作好坏无

所谓”“干得越多，风险越大”“只要不出事，宁肯

不做事”等错误思想，不干事肯定会出事，干净努

力干事肯定不会出事。要突出 “关键少数”示范引

领，推行一把手 “公开承诺、阳光考评”，形成主

动履职尽责的浓厚氛围。组织对担当作为的干部一

定会高看一眼、厚爱一分，给舞台、给平台、给待

遇。要细化量化容错纠错机制，营造允许失败、宽

容失误的干事环境，旗帜鲜明鼓励创新者、保护担

当者、厚爱实干者，让敢担当、敢创新的干部没有

顾虑。

要下大力气解决政务环境不优的问题。近期，

有企业和群众反映我们在政务环境、政务服务中存

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严重影响雅安形象，大家一定

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过硬措施解决。要加大简政

放权力度，推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对

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规

范操作，行政审批权该向政务中心集中的必须尽快

集中。要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工作作风专项整治行

动，采取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严查 “吃拿卡

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推诿扯

皮、人为设置障碍，服务态度冷漠、办事效率低

下，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等问题，以

问责让 “事好办”成趋势，让 “办好事”成常态，

要全程全面落实首问负责制、首办责任制、限时办

结制、公开承诺制，力求政务服务做到 “马上办、

主动办、上门办、公开办”。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

“一把手”要站在对党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对

１５７万雅安人民负责的高度，严格管理干部，严格

规范政务行为，把严实要求传导到每一名公务人

员，让良好的政务环境成为展示雅安良好形象的

窗口。

要下大力气解决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坚持重

心下移，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

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决

查处发生在民生资金、 “三资”管理、征地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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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严重违纪违法行

为，彻查重处侵吞挪用、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等问

题，坚决纠正少数基层干部对民生诉求视而不见、

见而不管等现象，深化 “阳光问廉”，对典型案例

一律通报曝光。扎实抓好脱贫攻坚 “作风建设年”

工作，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集中力量解决扶贫

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当面交办、发函督办、

提级办理等方式，坚决防止重督查轻整改。

要下大力气解决 “四风”问题。市委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实施细

则，研究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具体规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领会，严格遵守、坚决落实。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把监督检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省政府

十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和市委市政府具体规定执行情

况作为重点任务和经常性工作，扭住不放、寸步不

让，管出习惯、化风成俗，聚焦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新动向，特别要对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１０种新

表现，持续执纪问责，通报曝光一批、严肃查处一

批，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态势，坚决防止 “四风”问

题反弹回潮。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永远在路

上，谁违反就查处谁，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四、坚持标本兼治，始终保持惩贪治腐的高压

态势

在反腐败问题上，市委的态度是鲜明的、坚决

的。全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准确把握反

腐败斗争形势，坚定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标本兼

治惩贪治腐。

要零容忍惩治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更有效地遏

制增量、更有力地削减存量。坚持行贿受贿一起

查，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

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手、不收敛，问题线索反

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领导岗位、可能

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

必核。要严肃查处选人用人、审批监管、资源开

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土地出让、房产开发、

工程招投标、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的腐败问题。

要严查涉黑腐败。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的毒瘤，是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有的以经济实

体为依托，以硬暴力、软暴力手段进行敲诈勒索、

欺行霸市、寻衅滋事、围堵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

强占豪夺经济利益；有的为非作歹，欺压群众，甚

至有的干部和恶霸勾结，充当背后 “保护伞” “关

系网”，侵吞老百姓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党

的形象，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破坏人民群众对党的

信任信赖。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中央、国务

院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旗帜鲜

明支持扫黑除恶工作，市、县、乡三级要协同联动

形成合力。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打击黑恶势力

犯罪和反腐败、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

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严厉打击 “村

霸”、家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严厉

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决不让黑恶势力在雅州大地存在。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将治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一个重点，对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发现的 “保护伞”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

不姑息。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省委、市委保持

高度一致，坚决与黑恶势力作坚决斗争，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要深化标本兼治。要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发挥

先进典型引领作用，深入开展家风建设，对重大违

纪违法案件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廉政文化建设，推

动创建一批市级和省级廉政文化基地，引导党员干

部不断筑牢思想防线，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

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大力实践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特别是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足功

夫，使批评教育、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用好谈话

函询手段，严格谈话函询情况抽查核实，防止敷衍

塞责、隐瞒事实、欺骗组织，从严从重处理边谈边

犯、边询边犯的人员；对于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

法、对抗欺瞒组织的，要坚决依纪依法从严从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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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干扰妨碍监督、打击报复监督者的，对侮辱

诽谤陷害他人的，都要依法严肃处理。要健全完善

惩防机制，针对重大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堵住漏

洞，推进惩治与预防有机衔接，健全 “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制度机制。

五、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

为根本政治担当和责任担当，始终保持 “打铁必须

自身硬”的高度自觉，形成齐抓共管整体合力。

要层层压紧压实 “两个责任”。全市各级党组

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管党治党

不力就是渎职的意识，主要领导必须带头履行好第

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要履行好 “一岗双

责”，对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要真抓真管，不

折不扣把主体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落实到行动上。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履行

好监督责任，在执行责任清单、“签字背书”、述责

述廉、社会评价约谈、责任制检查考核等制度上动

真碰硬，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要大胆监督检查，严

格执纪问责，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持续巩固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今年是市县两

级监察委员会运行的第一年，要充分发挥纪委监委

合署办公和检察系统部分职能划转的优势，全要素

试用１２种调查措施，加强与司法机关衔接，迅速依

法开展工作。要准确把握监察委员会是政治机关、

反腐败工作机构的职能定位，始终坚持把讲政治放

在首位，把党的政策策略体现在工作实践中，不断

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政治效果。要对改革试点期间工

作进行系统总结，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加快机构、职能和人员的全面融合，真正把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强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执纪者必先守纪，

律人者必先律己。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

检监察干部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

己，把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扎实抓好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要带头对党忠诚，做到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带头担当作为，坚守职

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带头提

高本领，不断增强学习能力、专业能力、执行力、

创新能力，提升履职水平。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干

部教育管理监督，坚持刀刃向内，决不护短，对于

执纪违纪、执法违法的要坚决清理门户，坚决防止

“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忠诚履行党和国家赋予

的职责和神圣使命，做党的忠诚卫士，自觉主动接

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等各方面监督，

始终把自己手中权力始终置于监督之下，决不能滥

用权力，打造一支守纪律、讲规矩、拒腐蚀的纪检

监察队伍，让党放心、人民信赖。

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雅安发

展振兴必须依靠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共同奋斗。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加大对干部，特别是奋战在一线

的基层干部的关心爱护，关注他们的成长进步，关

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对干部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困

难，要设身处地加以理解，满腔热情给予帮助，让

每名干部都能切身感受到组织关怀和温暖。春节将

至，在这里，我代表市委，向奋斗了一年的全市广

大干部职工，并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家人致以新春的

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刻都不能松，半

步都不能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 “狭路相逢勇者

胜”的斗争精神，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推动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再上新台阶，把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引向深入，为加快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市

提供坚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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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在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伊林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

各位代表：

我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查。

２０１８年主要工作

２０１８年，在中共雅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人

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省

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四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

专注服务中心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权，聚焦发展

出智出力，聚焦民生用心用情，聚焦法治担当担

责，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展现了新时

代雅安人大的新作为新气象。

———我们以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根本，深入贯

彻落实党委重大决策部署。树牢 “四个意识”，坚

定 “四个自信”，践行 “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习近

平总书记对雅安的嘱托特别是 “天府之肺”的赞

誉，转化为助推我市绿色发展振兴的强大动力。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主动向市委请示报告人大工作的重大事项，把

党委的主张、意图和决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

人民的共同意志，实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高

度统一。紧紧围绕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统筹谋划

人大工作的基本思路和着力重点，确立５７项年度工

作议题。认真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对２７个课题进行调研，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

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有机统一，严格落实

任前法律考试、任职承诺、投票表决、宪法宣誓、

集体谈话、述职测评等制度，全年依法任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３３人次。认真做好筹备，及时任命新组

建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确保机构改革顺利推进。

———我们以 “真实效”为履职要求，深入推进

人大机关作风建设。作风最能体现党性修养，反映

政治本色。我们注重抓班子带队伍，抓学习强素

质，抓制度促规范，强化使命担当、责任意识和为

民情怀，做到守底线、讲规矩与勇担当、求实效双

向发力、有机统一，确保人大工作有正气、有底

气、有朝气。坚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导向，对具

有挑战性的工作敢于攻坚克难、善做善成，对平凡

的工作、程序性工作努力做出特色亮点，对每一项

工作都用心、用情、求真、较真、务实、落实，努

力追求卓越、做到极致，把 “真实效”要求和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贯穿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全

过程。坚持调研求真、审议求实、督办求效，在监

督工作中注重提出实打实的意见建议，对症下药，

精准发力，着力推动法律实施、问题解决和工作落

实。连续多年将脱贫攻坚、生态环保、食品安全、

饮水安全、养老事业发展、教育、禁毒等热点难点

问题纳入重点监督清单，以钉钉子精神反复抓，年

年抓，换届后继续抓，对认准的问题扭住不放、一

抓到底，努力做到切口小、切入深、震动大、效果

好，小切口见大视野、大民生。

———我们以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为抓手，积

极助推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市委四届四次全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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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 “五个走在全省前列”的

目标，提出要创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绿

色发展制度创新走在全省前列。我们把助推绿色发

展示范市建设作为第一要务，准确把握切入点和着

力点，通过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推动

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在立法方面，针对

青衣江流域内水污染和水环境治理体系 “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把水污染防治作为地方立法重点。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已经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于今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该条例

在畜禽养殖污染预防、城镇雨污分流监管、水电站

生态流量下泄管控等方面进行了创制性制度设计和

立法探索，通过源头立法实现对青衣江流域的有效

保护。《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已经两次

审议，该法规草案主要探索建立基层水环境源头治

理新机制。以上两部地方法规，为全国、全省推进

相关领域立法提供了先行探索的雅安实践。

———我们以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课题研究

和试点示范为切入，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在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召开前，市人大常委

会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 “建立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

决制”的建议，得到省委、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

视，该建议被写入省委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决定》。之

后，常委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 《民生实事

项目代表票决制研究》课题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对

课题报告高度肯定，希望雅安 “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实践经验”，并将雅安列为全省票决制试点市。

在立足实际、大胆探索、稳步推进市级层面试点工

作的基础上，我们积极指导县乡人大同步开展试点

工作。我们要求，坚持 “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

么，就干好什么”，把群众 “急难愁盼”作为民生

实事项目选择的首要原则，实行民生实事项目 “群

众提、代表定、政府办、人大督”，努力实现政府

决策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高度融合，实现 “为

民作主”向 “由民作主”的突破性转变。

———我们以乡村振兴 “四个我”活动为载体，

始终彰显人大代表主体地位。人大工作的主体是代

表，水平看代表，潜力在代表。常委会虚心听取代

表意见，自觉接受代表监督，通过沟通联系、扩展

平台、落实制度、加大财政支持、加强后勤保障、

营造舆论氛围等措施，支持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把

助推乡村振兴作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重点，

创新开展 “乡村振兴———我参与、我推动、我带

头、我示范”活动。各县 （区）结合实际，开展

“评星授牌”“以能设岗，以岗履职”“争做合格代

表，助推乡村振兴”等各具特色的活动。各级人大

代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找准助推乡村振兴的切入

点和突破口，涌现出带头进行 “厕所革命”、带头

推动 “高岗村模式”、带头建成产业示范园等一大

批履职典型，取得较好成效，得到省人大常委会、

市委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省人大常

委会组织１３家省级媒体来雅开展集中采访，宣传推

广代表助推乡村振兴的 “雅安模式”。

在注重讲政治、强作风，创新探索人大工作雅

安新实践的同时，常委会统筹推进立法、监督、决

定、任免、代表等各方面工作，认真行使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权，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服务发展大局，全力助推绿色发展振兴

常委会坚持服务全市中心大局，聚焦经济高质

量发展，全力助推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常委会领导认真参与重点

特色产业推进工作，协助做好重点招商项目对接和

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工作。积极推进林浆纸一体化

项目落户雅安，为相关企业注册、选址、签订投资

协议等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听取审议雅安市经济社

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报告、２０１８年

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及时开展

经济形势分析研究，着重针对项目投资、绿色产

业、开放合作、改革创新等提出审议意见。听取市

政府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首次开展政府工

作报告重点事项进展情况专题询问，督促支持绿色

发展、重大项目、教育文化体育产业发展等重点工

作有力有序实施。依法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对旅游

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重大项目

进行深入调研，提出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等意见建

议。围绕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组织驻雅国、省人

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市委要求政府将人大代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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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分类提出落实工作方案。调

研 “４·２０”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督促政府找准政策措施与雅安发展需求的契

合点。听取审议产品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报告，持续

跟踪审议意见落实，促进全市产品质量工作水平得

到较大提升。关注文旅融合发展，调研藏茶产业、

黑砂产业发展情况，督促做好产业传承和创新。

夯实绿色发展本底。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持续开展专项监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首次

同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

法开展执法检查，深入５４个乡镇７９个点实地查看

工业企业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情况，列出５５个具体

问题并印送市政府。市委专题听取执法检查报告，

对报告给予充分肯定。相继开展野生鱼类保护专题

询问、鸟类保护专题调研，督促政府建立野生动物

保护长效机制。全面落实河长制，督促抓好水污染

防治、水环境保护，有效促进流域环境改善。督促

中央、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听取审议年度环

境状况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开展垃圾分类

“高岗村模式”专题调研，持续推动城区 “一江三

河”污水截流管网建设、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

理，推动城区餐饮油烟、汽车尾气、工地和道路扬

尘污染问题治理，促进全市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２０１８年雅安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处于全国全

省前列，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过程中，人大监督

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财政健康运行。加强预算审查监督，开展

预算法执法检查，进一步增强各级预算法制意识。

指导各县 （区）开展乡镇预算审查监督，推动预算

审查监督全覆盖。听取审议决算、预算执行等报

告，审查批准２０１７年市级决算、２０１８年预算调整

方案。落实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

展的改革要求，主任会议首次听取市级预算专项资

金安排使用情况报告。强化债务风险防控，主任会

议专题听取市政府债务情况报告。建立预算审查前

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机制，拓宽代

表和公众对预算审查工作的参与。听取审议审计工

作报告，列出涉及１１个市级部门６１项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清单，强化对整改工作的监督，目前５３项问

题已整改到位。

二、关注民生福祉，着力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常委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监督，切实促进人民群众幸福

安康。

试点民生实事票决。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和市委

的要求，常委会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成立民生实事

项目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印发工作

实施方案，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加强对各

县 （区）票决制工作的指导，发动代表广泛征集民

生实事项目建议。市政府认真做好民生实事项目的

征集和筛选工作，提请本次大会票决的６件民生实

事候选项目，具有较强的普惠性、公益性和社会效

益，综合考虑了政策法规、要素保障等因素。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持续关注中高山少数民族

乡村振兴发展，积极反映基地建设、技术培训、市

场营销、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困难问题，推动中

高山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农业产业提

质增效。开展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执法检查，依法推

进高质量脱贫。听取审议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报

告，督促政府坚持问题导向，促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常委会领导深入联系贫困村，走访慰问群

众，宣讲有关政策，开展脱贫攻坚全覆盖督导，督

促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帮扶措施落实。

常委会机关持续开展联系贫困村 “回头看、回头

帮”，促进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开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种养殖业发展情况调研，促进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健康发展，相关金融机构全年累计向种养殖

户发放贷款１０００余万元。

推动城乡建设管理。专题审议雅安市城市总体

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３０）实施评估报告，督促政府总结

现行总体规划编制执行经验，有序开展新一轮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扎实

抓好６个社区、２个大院 “联包帮”工作，统筹推

进人文环境培育工作。精心组织开展中心城区道路

交通管理情况专题询问，针对我市中心城区交通规

划滞后、交通管理不规范和行车乱、过街险、出行

难等突出问题持续强化监督。通过各方的联动和努

力，专题询问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已整改到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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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交通管理状况不断改善，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果。积极推动绿美城乡建设，相继开展城乡规划管

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城市

公园规划建设、城区添花增彩、城区公共厕所建设

管理等专题调研，提出针对性工作建议。

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关注重建项目，连续两年

通过省人大争取雅安社会事业灾后重建设施运营管

理经费，促成省财政将该经费纳入均衡性转移支付

因素予以统筹考虑。关注养老事业，推动老年人健

康体检制度初步建立，督促加快医养结合试点市建

设步伐。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有效促

进政府简化手续流程、优化建设模式，针对工作中

的瓶颈问题向省人大提出立法建议，相关建议内容

写入新修订的 《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关

注学前教育，持续推动政府加快公办幼儿园新扩建

步伐、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面，着力缓解学前教

育资源不足问题。关注食品安全，持续跟踪 “菜篮

子”工程建设，促进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菜篮

子”内容更加丰富，人民群众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关注饮水安全，持续跟踪九龙水库、南郊引水及配

套管网工程建设，督促政府完善供水设施，确保九

龙水库一类水质惠及中心城区全体市民。关注禁毒

工作，推动多营强制隔离戒毒所加快工程建设，有

力促进解决病残吸毒人员 “收治难”等问题。关注

宗教事业，促进宗教场所、宗教活动依法管理。发

挥人大信访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化解社会矛盾中

的作用，全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４７３件次。

三、突出法治引领，有力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常委会坚持推进依法治市，充分发挥民主法治

建设一线作用，努力为全市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民

主法治环境。

坚持人大主导立法。深入贯彻中央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新要求，认真执行

“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

立法工作机制，拓展深化基层立法联系点、地方立

法协助基地等制度。在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村

级河长制立法中，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

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提前介入起草环节，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地方特色，认真写好 “有效管用的几

条”，对生态保护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制

度设计。深入开展立法调研和论证，召开立法听证

会、沟通会、座谈会，对立法计划和法规草案广泛

征求意见建议，引导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

立法。

推进法律法规实施。发挥好执法检查的 “法律

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在深入查清实情的基础上，

坚持用事实说话，对突出问题该曝光的曝光，该点

名的点名，着力推动整改落实，全年共对６部法律

法规开展执法检查。对 《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条

例》实施一年多来的情况开展检查，采取明查与暗

访相结合方式，重点检查自管委组建运行、公共设

施维护、垃圾清运、污水处理、微田园种植、经费

收取和管理等情况，有力促进我市首部实体性法规

落地生根，全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

升。“巩固和提升灾后恢复重建成果，先行先试新

村聚居点管理立法”被评为 “２０１８雅安十大改革创

新案例”。《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颁

布后，及时向市委提出贯彻实施的意见建议，召开

《条例》新闻通气会，为 《条例》实施营造良好舆

论环境。积极配合上级人大开展执法检查、立法调

研或征求意见工作，对民法典、省教育督导条例等

２０余部法律法规提出修改意见近１００条。维护宪法

和法律权威，对６３件党内规范性文件代拟稿进行合

法性审查，提出审查意见３７条；及时对市政府和县

（区）人大常委会报送的１５９件规范性文件进行备

案审查，监督纠正３件。

强化司法工作监督。创新开展 “两院”重点工

作评议，聚焦扫黑除恶、基本解决执行难、家事审

判改革试点、未成年人检察等工作，增强 “两院”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意识。听取审议市法院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

况报告，紧扣我市生态资源区域特点，要求拓展案

件范围，提升审判能力，创新固化经验，并对审议

意见持续跟踪问效，市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

“环境资源司法实践基地”，各县 （区）建立了补植

复绿、生态修复基地。听取审议市检察院公益诉讼

工作情况报告，分别向市检察院、市政府印发审议

意见和配合做好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派员旁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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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首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汉源湖非法电

鱼案”庭审，主动开展监督，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我市公益诉讼工作走在全省前列。跟

踪督促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市检

察院驻雅安监狱检察室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派驻监

管场所一级规范化检察室。

四、发挥代表作用，大力引导代表依法履职

常委会坚持代表主体地位，密切代表与群众的

联系，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代表作用得到较好

发挥。

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组织代表参加集中学

习培训，不断提高代表履职能力。试点推进代表联

络站建设，不断完善和规范基层代表活动阵地。邀

请代表１２０人次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执法检查、

专题询问、旁听庭审、政府系统作风整顿监督、听

证会等活动。组织代表围绕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开展视察调研，积

极建言献策。认真服务国、省人大代表，积极协调

梳理雅安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上级帮助解决的一系列

困难和问题，通过国、省人大代表的反映和呼吁，

得到上级的重视和支持。在雅安日报、雅安广播电

视台开设 “代表风采”专栏，推出代表履职先进事

迹３０期。

深化代表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落实常委会组成

人员联系人大代表机制，定期深入基层走访代表，

及时了解代表和群众的意见诉求。指导各县 （区）

普遍开展了代表接访选民和向选民述职等活动，代

表的桥梁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结合雅安建设

绿色发展示范市、乡村振兴示范市的实际，在全市

各级人大代表中广泛开展 “乡村振兴———我参与、

我推动、我带头、我示范”活动，号召代表立足本

职岗位、发挥优势特长，为建设 “五美乡村”献计

出力，汇聚起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全市近

８０００名各级代表积极响应、全面参与，围绕乡村振

兴听民声、办实事，累计提出各类意见建议 ２２００

条，资助贫困学生 １４００余名，帮助解决就业岗位

１６００余个。

提高代表建议办理实效。开展代表建议质量和

办理实效双评价工作，评选出１８件优秀代表建议，

并对其办理实效进行量化评价，通报评价结果，推

动建议质量和办理实效双提升。选择７件代表建议

作为重点督办建议，由常委会分管副主任牵头督

办、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牵头领办，邀请领衔代表全

程参与督办。对市政府及１０个部门代表建议办理情

况进行工作评议，推动代表建议办理从重 “答复

率”向重 “解决率”转变。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以

来代表提出的１８７件建议均已办结，促进金熊猫旅

游卡推出、１２０“微急救”平台开通、姚桥农贸市

场投用、城区立体人行过街设施纳入规划等一批便

民惠民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五、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夯实依法履职基础

常委会坚持从严从实要求，不断提升依法履

职、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做到 “打铁还需

自身硬”。

全面加强机关建设。及时传达贯彻中央、省

委、市委重要会议精神，常态化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有序开展组成人员、人大代表、机关干

部培训。着力引导机关干部正确处理好公与私、有

为与有位的关系，提振精气神，画好同心圆，努力

营造和谐共事、踏实干事、用心成事的良好氛围。

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抓好巡视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推进机关文化建设，开展 “庆七一”知识竞

赛、 “宪法宣传周”和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等活动。

着力打造 “智慧人大”，建成代表履职掌上服务系

统、预算联网监督平台，信息化建设走在全省人大

系统前列。

完善人大工作机制。对县 （区）和市级相关部

门贯彻落实市委加强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文件精神进

行跟踪督查，针对督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向市委作

了专题汇报，市委办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

作的通知》。修订常委会会议议事规则、主任会议

议事规则，制定常委会党组工作规则、机关党组工

作规则，进一步提高民主决策制度化、规范化水

平。修订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保障和规范组成人

员更好履职。修订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进一步

规范任免程序。制定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教育培

训、办公用品采购和经费审批等办法，进一步提高

机关服务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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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外宣传交流。自觉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的

工作指导和监督，主动向省人大常委会请示报告工

作。我市票决制研究、立法工作、代表工作在国、

省人大常委会有关会议上作经验交流，雅安人大工

作得到省人大常委会、市委的充分肯定。全国各地

人大来雅考察交流５０批次。召开县 （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座谈会、联席会，深入基层调研，加强市

县乡人大工作交流与联动。加强组织策划，创新宣

传方式，增强宣传效果，在国、省人大新闻奖评选

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奖等次和数量名列全省各市州

第一，各级各类媒体报道我市人大工作８００余篇次，

为常委会和人大代表履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常委会取得的成绩，是市

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共同努力的结

果，是 “一府一委两院”、各县 （区）人大常委会

和社会各界支持配合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市人

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工作还存在

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是：精准精细立法有待加

强，善于监督、有效监督的能力有待提高，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的机制有待完善，常委会联系代表、代

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人大及其

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有待健

全。对此，我们将虚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的意见，

认真加以改进。

２０１９年主要任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之年，是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深入推进之

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切实增强 “四

个自信”，忠实践行 “两个维护”，在市委坚强领导

下，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统领，以助推绿色

发展示范市建设为主线，以建设 “四讲四有”人大

机关为抓手，围绕市委四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

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坚持

“一线”状态、“一线”作为，在绿色发展示范市建

设中展现雅安人大新面貌新担当。

一、聚力聚焦助推绿色发展

紧紧围绕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谋划人大工作，确

保人大工作与市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加强经济

运行、预算决算监督，听取审议计划执行、预算执

行、决算、审计等工作报告，围绕重点项目建设、

专项资金安排使用与绩效跟踪督促，推进人大预算

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开展预算联

网监督，跟踪督促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建立政

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

开展全市国有资产情况调研，对国有企业改革、资

产负债、企业薪酬等加强监督。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关注 “四个中心”建设，积极参与重点特色产

业推进工作，协助做好林浆纸一体化项目落户雅安

的相关后续工作，听取审议文化体育产业推进、科

技创新驱动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 （雅安片区）建

设、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等情况报告，开展全市民营

经济发展、茶叶加工企业转型升级情况调研，促进

中高山地区特色优质果蔬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

保，听取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报

告，跟踪督促环保 “三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中

央和省环保督察 “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

二、全心全意维护人民利益

围绕乡村振兴，听取审议水土保持工作情况报

告，跟踪督促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审议意见落实，关

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深化联系贫困村帮

扶。围绕城市建设管理，开展城市规划建设情况调

研，跟踪城市公园规划建设、城区添花增彩、城区

公共厕所建设管理、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城区供水

管网改造、九龙水库、南郊引水及配套管网工程建

设情况。围绕社会普遍关切，开展艾滋病防治专题

询问，开展安全生产、老年人健康体检工作、宗教

文化资源与旅游康养融合发展情况调研，听取审议

高中阶段教育质量提升、社会保障工作情况报告。

围绕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组织开展民生实事

项目实施情况跟踪监督，听取审议项目进展情况报

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对项目推进不力的，通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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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强化监督。及

时总结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经验，建

立健全协调联动、情况沟通和定期评估等工作机

制，认真研究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努力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三、尽职尽责推进民主法治

扎实推进地方立法，审议通过 《雅安市村级河

长制条例》，合理安排实施年度立法项目，拓宽人

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途径，构建顺畅的意

见表达、反馈机制，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推进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开展体育法执法检查，跟

踪监督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开展 《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条例》立

法后评估。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加强备案审

查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做

好市委文件代拟稿合法性审查。强化司法监督，听

取审议诉讼服务中心提档升级、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等情况报告，开展 “两院”重点工作评议，跟踪督

促公益诉讼审议意见落实。支持和监督监察机关依

法行使职权。做好选举任免工作，加强对被任命人

员的任后监督。完善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机制，加强

对决定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

四、再接再厉抓好代表工作

把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作为人大工作的主攻

方向，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全力为代表履职行

权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当好后盾。抓好代表履职

培训，强化代表履职激励监督。探索完善闭会期间

代表履职方式，改进代表视察调研工作，开展多领

域、深层次的集中视察和专题调研，丰富代表主题

活动和代表小组活动，完善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

表、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全面深化 “乡村振兴———

我参与、我推动、我带头、我示范”活动，在精准

组织上下功夫，在纵深拓展上出实招。加强代表履

职 “大数据”平台建设，推广代表信息化履职平

台、代表建议网上办理系统使用。开展优秀代表建

议和办理实效评价工作，强化对承办单位承诺事项

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进一步提高代表建议落实

率、问题解决率和代表满意率。

五、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

加强常委会政治建设，旗帜鲜明落实中央政治

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委重大决策部署。开展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开展纠 “四风”回头看。坚

持重大事项及时向市委请示报告，完善与 “一府一

委两院”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人大系统上下联

系，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组织开展常委会组成

人员集中学习和专题讲座，组织机关干部参加业务

培训，开展乡镇人大主席专题培训。推进人大机构

改革，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整合部门职能，

优化人员配置。联动开展 “四讲四有”人大机关建

设，把 “真实效”要求体现其中。加强人大宣传、

信息化建设和机关文化建设，为人大工作营造良好

氛围。

各位代表，目标催人奋进，奋斗成就梦想。让

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在中共雅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勤勉履职、积极作为，为加快建设绿色

发展示范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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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在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雅安市人民政府市长　邹　瑾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查，并请市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主要工作

过去一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在市人大、市政协大力支持与监督下，我们坚

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践行 “两个维

护”，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

神和市委决策部署，迎接挑战、攻坚克难，圆满完

成了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６４６１亿元、增长８１％，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０２％，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４６４３６亿元、增长 １２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１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００３亿元、

增长１４９％，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８３％、９％。

一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

神，雅安绿色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作出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战略部署，为雅安量身确定建设绿色发

展示范市定位，指明了转型发展方向，给雅安高质

量发展带来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市委四届三次

全会确立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明确实施 “八大

行动”；四次全会提出实施 “六大工程”，明确了

“五个走在全省前列”阶段性目标。一年来，我们

紧紧围绕省委、市委全会决策部署和省政府工作安

排狠抓落实，雅安绿色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东

进融入”初见成效。完成城市总规修编论证与报批

程序，开展县域经济和市域产业发展等多个规划编

研。与成都及周边市州进行交通延链、产业共建、

民生共享、环境共治等深度合作，签署合作协议５６

个，落地合作项目６０个。成雅铁路建成运营，雅安

步入动车时代；雅康高速正式通车，成雅快通、峨

汉高速加快建设，融入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

与区域交通枢纽建设正不断拓展雅安发展新空间。

绿色载能产业加快发展。成功争取雅安纳入全省水

电消纳产业示范区，昌泰良德１５万吨碳酸钙、安山

钢铁８３万吨炼钢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一名微晶、

四环锌锗等重点企业完成扩能，建成省级开发区５

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３１家，其中绿色载能企

业新增１４家。大数据产业快速起跑。成功争取雅安

纳入全省大数据产业聚集区，占地２６５平方公里的

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快速规划和建设，总投资１８亿元

的一期工程进展顺利，４个大数据项目落户园区。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势头强劲。中国藏茶城加快建

设，喇叭河、安顺场等景区完成改造提升，蒙顶山

景区实现资产重组，王岗坪、龙苍沟等生态旅游度

假区加快建设；夹金山干部学院助推全市红色旅

游；成功举办首届熊猫灯会，开展雅安旅游香港专

项推介，启动 “坐动车游雅安”主题活动，承办第

二届四川旅游新媒体营销大会，牵头发起成立中国

·大熊猫文化联盟；新增国家４Ａ级景区２个，雅

安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康养产业良性起步。

雨城海子山国际森林康养度假区、石棉草科温泉康

养小镇等重点项目启动建设，市医院医养中心顺利

开建，天全慈朗湖康养新城一期建成投用，周公

山、大川河等一批特色重点康养项目完成招商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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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凤鸣诗歌文化康养园等康养园区加速规划与招

商，名山花间堂等康养综合体、后山朴院·梨花溪

等一批民宿投放运营，雅安成功入选２０１８中国康养

城市５０强 （第７位）。全年接待游客和外来康养人

数分别增长１７％、１０５％。

一年来，我们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第一要务，经

济发展质量得到新提升。项目有效投资持续扩大。

成立项目编研中心，优化推进机制，全年实施市以

上重大项目３６４个，完成投资３４８８亿元；重大产

业项目完成投资同比上升 １６７个百分点，四川正

祥、雅化锂业、东辰科技等３８个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落地建设，中恒天汽车项目累计完成投资３０亿元，

首批汽车投产下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加快构

建 “５＋１”绿色产业体系，汽车及机械装备制造、

先进材料、清洁能源、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分别增长

９９％、１７７％、３９％和２０１％，现代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８８％。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１３３∶４６９∶

３９８。发展效益得到提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排全省第１１位，比上年提升９位；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速排全省第 ２位，其中税收占比达到

７４４８％，比上年提高３７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增长

４８５％，比上年提高６４个百分点；全市银行业金融

机构存贷比提升４３８个百分点。县域经济持续壮

大。全市各县区经济总量、质量、产业结构和新兴

产业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雨城、石棉、宝兴

在全省县域经济综合排位中进入山区类前十位。汉

源被评为全省三农工作先进县，宝兴、天全被评为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先进县，宝兴、石棉被评

为四川省旅游强县。

一年来，我们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城乡面貌呈现新变化。中心城区加快扩容提

质。自筹资金启动总投资１３亿元的雨名快速通道建

设，完成大兴新区主干道及综合管廊一期建设，经

开区站南大道、大兴滨江大道、农科一路等５条干

道建成通车，水津关大桥、大兴二桥、多营青衣江

大桥建设顺利，城市主动脉进一步畅通；大兴新区

建设提速，草坝组团向东拓展，经开区产城一体规

模扩大，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大，中心城区建成区面

积新增１６平方公里；雅安火车站及站前广场、雅

安综合客运枢纽等项目建成投用，一批星级宾馆加

快建设，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完成中心城区公交

系统规划，组建市属国有独资公交公司，加快提升

城市公共交通能力；启动补绿添花增彩工程， “女

娲补天”雕塑成为雨城新地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有序推进，城市服务与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县城

和集镇建设步伐加快。６个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更加完善，建成区面积增加 １１平方公里。

培育创建国家和省级特色镇２个，上里镇被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龙苍沟镇成功创建省级特色

镇。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１５个百分点、达

到４６８５％。以产业提升带动乡村振兴。三条百公

里百万亩乡村振兴产业带进一步扩面提质，新增特

色产业基地４２万亩。中国供销川西农副产品物流

园建设顺利，川九襄农贸商城建成投用。 “蒙顶山

茶”被评为全国 “最具经营力品牌”，“雅安藏茶”

荣获四川省十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并被评为全国

“最具发展力品牌”，“汉源花椒”被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雅鱼”成为农业农村部组建后认证的第

一个农业地标品牌。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完工，总投资１６亿元的全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和城

乡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设项目全面启动。新改建农

村公路２７４公里。建成幸福美丽新村３１１个。

一年来，我们突出问题导向，三大攻坚战取得

新胜利。精准脱贫任务如期实现。７９９３名贫困人口

脱贫、１１１个贫困村成功退出，全市现行标准下建

档立卡９４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２６１个贫困村全

部退出。环保管理水平和质量在整改中提升。中

央、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扎实推进，关停

企业２３家，关拆小水电４７座，猪儿嘴水厂搬迁及

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全面完成，永兴硫化碱渣场等

一批重大环保问题加快整治，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年度整改任务全面完成，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

改９４％。强力打好秋冬季蓝天保卫战，优良天数比

上年增加１９天、达到３１９天，ＰＭ２５浓度同比下降

１５７％，在全国１６９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稳

居前列。

国家土地例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销号 ５９９个，

整改面积２９万亩，补缴整改资金１６８亿元。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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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砂石私挖滥采行动成效明显，市域水环境保护

年度目标圆满完成。重大风险总体可控。全面清理

和积极化解政府债务，政府债务风险安全可控。依

法稳妥处置非法集资、拆迁还房等一批专案，清理

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防范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依

规取消３户小贷公司业务资格，银行业金融机构不

良贷款率下降至２０９％，全市经济秩序平稳。

一年来，我们纵深推进改革开放，持续释放经

济发展新动能。年度深改任务圆满完成。国资国

企、农业农村、投融资、医药卫生等改革深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高岗村模式”、县级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 “石棉模式”成功入选 《四川改革试

点典型案例集》，重点投资项目全程代办新机制、

茶产区茶园认领制管理助力脱贫纳入全省第二批可

复制可推广经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加快。大

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强化节能

降耗，淘汰９户企业落后产能，单位ＧＤＰ能耗完成

省定目标；组建四川黑砂产业技术研究院、精细陶

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２５％；建筑业产值增长２６％。发展中要素配置进一

步优化。强力开展主城区征地搬迁 “攻坚大会战”，

累计完成征地６６１５６亩、搬迁５５７万平方米；组

建旅游、交建发展基金，设立大数据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整合市县国有融资担保资源，政府新型融资

机制逐步优化；实施 “雅州英才”工程，引进高层

次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５０５名，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实现零突破。开放协作实效提升。成立北京

等４个招商分局，不断创新招商机制。全年引进到

位市外资金４２０５亿元、增长１２％。引进亿元以上

项目落地８１个、同比增加３４个。经开区规划５９９

平方公里物流园区路网建设全面完工，雅安无水港

项目有序推进。与甘孜、凉山合作推进汉源花椒产

业发展，与福建省宁德市缔结友好城市，与华南师

大、东南大学等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民间投资活力

不断激发。新增市场经济主体１５万户，民间投资

增长３８１％，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新增２９家。召

开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２６条措施，民营企业内生动力不断激发。全市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１１２６亿元，其中

民间存款余额增长１２３％。

一年来，我们努力保障民生办实事，各项社会

事业实现新发展。年度民生实事圆满完成。认真办

好十项民生工程和２０件民生实事，城乡低保标准分

别提高到每人每月５２０元、３５０元；为 ４８万名困

难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城镇新增就业２１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７９％；开工建设限价房１２２７

套，完成危旧房棚户区等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４５１０

套，落实公租房１１４９套，改造农村危旧房、土坯房

４４４６套，年度房地产供地量增加３５％，从严清理和

打击捂盘惜售、炒卖房号、虚假销售等违规行为，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主城区完成 “５＋３”背

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农贸市场６个，老城居民区

危旧电路改造等一批民生实事完成，人民群众在改

革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民生支

出８６６亿元，占比超过６６％。优质教育发展实现

突破。引进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雅安北附实验

学校等优质教育资源，天立学校二期工程建成并投

用；名山中学成功创建为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高考一本上线率提高５２８个百分点；启动建设幼儿

园５个，新增普惠性学位３０８２个。文体事业协调发

展。高颐阙文博公园开工建设，雅安川剧艺术博物

馆建成投用， “川矿记忆”文化公园、荥经黑砂展

示馆、汉白玉博物馆等落成开放。新建全民健身路

径５６条，承办省级以上体育赛事１６项。医疗健康

事业有序发展。华西医院托管市人民医院协议正式

签订，新创三级医院４家，全市公立医院床位增加

１８０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常住人口签约率达到

６６％。同时，全市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气

象、档案、地方志、外事侨务和港澳台等各项社会

事业健康协调发展。

一年来，我们不断强化平安雅安建设，社会治

理取得新成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深化。平安

雅安建设深入推进，智慧公共安全系统建成投用，

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立案数下降１５７％，刑事

案件、侵财案件发案率连续三年下降，命案现案实

现连续两年１００％侦破，平安建设满意度测评名列

全省第３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

坚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全市立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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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涉恶案件１９２起、刑拘３９７人，侦办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件 ２起、恶势力集团犯罪案件 ９起，查处

“关系网” “保护伞”１０人。法治雅安建设稳步推

进。创建全国、全省法治示范县区 ３个。全市村

（社区）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一批影响社会稳定

因素得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

９７％。民族宗教、军民双拥共建工作有序推进。安

全生产和防灾抗灾工作扎实有效。强化打非治违，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分别

下降１４３％、８２％和９８％，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

好。成功处置汉源富泉镇向明村山体滑坡和梨园乡

栗园村河沟头滑坡、石棉县４３级地震等重大灾情，

汛期紧急转移群众２１万人，实施工程治理１４处，

排危除险 ２８处，有效保证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一年来，我们狠抓行政审批改革和效能问责，

政府服务能力得到新提高。 “放管服”改革深入推

进。探索推行 “八个一 ＋四配套”工作机制，在全

省率先推行 “最多跑一次”改革，２３５项行政审批

事项新纳入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市级部门行政审

批事项全部集中、授权到位；行政审批提速８０％，

３２２个事项实现一小时办结，“最多跑一次”实现率

达到９０％；抽样调查办事效率提高８０％、群众满意

率达到９９２％。雅安改革工作受到国务院督查组和

省政府领导肯定。政府系统作风集中整顿收到实

效。历时４个月集中整治政府系统能力不足不能为、

动力不足不想为、担当不足不敢为、效率不高慢作

为４方面１８个突出问题，全市政府系统共整改问题

３４８６项。在市委主导下推行关键部位干部提拔、选

任、轮岗交流、回炉提升 “四个一批”，部门 “中

梗阻”问题得到初步治理；实行政务事项 “五归

口”管理，建立健全政府网络理政 “四大平台”，

提升了工作效率、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开展 “三

清理五严查”，与纪委监委联动效能问责，立案查

处１７０件１８９人，从严问责１２６人；树立十佳敢当

敢为局长、敢于破难科长、政务服务标兵，正向激

励机制正不断激发干部正能量。 “公开承诺、阳光

考评”改革初见成效。出台 “基础目标考评 ＋创先

争优激励”的量化考评、以分计绩效办法，实施一

把手 “公开承诺、阳光考评”跳起摸高激励机制，

２３个市政府部门和６个市属国有企业一把手９５项

承诺的基础事项全面完成，８６项跳起摸高事项完成

７８项。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推进。自觉接受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

督，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全部办结。大力

支持人大、政协和法检两院开展工作，积极配合做

好人大代表检查视察、政协委员调研调查，定期向

人大报告工作、向政协通报工作。创新推进行政执

法 “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不断提升。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指引的结果，

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科学决策与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市人大、市政协强力支持和全市人民共同拼搏奋

斗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

干部群众，向全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

界人士，向驻雅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所有关心支持

雅安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

敬意！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雅安经济社会发展

还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政府工作还有不少没有做

好。从经济发展来看，总体上发展质量还不高，先

进制造业规模不大，现代服务业发展后劲不足；雅

安５４４％的辖区面积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４０８％的辖区面积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转型发展

任务重，财政增收成为少数县区的难点；对外开放

水平不高，重大项目接续乏力。从去年工作来看，

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和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去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安排的个别项目进度滞后，一些想办的

事没能办成；保障改善民生任务繁重，脱贫成果还

需进一步巩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待提升。从政

府自身建设来看，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防范化

解各类风险能力需进一步强化；适应新形势和新要

求的工作水平还有差距，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

善，干部敢作敢为和抓落实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高度重视，勇于担当，努力

采取措施积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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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１９年总体要求与工作目标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雅安建设绿色发展示

范市的深入推进之年。在新的一年里，国际形势不

确定性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和困难明显

增多；雅安走绿色发展之路环保要求更高，资源约

束更紧，转型发展压力加大；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增

高，政府性融资与举债管控从严，我们前进路上面

临许多新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

战。党中央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省委 “一干多支、五区协

同” “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纵深推进，

川藏铁路即将启动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加快建

设，雅安被列为全省绿色载能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和

大数据产业聚集区，即将开展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

试点，这为雅安绿色发展带来良好契机。直面挑

战，迎难而上，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

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工作安排，新一年雅安发展大有

可为。

今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全面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纵深推进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大力实施 “六大工程”，统

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各项工作，攻坚克难，团结苦干，推动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奋力推动 “五个走在全省

前列”，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

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８％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９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０％，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９％以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８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８％、９％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以内，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今年政府工作总体要求是：牢牢把握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应对稳中有变，坚持稳中求进，以

“稳”求 “进”，以 “进”促 “稳”。正确把握好

“稳”与 “进”的辩证关系，切实做好稳就业、稳

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 “六

稳”工作，抢抓发展机遇，增强工作信心，心无旁

骛抓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努力实现新突破。坚持绿

色转型发展方向。绿色是雅安的底色，绿色发展是

雅安攻坚转型的要害关键。坚定不移践行 “两山”

理论，加快发展 “５＋１”绿色产业，力破绿色资源

转化瓶颈，下定决心走出一条特色发展新路子。全

面贯彻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这

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

总的要求。着力扩大有效供给和有效投资需求，坚

持做大总量、优化结构双管齐下，努力培育壮大一

批龙头企业，提升产业链水平，推进雅安发展行稳

致远。突出重点力求突破。紧紧围绕市委四届五次

全会提出的建设川西区域性中心城市、全省乡村振

兴示范市和川西大数据中心、川西物流中心、川西

教育中心、川西医养中心等 “两市四中心”目标，

强化资源整合，压实工作责任，在全面推进中突出

重点，千方百计实现工作突破。强化改革创新增活

力。坚持优化体制机制和激发内生动力为重点，新

时代改革再深化。要以思想大解放促进改革大提

升，深化重点领域各项改革，积极推进财金互动、

市场融资、飞地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探索，为雅安发

展注入新动力与活力。攻坚克难过 “紧日子”。面

对错综复杂经济形势，要做足攻坚克难思想准备，

面对前进路上各种困难务必迎难而上、团结苦干。

坚持开源节流，优化支出结构，省下钱来抓项目促

民生保重点，千方百计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三、２０１９年重点工作安排

为实现２０１９年工作目标，我们将突出抓好以下

九个方面工作。

（一）突出项目抓手，提升有效投资和区域

协作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

略部署，突出项目建设，积极融入成都平原经济区

一体化发展，提升区域协作水平。

着力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全年计划实施亿元以

上基础设施项目４５个，完成投资９０亿元以上。配



!""# !$%&'(()

*+,-

!

"

#

$

附　录

!""# !$%&'(()

*+,-

*+,.

４１９　　

附
　
录

合做好川藏铁路开工建设相关保障工作，协同推进

雅眉乐自城际铁路前期工作，积极争取雅西客专列

入国网规划。开工建设泸石高速，加速峨汉高速建

设，力争天雅高速邛崃至雅安段、石棉至甘洛高速

纳入省高网规划。实现成雅快通雅安段路基全线贯

通，加快省道２１７线石棉至甘洛段等重点项目建设。

加快水利能源设施建设，完成九龙水库大坝枢纽工

程，推进永兴水厂、玉溪河综合整治项目建设，加

快建设送出加强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和锅浪跷电站、

新庙电站，推进老鹰岩电站工程启动。强化项目工

作实效，组建雅安规划设计院，提升项目编研中心

水平，提高项目编研质量；保障重点项目用地，加

强水、电、气、运等要素服务。

主动融入成都平原经济区。抓好成雅深化合作

座谈会签约项目落地落实，务实深化合作领域与项

目拓展。与成都共同构建关联产业链，共同打造大

数据产业联动区；协同推进成雅工业园建设，积极

承接成都产业转移；加快建设乡村振兴 “七大共享

平台”，提升雅安农产品成都市场占有率。促进成

雅铁路动车运营加密，衔接成都国际空港、铁路

港，积极承接疏解成都西向物流功能。坚持互促互

利，不断增强区域社会事业联动、治安联防、环境

联治实效。

提升开放协作实效。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围绕

绿色产业重点招商，充实驻外招商分局力量精准招

商，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园区与委托招商，发挥

商会、协会、企业作用以商招商，全年引进到位市

外资金４２０亿元以上。强化重点项目与产业招商，

引进５亿元、１０亿元产业项目分别达到１２个、５个

以上。积极联动 “三州”，协同推进清洁能源、文

化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产业合作。

（二）聚焦 “５＋１”产业体系，推进重点绿色

产业突破发展

大力发展汽车及机械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清

洁能源、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大数

据产业，培育具有雅安特色的产业体系。

推动绿色载能产业集聚发展。抓住建设水电消

纳产业示范区重大机遇，打造全省绿色载能产业发

展示范基地。出台推进绿色载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意见，加快试点政策落地实施，着力推进新增消

纳水电１００亿千瓦时用电指标逐步变成雅安发展新

动力。引进和培育重点绿色载能企业５户，四川正

祥、雅化锂业、东辰科技等绿色载能项目完成投资

３０亿元以上。力争全市绿色载能产业总产值达到

１９０亿元、增长１０％以上。

加快建设川西大数据中心。完成川西大数据产

业园一期工程，搭建大数据双创孵化平台。加快西

部云谷二期、云锦四川川西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建

设，引导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和数据使用企业

将云计算中心、灾备数据中心落户雅安，探索建立

大数据交易与运用平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力争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１０亿元。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将农产品加工业作为

产业振兴重点，力促雅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草坝农

产品加工区一期工程初步成形，下决心推进一批藏

茶、绿茶和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园区。出台优

惠扶持政策，促进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保鲜、储藏、包装等

加工设施，鼓励企业前端延伸带动建设原料基地，

后端延伸建设物流营销和服务网络。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达到１０７亿元、增长２０％，市内加工转化率达

到５０％。

提升园区发展实效。坚持能入园区尽力入园

区，把产业园区作为工业集聚发展的龙头和载体。

强化园区基础与配套设施建设，推进园区扩容提

质，工业园区面积新增２平方公里以上，全市工业

园区营业收入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大力推进经开区创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制定优惠政策鼓励老旧企

业 “退城入园”。突出项目落户入园，全市引进入

园企业４８户以上，其中经开区１０户；新增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２３户以上。完善飞地经济合作机制，推

行项目分成股份制管理，以市场法则推动飞地园区

协同发展。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安工业、川西机器

等军民融合项目建设。实施市以上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１２个，高新技术企业新增２户、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增长６７％。鼓励在外雅商、农民工、大学

生、退役军人中的精英返乡创业。积极搭建政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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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平台，力争实现１户企业上市挂牌融资。

（三）继续夯实绿美本底，加快推进生态文旅

养融合发展

强化生态资源保护，做好生态与文化旅游康养

融合发展大文章，加快建设中国国际特色旅游目的

地和川西医养中心。

强化生态保护与自然资源管理。强化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建设，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全市森林覆盖

率达到６６％。积极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建

设，巩固保护生物多样性。开展公共机构节约能

源、绿色社区示范创建，鼓励市民低碳出行。做好

第三次国土调查，推进自然资源统一调查和确权登

记，抓好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清理处置，推进 “大

棚房”、违规违法占用国家资源专项清理整治和自

然保护区矿业权整改，进一步提高自然资源管理

水平。

“两手抓”推进文旅产业发展。一手抓文旅园

区，一手抓全域旅游，加快生态文化资源有效转化

为旅游优势。突出大熊猫、茶马古道两大国际文旅

品牌，规划建设熊猫文化新城区，力争引进建设大

熊猫繁育科学院，完成大熊猫科普中心建设，积极

构建开放式活态化全域性大熊猫文化博物馆体系；

加快建设蒙顶山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园和王岗坪、龙

苍沟生态旅游度假区等重点项目。完成中国藏茶城

一期建设，积极申办茶马古道藏茶文化旅游节。加

快推进二郎山、百丈湖、灵鹫山等文旅综合项目开

发，完成碧峰峡国家５Ａ级景区创建。提升民宿旅

游品质，促进 “旅游＋”多态融合，积极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

促进康养产业发展。抢抓国家医养结合试点

市、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机遇，加快

培育森林、阳光、医疗、温泉、运动康养和旅居养

老新业态，积极打造医疗康养特色品牌。加快周公

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雨城海子山国际森林康养

度假区、石棉草科温泉康养小镇、大川河健康产业

园等综合项目建设，创造条件完成大兴康养新城

区、凤鸣诗歌文化康养园项目招商，力争项目启动

建设。加快市医院医养中心建设，全市兴办医养结

合机构３家以上。鼓励民营资本兴办社会养老机构，

提升乡村农家乐养老服务水平，打造高水平康养

小院。

力补设施与服务短板。抓旅游交通设施，推动

“三山环线”旅游公路建设，加快推进雅上线、雅

望线等重点旅游公路和支线旅游交通建设。抓旅游

公共服务，新建一批主题文化酒店，基本建成雅安

希尔顿、水韵天城五星级酒店。打造西康味道特色

美食街区，加快构建火车站周围商业服务圈。启动

旅游商品集中展销中心建设，精细开发大熊猫、蒙

顶山茶、雅安藏茶、黑砂、根雕、汉白玉等一批特

色文创旅游商品。加大新业态培育力度，积极引进

嘉年华等大型品牌的综艺与娱乐项目，积极开发探

秘、游乐、新奇体验、健康保健等文旅养产品。

实行打捆联动促销。坚持统筹规划和市域资源

整合，共同打造大熊猫科普之旅、茶马古道文化之

旅、生态医疗康养之旅、健康呼吸之旅、红色文化

之旅等特色旅游线路。突出市县一盘棋，下决心变

“散打”促销为打捆联动促销。实行口号联合、资

金联筹、景点联票、市场联营、平台联网，出台

“坐动车游雅安”优惠激励措施，建设智慧 “旅游

云”，强化政府、景区和旅行社联手，继续巩固近

端市场，努力拓展中远端市场，来雅游客量增长

１８％以上。

（四）抢抓国家工程建设机遇，推动城市建设

与城市经济发展

国家即将开工建设川藏铁路，大熊猫国家公园

建设步伐加快，给雅安发展带来难得机遇。紧扣国

家重大工程建设，加快优化全市城镇规划和资源配

置筹划，大力度推动城镇体系建设和城市经济

发展。

提升城市科学规划水平。顺势而为开展城市特

色规划研究，做好规划战略与布局调整。加快推动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推进旅游、产业、交

通、生态等专规融入，促进 “多规合一”。协同加

快中心城区交通体系、产业布局、物流商贸、地下

综合管廊、海绵城市、住房保障等专项规划编制及

修编工作。围绕承接疏解成都西向物流功能，力争

西藏物资供应基地、川藏铁路后勤保障基地等功能

布局雅安，积极规划与争取进藏物资集散地、川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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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战略物流中心建设。

强化中心城区建设与管理。加快雨名快速通道

及金鸡关互通改造项目建设，推进雨 （城）名

（山）经 （开区）同城化发展；完成大兴二桥、雨

城大道、南外环线等主体工程，确保水津关大桥、

多营青衣江大桥建成通车，中心城区基础设施项目

完成投资５０亿元以上。加快大兴新区建设，支持名

山组团向东扩展，推动经开区产城一体，规划建设

草坝文教新城、北郊 “西康记忆”，力争中心城区

建成区面积新增２平方公里。开工建设国际熊猫会

展中心，争取共建中国·大熊猫文化博物馆，完成

高颐阙文博公园、大兴滨江文化绿廊公园主体工程

建设。积极打造主城区西入口迎客厅，提升改造主

城区６个农贸市场，完成８条背街小巷整治，全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协同推进国家卫生城市、省双

拥模范城、省级森林城市联创工作，不断提升城市

形象。

提升服务业和建筑业。把今年作为服务业提升

年，制定专项政策，召开服务业发展大会，促进服

务业突破发展。积极推进雅安物流园、无水港、

ＬＮＧ物流一张网、快递物流分拨中心等重点项目建

设。积极引进供销ｅ家项目落地建设，确保中国供

销川西农副产品物流园一期上半年开园投用。抓好

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建设省级城乡高效配送试点

城市。支持雨城区建设全省服务业强县。下决心抓

好建筑业突破发展，积极新培育一级资质建筑企业

２家以上，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力争建筑业产值

增长１２％以上。

提升国资国企经营管理水平。制定市属国有企

业五年发展规划，出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明晰市属国企功能定位，强化分类管理与绩效

考评。提高国企业务经营和投融资能力，强化国企

参与地方建设主责主业，引导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

和关键经济领域集中，鼓励市属国企向外业务拓

展。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登记与监管，增强

国企管理团队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水平。进一步完善薪酬制度，健全国企经营团队

工资与效益挂钩机制。全市国有企业总资产达到

１０００亿元以上，实现营业收入、利润各增长 １０％

以上。

加快城镇体系建设。落实省 “宜居县城建设行

动”，积极打造各具特色、环境优美的新型县城。

强化县城新区拓展与旧城改造并重，不断增强人口

集聚、产业发展和辐射乡村功能。持续抓好 “百镇

建设行动”１４个省级试点镇建设，加快培育１个国

家级特色镇和４个省级特色镇。强化乡镇功能配套

建设，提升集镇承载能力，推动有条件的中心集镇

实现由镇向城转变、有条件的乡撤乡设镇。全市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１２个百分点。

（五）夯实底部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与县域经

济发展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建设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市，不断壮大县域

经济实力。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发展规模经营，推进农村

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积极引导

和鼓励工商企业租赁承包地，发展良种繁育、设施

农业和规模化养殖等现代农业；加强流入方农业经

营能力、履约能力等资格审查，防止和纠正流转耕

地 “非农化”。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

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加快特色产业带建设。坚持产业振兴带动乡村

振兴，突出市场导向推进全市特色产业提质增量。

持续提升三条百公里百万亩乡村振兴产业带建设水

平，新增标准化产业基地 １５万亩，新发展绿色

（有机）农业３万亩。整合利用农产品品牌，不断

提升 “蒙顶山茶” “雅安藏茶” “汉源花椒”等

“雅字号”品牌影响力和同类产品打捆闯市场能力。

大力发展家庭观光农场、度假休闲民居。认真落实

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完成省下达相关目标

任务。

强化农村环境整治。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争创 “美丽四川·宜居乡村”，实现

幸福美丽新村全域覆盖。推广 “高岗村模式”，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建设。完成１００个新村

聚居点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加快乡村公厕和户

用厕所新建改造。深入实施 《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

理条例》，健全新村管护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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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化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激励导向，全面落实扩权强县和支持县域经济

发展各项政策，探索建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县

域经济分类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县区按照发展定位

和重点，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支持天全争创县

域经济强县和生态示范标杆县，荥经争创县域经济

强县和天府旅游名县，石棉争创生态示范标杆县和

天府旅游名县，雨城、名山、宝兴争创天府旅游名

县，芦山争创生态示范标杆县，汉源争创县域经济

强县。

（六）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强化政策措施落地，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营造高效便捷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开展政策大落实专项行动。全面落实省委省政

府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２０条措施和市委市政府

２６条措施，实施聘请第三方评估落实政策效果、民

营企业代表评议政府部门制度，评估和评议结果纳

入政府激励考核。加快升级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发

展动力、平台服务、金融支持，畅通民营企业诉求

反映渠道。开展金融信贷、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

领域专项督查，建立通报约谈制度，坚决打通政策

落地 “最后一公里”，引导民营企业家坚定信心、

安心发展。

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实施 “大企业大集团

领航计划”，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引进优质资本、先

进技术延长产业链、扩大产能，培育一批龙头领航

企业，力争新增主营业务收入超１０亿元企业６家。

实施 “中小微企业成长计划”，推动３０户企业 “小

升规”。实施 “名企名品培育计划”，建立商标品牌

培育库，培育一批名企名品。鼓励和支持更多民营

企业参与市内总部物流、文旅康养、农业开发、现

代商贸等领域项目建设，大力开拓新兴市场，不断

增强 “雅字号”民企实力。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建立全市统一的企业

维权服务平台，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

和自主经营权。开通服务民营企业直接电话，突出

转变作风真诚为民营企业服务。强化新成立的市民

营经济发展局协调服务与维权职能，与市金融工作

局联合办公。支持成立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建立

领导干部联系重点民营企业、商 （协）会制度，进

一步密切政商亲清关系。

（七）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进一步夯实全面

小康基础

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破解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保障高水平全

面小康目标实现。

巩固脱贫成效。聚焦已脱贫的９４万贫困人口

与已退出的２６１个贫困村，完善动态监测机制，持

续开展 “回头看、回头帮”，切实巩固脱贫成果。

做好凉山等地自发搬迁到雅安的贫困人口脱贫工

作，确保精准脱贫不落一户一人。

持续推动污染防治。持续打好污染防治 “八大

战役”，不断提升环境质量。统筹推进中央、省环

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打好蓝天保卫战，突出治理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加大秸秆焚烧、餐饮油烟、机动

车尾气、建筑扬尘等整治力度，确保空气质量进一

步提升。全面落实河 （湖）长制，加大 《雅安市青

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宣传和实施力度，加快

水污染治理与水生态修复。完成２８个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项目和１８个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建

设，有序有效推进乡村污染治理。

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

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犯罪。

建立健全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制度，完善租购并举

的住房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加强

政府债务管控，坚决预防和制止违法违规融资

行为。

（八）强化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坎上、落实到行动上，

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持续发展好民生

事业。

尽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办好年度计划民生实

事，认真落实人代会民生实事票决项目，确保一般

公共预算民生支出占比 ６６％以上。深入实施市县

（区）长 “菜篮子”工程，从今年起连续三年每年

安排１０００万元集中建设中心城区蔬菜基地。加大财

政对公交事业的投入，统筹优化中心城区公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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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启动 “餐厨垃圾”智能收

运和智慧监管，鼓励引导有条件老旧小区安装电

梯。改造危旧房棚户区４３５１套，中心城区房地产新

增供地计划增长 ３０％以上，力促获地企业开工建

设。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落实社保降费政策，健全农村留守儿

童、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加强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工作，切实做好弱势群体帮扶济

困。统筹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发展，持续抓好

水电库区后续建设和发展。

协同发展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努力

提升教育质量。新建改扩建幼儿园５所，推动成都

市实验外国语学校雅安校区建成招生，持续推动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稳妥有序推进高考综合改

革，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切实办好特殊教育，

持续解决入园难、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今

年上半年完成华西医院正常托管市人民医院工作，

积极促进成都中医药大学与市中医院深度业务合

作。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善分级诊疗制度，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配合办好纪念大熊猫

科学发现１５０周年系列活动，开工建设市体育中心

附属工程。规划金凤山城市公园，继续办好熊猫灯

会和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大力开展城乡文化活

动，积极引进特色文艺展演与体育赛事，打造乡村

文化品牌建设示范点 ２０个，不断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

进一步深化社会治理。继续打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深入推进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严厉打击各

类突出违法犯罪，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积

极推进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建设全市社会

管理数据中心和指挥中心。持续开展 “七五”普

法，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诉求。推

广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加强治安联防、社

区网格化管理和城管、交警等力量协同整合，强化

源头治理，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开展食

品、药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治理，确保不发

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运用科技手段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扎实做

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深化全民国防教育，

增强全民国防意识。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努力建设民族和美走廊。

（九）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升服务发展水平

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深入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不断提升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

水平。

强化规矩意识。以坚定的政治性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战略决策，坚决务实抓

好市委工作部署在政府系统落地有效。坚持依法行

政和照章行权，鼓励干部为了雅安发展敢作敢为，

坚决查处为了私利违章违规办事。完善政府法律顾

问制度，教育和引导行政机关与工作人员依法办事

和提高行政应诉能力。进一步强化专家决咨与政府

科学决策，严格履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自觉

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

协民主监督，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意见，

主动接受与支持监察、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舆论

监督，进一步确保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提升服务水平。清理规范各类行政许可、公共

服务、涉审中介服务等事项，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推进 “证照分离”，统筹实施 “多证

合一”改革，推行市场主体简易注销。规范 “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推进跨部门联合监管和 “互联

网＋监管”。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拓展 “八

个一＋四配套”，全面推行审批服务 “马上办、网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监管

体制机制创新和全流程电子化，加强全市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

增强落实能力。完成政府机构改革，优化部门

职责职能，推进政府部门更加有效运转。有的放矢

开展专题培训，切实提高政府系统工作人员抓落实

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强化清单管理，坚持挂

图作战，进一步提升绩效考评的激励导向。继续实

行一把手 “公开承诺、阳光考评”，鼓励能人带领

团队敢作敢为跳起摸高。落实正向激励、容错纠

错、关心关爱机制，进一步调动政府系统干部积极

性。逗硬执行督查问效与罚戒机制，确保工作落实

见效。

守牢工作底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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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 “一岗双责”，切实做到党风廉政建

设逐级有人真抓真管。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

施细则精神等系列规定，坚决驰而不息整治 “四

风”，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按照不低于

５％幅度压缩各级机关一般性公务支出，规范和整

合行政办公资源，从严管控机关新增修缮与采购项

目，坚决防止铺张浪费。进一步拓展审计监督的广

度和深度，强化经责审计和重点领域监管，坚决管

好用好纳税人上交的人民群众的财政资金。严守生

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质量安全、社会稳定

和廉洁从政工作底线，努力建设平安政府。

各位代表：雅安发展继往开来，开拓奋进责无

旁贷。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加快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真抓实

干，攻坚破难、锐意进取，千方百计完成市委和人

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

市，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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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在政协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韩　冰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代表政协雅安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工作，请各位委员审议，请同志们提出

意见。

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也是雅安实现 “五年整

体跨越”目标的决胜之年。一年来，在中共雅安市

委的坚强领导和省政协的有力指导下，市政协及其

常委会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

题，全面贯彻市委四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紧扣

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始终坚持市委中心工

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充分发挥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认真履行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加快建设

绿色发展示范市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

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毫

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市政协充分发挥

党组核心作用，坚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引领，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践行 “两个维

护”，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全市政协系统全

面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学习研讨活动，专门制定活动方案，强

化市、县区政协联动推进，实现政协组织和政协委

员全覆盖。以纪念 “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年暨改

革开放４０周年为契机，组织召开座谈会，自觉继承

人民政协光荣传统，紧扣服务市委中心工作，坚持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努力找到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对标中共中央加强新

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全

国、全省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务实

加强和改进我市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

（二）以中共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扎实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始终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四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

委、市委重要会议精神，扎实开展 “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１２

次、主席会和常委会专题学习１６次、委员小组学习

讨论１６次，开展专题调研并形成较有针对性的高质

量调研报告１５份。

二、聚焦中心工作，助推绿色发展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市委总体

安排，深度聚焦 “一核两翼”市域发展新格局、绿

色产业振兴等开展专题调研，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

示范市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

（一）树牢绿色发展理念，协力打造飞地经济

主引擎。飞地经济是雅安当前和今后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主引擎。我们组织部分市政协常委赴成都

高新区空港集团、金堂成阿工业园开展专题考察调

研，学习借鉴打造飞地经济的成功经验，认真研究

飞地经济如何促进我市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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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县区互补合作等具体事宜，形成了 《关于加快

推进我市飞地经济发展的报告》。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充分肯定并批转经开区管委会，提出具体实

施意见。

（二）积极向上争取，竭力促进环境保护与资

源开发协调发展。高度关注我市生态保护区面积不

断扩大对部分县矿产、水电等产业发展的影响，组

织专门力量开展深入调研，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在

省政协全会上通过委员提案等方式集中反映。充分

发挥民主党派直通车渠道作用，在全国政协会上提

交了 《关于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建议》

等提案，努力为雅安经济社会发展争取最大的空

间。其中，通过省政协向省委、省政府报送大熊猫

国家公园体制机制试点中雅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

议，得到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签批，要求省级相

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

（三）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助力我市全域旅游

发展。一是助力汉源打造世界飞翔新圣地。为促进

汉源湖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在致公党四川省委支持

下，协调省体育局、西南交大、省航空运动学校成

立 “低空飞行项目组”，邀请市级各民主党派和市

工商联、市级有关部门、汉源县政府以及部分市政

协委员开展研究论证，从明确发展目标、科学编制

规划、分步推进实施等６方面提出具有较强针对性

和操作性的建议，助力汉源打造世界飞翔新圣地。

二是助推宗教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厚重

的宗教文化底蕴是建设 “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的

重要旅游文化资源。市政协专门组织调研组学习考

察五台山、法门寺在宗教文化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

方面的有效做法，提出把握好宗教政策边界，把宗

教文化场所建设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大视野、融入文

旅项目大平台，规划建设宗教文化旅游环线，推动

蒙顶山禅茶文化旅游高层次发展等具体建议。三是

建言发展 “山头”旅游。鉴于我市牛背山、达瓦更

扎、王岗坪、轿顶山等 “山头”资源丰富的优势，

市政协组成调研组学习借鉴都江堰、峨眉山景区开

发经验，着力避免高山观光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

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向市委提交 《关于大力发展

“山头”旅游助推雅安全域旅游发展的报告》，建议

从规划布局、模式创新、要素保障等６个方面入手，

稳健发展 “山头”旅游。四是协力非遗保护与文旅

产业发展。组织课题组对我市硗碛多声部民歌、荥

经砂器烧制技艺、尔苏木雅藏族 《母虎历法》等进

行调研。借鉴云南玉溪、普洱等地非遗项目保护传

承的做法和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人才培养、

提升创新能力、推进非遗保护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等具体建议。以上调研形成的建议均得到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相关县区、市级相关部门均进

行专题研究并提出具体落实办法。

（四）高度关注经济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列入市政协视察监督

与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协商，组织调研组深入全市

８县区和经开区调研，并赴绵阳、德阳考察学习，

有针对性地提出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全力

推进绿色载能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等对策

建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对策建议作出批

示，市科技、经信等部门进行了专题研究，推动了

我市相关政策的出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

企业座谈会和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召开后，

市政协立即开展雅安民营经济工作调研，召开民营

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形成 《关于促进雅安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的建议》，在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

召开前报市委决策参考。围绕好莱坞 （中国）茶马

古道国际旅游度假区、未来嘉年华雅安国际旅游度

假区等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引进落地，组织法律界

委员前往上海、山东等地考察，认真研究项目合

同，在风险规避、核算回报、供地条件等关键内容

上提出建设性意见，报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市

政协还充分利用对外交流学习机会，通过商会牵线

搭桥，拜访网络技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企业，

积极推介雅安优惠政策和资源优势，邀请企业界人

士来雅考察投资。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还按照市委

工作安排，全面参与了我市重点特色产业推进

工作。

三、关注热点难点，协力三大攻坚

打好 “三大攻坚战”事关决胜全面小康大局。

我们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和智力密集优势，

紧扣市委确定的重点目标任务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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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难点问题认真履职尽责。

（一）上下联动，为脱贫攻坚出力。始终把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政协系统持续

深入开展 “我为扶贫攻坚做件事”活动。全市共有

１４０７名政协委员参加活动，参与率达１００％；在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

方面做好事实事４６２７件，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贫困

群众的高度评价。组织召开全市政协系统扶贫攻坚

工作现场会，联合致公党四川省委持续实施乡村基

层治理课题 “周坪永续社区”项目，在荥经县、宝

兴县持续实施 “边远民族地区中小学生素质提升”

项目，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联系帮扶８个贫困村，累

计筹措、协调各类资金２６５万元，用于支持联系村

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我市中

高山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是全市最难啃的一块 “硬骨

头”，市政协组织力量赴凉山州昭觉县学习考察，

深入石棉、汉源、荥经彝族群众聚居区实地调研，

及时向市委汇报并提出具体建议。２０１８年水资源费

改为水资源税后，既导致我市部分县地方财政分成

大为减少，也直接影响到扶贫脱贫工作。为此，我

们及时展开深入调研，形成 《关于严格执行四川省

人民政府第 ２０５号令 落实水资源税分享政策的建

议》报省政协，在书面报送的同时开展多渠道呼

吁，受到省政府高度重视。

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发挥各自优势，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市民革向留守贫困儿童等捐赠助学

金、奖学金和免费午餐项目援助资金等累计５６０余

万元。市民盟定期到联系贫困村开展调研帮扶，协

调提供资金支持联系村特色农业发展。市民建开展

农业科技培训和指导２０余期，培训人数达３７００余

人次，组织会员开展对口专项扶贫，协助安置就业

人员８５０余人，支持乡镇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捐赠

近１００万元购置医疗器材设备。市工商联以 “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为载体，探索 “乡村振兴战

略” ＋精准扶贫新路子，全年新增１４家企业与２２

个村签订帮扶协议，实现了民营企业与建档立卡贫

困村帮扶签约全覆盖，其中有 ７个单位荣获全省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单位，３人荣获全

省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个人。

（二）深入调研，为污染防治献策。针对市民

群众普遍反映近三年来，雅安市主城区雾霾天数增

加的问题，市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邀请市环保

局、市气象局的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专题调研，提

出加快完善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切实推进工业企

业烟粉尘整治、建筑工地施工扬尘治理等整改建

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政协的建议高度重

视，要求相关部门综合施策，全力打好 “蓝天保卫

战”。

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积

极参与环保督查 “回头看”，以中央督察组反馈问

题整改为重点，同时对省督察组反馈的问题一并开

展督察。在全面了解整改推进落实的基础上，侧重

检查小水电专项整改、工业园区企业废气污水排

放、农村养殖污染问题整改，并及时提出督查意

见。担任河长的市政协副主席定期巡河，带头履职

尽责。

（三）发挥政协优势，为防范化解风险支招。

由于受经济下行、环境约束趋紧等影响，我市不少

中小微民营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市政协为此邀请部

分政协委员和市工商联、金融办、银监局以及部分

金融企业负责人组成课题组，就全市中小微企业反

映最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深入调研，形成 《关

于雅安市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调研

报告》，提出成立功能性工业国有投资平台、大力

实施政府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努力发挥地方政府企

业融资增信作用等５条具体对策建议。市委主要领

导作出 “建议很好、很实。请政府研究，提出切实

可行的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的批示。

市政府积极吸纳政协调研建议，出台了 《雅安市推

进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意见》，努力为中小微企业转

型升级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市政协把及时准确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作为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的有力抓手，紧扣市委关于建设和谐

雅安必须坚守的 “六条工作底线”，充分发动委员

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可能影响

社会稳定的各类风险隐患，开展走访调查，快速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其中，聚焦公共安全方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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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提交了加强电梯安全使用监管、在城区主干道

设置中心隔离护栏等建议；应对安全度汛方面，提

交了城区道路内涝整治等建议；维护健康安全方

面，提交了加强宠物医院医疗废弃物处置监管、做

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工作等建议。全年共收集整理

编报各类社情民意信息３５篇，报市委、市政府２６

篇，报省政协９篇。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风险

提示类社情民意信息及时批转，市级有关部门迅速

处置，有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四、推进协商民主，增强议政实效

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雅安市委关于新形势下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推进协商

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有事好商量的民主氛围

进一步形成。

（一）全会集中协商共谋发展，献计绿色发展

示范市建设。政协全会是政协民主协商的最高形

式。在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上，全体政协委员围绕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开展全面集中协商，形成提

案２７４件，其中，将涉及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民

生改善等十个方面的６９条重点建议送市政府决策参

考。市政府高度重视，制定了 《市政协四届二次会

议对市政府工作建议责任分工方案》，强化组织实

施，市级有关部门充分吸纳委员提出的建议，推动

了相关工作落实。省政协十二届一次全会期间，组

织住雅省政协委员提交提案４７件、社情民意１４条。

其中，加大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灾区发展振兴

推进力度、支持雅安建设中国大熊猫文化国际旅游

目的地等关系雅安长远发展的建议引起省上高度

重视。

（二）常委会议视察交通重点工程，助推川西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围绕建设川西综合交通枢纽，

市政协常委会议开展了对铁路和公路交通重点项目

建设推进情况的专题视察。在肯定市级有关部门落

实市委交通发展战略和具体规划的同时，客观分析

了我市交通建设在资金保障、征地拆迁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建议扎实抓好雅安交通规划的实施，加快

实施交通通达行动，以资源换资本，推动资本变股

本，吸引更多的交通项目落地雅安，努力改善交通

建设状况，促进雅安经济社会发展。

（三）界别协商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助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

的主力军和突击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

量。市政协组织市民革、民盟、民建、工商联、无

党派人士等界别委员和市农工委、农业局负责同志

实地考察调研，客观分析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存在的问题，建议把支持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与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工作相结合，加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人才队伍建设，增加对农民专业合

作社、涉农企业、产业园区的扶持力度，有力有效

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四）对口协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团结引导

教育信教群众。为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信教群众和宗

教界人士，积极参与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市政协

充分发挥包容性强、联系面广等独特优势，组织部

分市政协委员，会同各县区政协深入调研，充分听

取寺庙、道观、教堂教职人员和教徒信众等各方意

见，总结工作成效，发现问题不足，就宗教活动如

何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正确引导信教群众，更

好地发挥宗教场所在我市全域旅游行动中的作用提

出建议。

（五）围绕民生民本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及时

回应社会各界关切。集中培训全市政协系统提案工

作人员，认真评选优秀提案和提案办理先进单位，

在雅安日报连续刊载 “问效政协委员提案”专栏，

促进提案办理在服务全市中心工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经主席会议研究，将涉及支持三农、优质教

育、城市管理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８件提案作为

重点提案开展办理协商。其中，关于雅安市中心城

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优化雨城区城市道路

交通信号设置的建议等提案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

高度重视。市政协还组织相关市政协委员，聚焦广

大市民极为关注的规范公安交警非现场交通违法查

处行为，开展集体提案追踪问效；市委政法委、市

政府法制办及时联合开展全市公安交警行政执法专

项监督检查工作，交警部门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梳

理，积极整改，及时回应了社会各界的关切。

（六）创新开展地方立法协商，有力提升科学

立法水平。市政协围绕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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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开展地方立法协商，与市政府法制办、市

水务局建立联系机制，组织政协委员学习 《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和 《雅安市地方立法条例》，到

绵阳市学习立法协商工作经验，深入基层实地查

勘、走访、座谈，听取包括乡、村级河长在内的６０

余位同志的建议，邀请市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

士、专家学者召开立法协商座谈会，从水域界定、

职责规定、河长退出、经费保障等方面，有针对性

地提出 １３条建议，使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

（草案）》得到进一步完善。

（七）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民主监督工作

有力有序。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２０１８年

改革的重要任务。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完成市政协

牵头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

实施意见》，并以雅委办发 〔２０１８〕８号文件正式

印发实施，为政协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提供了有

力保障。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围绕强化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开展协商监督，提出进一步提升环资法官综合

素养和专业化能力、加速健全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等

协商建议报送市委。市委主要领导批转市委政法

委，要求协调推进全市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更好为

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做出贡献。专程赴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等单位，开展市政

协委员担任特约监督员履职情况专题调研，就如何

发挥好特约监督员作用向市委提出建议。市委主要

领导批示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协调工作，全力支持

政协委员担任特约监督员履职。

五、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狠抓委员综合素质

提升，持续深入挖掘利用文史资源，强化宣传引

导，推进机关规范化建设，为政协履职提供高质量

服务和保障。

（一）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机关运行质效不断

提升。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市政协

党组高度重视机关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懈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 “一岗双责”，持之以恒

抓好 “八项规定”的落实。对省委第三督查组正风

肃纪集中督查反馈问题逐一进行整改，持续推进机

关作风建设，不断强化纪律意识、责任意识与担当

意识，工作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二）以组织培训为抓手，不断提升委员综合

素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政

协干部和政协委员学习培训的要求，邀请知名专家

围绕 “四川禁毒工作形势与应对策略” “乡村旅游

项目运作”“城市规划建设”举办市政协常委会专

题学习讲座，接受学习培训的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干

部达３５０余人次。组织２０位政协委员和市、县区政

协机关干部参加全国政协、省政协集中培训。组织

市、县区政协常委、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共６５人，

前往浙江大学学习培训，紧扣雅安实际确定培训内

容，开设了 《生态经济与休闲产业发展》 《博弈思

维与中国热点问题分析》 《国家治理背景下的合作

共事与参政议政能力提升》等课程。通过有特色、

有成效的自主培训，打开了委员思路，开阔了委员

视野，学习培训实效逐步在提案、大会发言、社情

民意中得到转化。雅安市政协 “强化委员培训，提

高履职能力”的做法作为经验在全省政协系统

交流。

（三）挖掘利用文史资源，发挥存史资政作用。

组织开展文史资料工作调研，围绕 “挖掘文史资

源、助推雅安发展”主题，开展专题研讨活动，甄

选研讨论文２９篇，编撰 《雅安文史资源挖掘与传

承文集》。联合石棉县政协、绵阳监狱编撰出版了

《四川新康石棉矿文史》，通过大量 “三亲”史料和

文献资料，客观、生动记述了新康石棉矿从建矿、

发展、辉煌到转型的５８年历程，留存了新康石棉矿

史料，丰富了地方文史宝库。

（四）强化宣传引导，汇聚发展力量。围绕市

委宣传工作要点，扎实做好宣传贯彻中央和省委、

市委重要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

要讲话和全国 “两会”精神，做好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纪念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１０周年和 “４

·２０”芦山强烈地震５周年专题宣传活动。强化政

协系统通讯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运用新媒体能

力，努力推进机关信息化建设工作。全年市政协网

站上传宣传信息３６５条，上报省政协网和四川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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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信息１２５条，较好地提升了雅安影响力。利用市

政协书画院平台，先后策划联办了纪念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 “古路飞歌”摄影展、“五美乡村”摄影作品

展，组织部分书画家参加省政协书画作品展和眉山

市东坡文化书画交流会，积极开展 “送文化下乡”

“送文化进军营”，成功举办 “雅州书法大讲堂”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融宣传于活动之

中，通过生动活泼、效果独特的宣传方式推介雅

安，展示了雅安良好形象，为雅安经济发展汇聚

力量。

各位委员，同志们：

过去一年，市政协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

中创新，呈现出团结民主、务实进取的生动局面。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中共雅安市委正确领导的结

果，是全市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大

力支持的结果，是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

大政协委员团结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政协

常委会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面对

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我们的工作还存在如下主要

不足：一是政协组织设置尚不完善；二是议政建言

质量还要不断提高；三是推动协商成果转化应用的

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

在来年的工作中认真改进。

２０１９年主要任务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雅安建设绿色发展示

范市的深入推进之年。市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在中共雅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突出团结民主两大

主题，全面贯彻市委四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精

神，聚焦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始终坚持市

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

自觉把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和对政协工作

的各项要求落实下去，把全市各族各界人士的智慧

力量凝聚起来，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努力为雅安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７０

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

一、坚定正确方向，树牢政治意识

把自觉践行 “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

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始终在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大、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和市

委四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精神；扎实贯彻全国

和省、市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

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协党组领导核

心作用，履行全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领导带

头转作风促落实，善于把党的主张通过民主程序转

化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思想

共识和行动自觉，确保全市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不断前进。

二、服务中心大局，助推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

把围绕市委总体安排建言出力作为履职主线，充

分发挥好政协专委会基础作用和政协委员主体作用，

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着重聚焦大力实施 “六大工

程”和奋力推动 “五个走在全省前列”，紧扣促进我

市经济稳增长、持续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积极融入成

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统筹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推进 “四个中心”建

设等市委确定的年度工作要点，从推动全域生态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绿色载

能产业集聚发展等方面选准切入点，做好深入调研，

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履职尽责。

三、凝聚智慧力量，协力攻坚克难

把协力持续打好 “三大攻坚战”作为履职重

点，纵深推进 “我为扶贫攻坚做件事”活动，持之

以恒深度融入全市脱贫攻坚大局，扎实开展 “回头

看”“回头帮”，力促脱贫攻坚工作在巩固中发展，

在发展中提升。持续跟踪中央、省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助推全市污染防治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协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省级森林城市。进一步畅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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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对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的独特作用，协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协商民主

把发挥好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作为长期任务，自觉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引导市级各民

主党派、市工商联和广大政协委员树立协商民主理

念，增强协商民主意识，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实事等年度目标任务，精

准选好协商议题，认真组织实施。把协商、监督、

参与、合作融为一体，把协商民主贯穿于政协履行

职能的全过程，更好地凝聚智慧力量，协力助推党

政重大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五、锻造先进机关，提高履职质效

全面加强学习型、服务型、效能型、廉洁型机关

建设，不断提高做好新时代政协机关工作的能力水

平。探索委员服务与管理的创新举措，进一步强化委

员培训，深化委员 “五个一”活动，持续提升委员

综合素质和履职质效。深入挖掘文史资源，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扎实做好存史资政工作。推进机关信息化

建设，着力强化新形势下的政协新闻宣传工作。稳步

推进政协机构改革，优化政协专门委员会设置。充分

发挥界别作用，努力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等党外委员在人民政协履职创造条件。

各位委员，同志们！新时代担当新使命，新征

程呼唤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雅安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奋力谱写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加

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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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在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雅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提请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并请市政

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面对宏观经济形势愈加复杂、经济下

行压力不断加大等多重挑战，全市上下坚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和市

委决策部署，围绕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扎实开

展项目攻坚，认真执行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

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市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６４６１亿元，增

长８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２１９８元，增

长８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３２４２元，增

长９％。

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指　标 单位 目标 完成情况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 ８ ８１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 ９５ １０２

　续表

指　标 单位 目标 完成情况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 １２ １２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 １０ １０

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３ ４２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
％ ８５ １４９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 ８１ ８３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 ９１ ９

城镇化率提高 百分点 １２ １５

居民消费价格累计

上涨
％ ３以内 １９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下降
％ １５ 预计完成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１７２ ２１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４以内 ３７９

森林覆盖率 ％ ６５ ６５

　　备注：受宏观经济形势和非洲猪瘟影响，全省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同比回落０１个百分点，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低于预期目标０１个百分点。

（一）项目投资。

大力实施 “项目攻坚年”计划，制定 “项目攻

坚年”工作方案，全市实施市以上重大项目 ３６４

个，总投资 １３６０５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１９３个。健全重大项目 “谋划储备、领导干部挂联、



!""# !$%&'(()

*+,-

!

"

#

$

附　录

!""# !$%&'(()

*+,-

*+,.

４３３　　

附
　
录

基础保障、调度通报、督促检查、考核奖惩”六大

机制。成立雅安市项目编研中心，精准策划包装储

备重大项目，制定 《雅安市项目储备库管理办法》，

全市储备项目４０００余个，估算总投资超过８０００亿

元。每季度召开项目推进现场会，组织四次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集中开工项目２２９个，总投资４９０亿

元。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４６４３６亿元，增

长１２２％，其中民间投资完成 ２４４６６亿元，增长

３８１％；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８５２８亿元，增长

４６１％。３６４个市以上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３４８８亿

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３００５亿元。

（二）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旅游康养 （含文化、体育）、汽车及

零部件、林竹、茶、绿色载能、电子商务和现代物

流、中医药及大健康、石材循环经济８个重点特色

产业，着力构建以汽车及机械装备制造、先进材

料、清洁能源、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五大千亿

产业和大数据产业为主体的 “５＋１”绿色产业体

系。全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３９％、８６％

和８８％。

农业农村方面。召开全市乡村振兴大会，制定

出台 《雅安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汉源县纳入全省首批乡村振兴规划试点县。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粮油总产量稳中略升。三条百

公里百万亩乡村振兴产业带总长度超过 ７２０公里，

成雅快速通道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带加快建设。 “蒙

顶山茶”被评为全国 “最具经营力品牌”，“雅安藏

茶”荣获四川省十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并被评为

全国 “最具发展力品牌”，“汉源花椒”被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全市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１１９家，

其中省级龙头企业３９家。农民合作社３００４家，其

中国家级示范社１１家、省级示范社５９家。新增省

级休闲示范农庄８个、达到１０个。新建高标准农田

２９１万亩，完成土地整理０５２万亩，新 （改）建

农机化生产道路６７５４公里。

工业和建筑业方面。与省经信厅、国网四川电

力签订绿色载能产业发展三方合作协议，加快建设

绿色载能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大数据产业加快培

育，制定 《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占

地２６５平方公里的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快速规划与建

设，引进中国电信、四川曙光、雅安云谷等大数据

项目落户园区。与四川发展、新筑公司签订三方合

作发展新能源汽车项目框架协议。四川正祥、东辰

科技、中雅科技三期开工建设，昌泰良德１５万吨碳

酸钙、安山钢铁８３万吨炼钢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

园区平台发展壮大，全市８个园区全部纳入 《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年版）。工业园区实

现营业收入８９６亿元。全年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

目２１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３１家。全市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２％，完成工业投资 １０１６２亿

元、技改投资 ６３２９亿元。建筑业保持较快发展，

全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５７２８亿元，增长２６％。

服务业方面。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４２９１亿元，增长 １０％。电子

商务快速发展，实现网络交易额６０９８亿元，增长

２３９％；网络零售额１５１５亿元，增长４１４％。重

大商贸物流项目加快推进，国际商贸城二期投入运

营，中国供销川西农副产品物流园建设顺利，雅安

物流园区、川藏物流园、中国藏茶城、雅安市 ＬＮＧ

物流一张网、雅安无水港等项目加快推进。文化旅

游蓬勃发展，喇叭河、安顺场等景区完成改造提

升，蒙顶山景区实现资产重组，新增国家４Ａ景区２

个，全市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３２０４２亿元，增长

２５６％。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入选２０１８中国

康养城市５０强 （第７位）。芦山根雕文化产业园被

命名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实现省级文化产业

园区 “零”突破。

（三）基础设施。

城乡方面：完成城市总规修编论证与报批程

序。开展雨城、名山、经开区三区同城化专题研

究，完成三区同城化发展研究报告编制。建成雅安

综合客运枢纽、桃花岛公园等中心城区基础设施项

目３７个，中心城区建设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０亿元，其

中城镇基础设施完成投资５１亿元。中心城区建成区

面积新增１６平方公里，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４６８５％。“百万安居工程建设行动”有力推进，

完成危旧房棚户区等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４５１０套。

“百镇建设行动”试点镇由７个扩大到１４个。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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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上里镇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荥经县龙苍

沟镇成功创建省级特色镇。建成幸福美丽新村３１１

个，创建省级 “四好村”６０个、市级 “四好村”

３００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有序推进，城市服务与

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交通方面：成雅铁路建成运营，川藏铁路雅安

至林芝段前期工作有序开展，雅眉乐自铁路方案研

究报告编制完成，雅安市航空发展规划编制完成。

雅康高速正式通车，成雅快通、峨汉高速加快建

设，天雅高速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雨名快速通道及

金鸡关互通改造项目启动建设，省道１０５线雅安至

上里段、省道２１７线石棉至甘洛段加快建设，国道

３１８线名山及雅安城区过境段新建项目、省道 １０４

线草坝至姚桥段改建项目、省道４３１线名山百丈经

雨城上里至芦山县城段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

全年完成国省干线大中修６１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２７４公里，建成生命安防工程１０５公里。名山区被

省政府认定为第二批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能源水利等方面：胜利电站投产发电，锅浪跷

电站、出居沟电站主体工程加快推进，新庙电站开

工建设。川藏铁路雅安牵引站、万里１１０千伏扩建

工程建成投运，送出加强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

建设。雅安—汉源九襄段天然气管线建成投用。铜

头引水工程、南郊水厂引水工程基本完工，南郊水

厂扩建工程开工建设，永定桥水库大田支渠等水利

工程有序推进。

（四）开放合作。

合作空间深化拓展。全面推进融入成都平原经

济区一体化发展，健全完善一体化发展领导机构和

工作运行机制。召开成都—雅安深化合作座谈会。

制定 《雅安市主动融入成都市共建产业生态圈推进

方案》，会同成都平原经济区其余７市与中国铁路

成都局签署 《关于推进铁路公交化运营合作框架协

议》，与眉山、乐山、自贡签署 《加快推进雅眉乐

自铁路建设合作框架协议》。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

合作发展，与宜宾、泸州、乐山签署 《推动长江上

游及其支流沿江联动发展合作协议》。与甘孜、凉

山合作推进汉源花椒产业发展，与甘孜开展绿色载

能产业合作。与福建省宁德市缔结友好城市。

招商引资力度加大。成立北京等４个招商分局。

举办雅安市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会，积极参加省

党政代表团赴浙江、广东、香港、澳门交流考察学

习活动和川商雅安行等投资推介、项目对接活动。

全年共执行招商项目 ３８４个，引进到位市外资金

４２０５亿元，增长１２％。引进亿元以上项目落地８１

个，同比增加３４个。深圳盛屯集团锌锗提炼及产业

升级配套项目、荥经力兴循环经济园等一批投资额

１０亿元以上的招商项目落地建设。

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着力提升经济开放水平，

全市新增外贸进出口备案企业１６家，新增外贸实绩

企业 ９家。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４２亿元，增长

３９８％，其中出口 ３１９亿元，增长 ２６％；进口

１０１亿元，增长 １１３％。新批备案外资项目 ２个，

实现合同外资３９亿元，增长 ３８１２％。实际到位

外资０７１亿元，增长８９８％。

（五）改革创新。

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三去一降一补”重点工作，关闭退出煤矿 ９

处、产能８７吨，石棉县、芦山县整体退出产煤县；

关闭 “散乱污”工业企业１４８户。在全省率先启动

“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推出周六延时服务。深

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实行企业投资项目 “在线

告知”、属地备案。开展项目审批权限委托试点，

在荥经县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试点。完成全市

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全面启动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雨城区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县 （区）试点单位。九襄

镇纳入全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创新驱动加快推进。出台全面创新改革 “雅安

市９张清单”。重点投资项目全程代办新机制、茶

产区茶园认领制管理助力脱贫纳入全省第二批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实施省、市科技项目９９项，２８项

科技成果获２０１７年度省科技进步奖，其中一等奖２

项、二等奖１６项。新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１

个、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２个、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６个。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４家、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６家，组建四川省精细陶瓷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四川省黑砂产业技术研究院、化成箔产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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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联盟。一名微晶被认定为全省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全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１５０亿元，增

长２５％。

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制定 《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关于营造企业家

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

作用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出台 ２６条政策

“干货”，切实解决成本高、融资难、效率低等突出

问题。隆重表彰２０名优秀民营企业家、２０户优秀

民营企业、２个先进县 （区）和５家单位，新增市

场经济主体１５万户。

（六）财税金融。

全市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００３亿元，

增长１４９％，其中税收收入２９８２亿元，税收收入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７４４８％。银行业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５７８２亿元，增长

１０６％，存贷比５８４３％。国有资本布局不断优化，

１９户市属国有企业整合重组至１３户，市属国有企

业资产总额达到６５４亿元，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

别增长１０％、１６％。组建旅游、交建发展基金。宝

兴县、石棉县农信社完成农商行改制。加强国资监

管，在全省率先探索国有企业监事会双轨运行

机制。

（七）社会民生。

脱贫攻坚再战再胜。组织 “春季攻势” “夏季

战役”“秋季攻坚”和 “冬季冲刺”，精准实施１９

个扶贫专项，落实项目１９８个，整合行业资金２９亿

元。完善扶贫 “四项扶贫基金”管理办法， “四项

扶贫基金”规模达到２８８亿元。全市就业扶贫基

地新增７个、达到１５个。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

家庭劳动力２９７９人。７９９３名贫困人口脱贫、１１１个

贫困村成功退出，全市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９４万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２６１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社会事业不断进步。圆满完成年度十项民生工

程和２０件民生实事，全市财政部门筹集安排十项民

生工程资金１９８９亿元，筹集安排２０件民生实事资

金１３０４亿元。民生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６６３３％。推进建设川西教育中心，引进成都市

实验外国语学校、雅安北附实验学校等优质教育资

源，天立学校二期工程建成投用；名山中学成功创

建为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华西医院托管市人民

医院协议正式签订，与上海交大附属儿童医院、省

妇幼保健院组建医联体，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组

建专科联盟２个，新创三级医院４家。抓好重点群

体就业，全市城镇新增就业２１万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３７９％。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覆盖率达到

８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稳定在９８％以上。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５２０元、３５０元。

平安建设推进有力。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和安全生产大检查，全力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推进安全社区建设，全市 “四川省安全社区”新增

５个、达到 ２１个。建成雅安 “智慧公共安全”系

统，启动实施 “雪亮工程”。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实施 “春雷”“夏安”“秋风”“冬攻”等

专项行动，全市立案查办涉恶案件 １９２起、刑拘

３９７人，刑事案件、侵财案件发案率连续三年下降，

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八）生态文明建设。

绿美生态本底更加坚实。绿美雅安 “七大行

动”深入开展，全市完成营造林４６万亩，新建城

市滨水绿廊１５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６５％，稳居

全省第一。完成雅安市创建省级森林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新创建省级森林小镇２个、“绿美新村”１００

个。新增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２个、达到１８个。中

央、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扎实推进，关停

企业２３家，关拆小水电４７座。中央环保督导反馈

问题年度任务全部整改完成，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

整改９４％。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明显。ＰＭ２５浓度同比下

降１５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增加１９天，在

全国１６９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稳居前列。县

级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有力推进，５２个行政村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全面完成。地表水国控省控

断面水质和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均为１００％。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有序推进。

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

水环境保护条例》正式出台，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

条例》立法工作有序推进。“三线一单”加快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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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发布

实施。经开区成功创建四川省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

园区。亿欣新材料入选工信部绿色工厂名单。大熊

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相关工作有序推进。２０１７年度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目标责任考核获省节能减排办通报表扬。宝兴、天

全被评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先进县，宝兴、

石棉被评为四川省旅游强县。

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砥砺奋进的

一年。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战胜多重困

难和挑战，较好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

项目标任务。成绩来之不易，是市委科学决策、正

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和社会各界加强

监督、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

群众合力攻坚、奋力拼搏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同心

协力、努力奋斗的结果。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主要是：经济总量不大、产业结构不

优、发展质量不高，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

越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比较突出，城市建设进程还需加快，民生领域还有

不少短板；资源环境约束十分明显，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压力较大等。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勇于破

难，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

二、落实市人大决议和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情况

我们始终把落实市人大决议作为重大责任、重

要任务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深入贯彻市四届人

大三次会议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决议，认真研究落实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以高的标准、实的

举措推动市人大决议和审议意见落地落实。在推动

经济发展方面，贯彻高质量发展要求，全市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４０亿元。召开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大会，制定出台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在产业体系构建方面，着力优化

绿色载能产业布局，抢抓雅安纳入全省水电消纳产

业示范区、大数据产业聚集区机遇，推动大数据产

业快速起跑。在开放协同发展方面，召开成雅深化

合作座谈会，集中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落实一大

批合作项目。雅安从中心城区不通火车跨入 “动车

时代”，成都平原经济区８市铁路公交化运营加快

推进。在打好 “三大攻坚战”方面，规范政府举债

融资行为，坚决遏制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实施 “蓝

天”“碧水” “净土”工程，全面落实河 （湖）长

制；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脱贫任

务全面完成。

我们始终把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作为转

变工作作风、联系服务群众、改进工作方法的重要

举措，着力推进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努力提

升办理质量，增强办理实效。通过当面听取意见、

现场调研、专题座谈等多种方式加强与人大代表沟

通，深入了解和及时回应相关建议，主动接受人大

代表监督，确保 “件件有答复、事事有着落”。同

时，将议案、建议转化为政策举措，落实到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中，推动解决产业发展、社会民

生、生态环保等一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

问题，努力做到让人大代表满意、让人民群众受

益。２０１８年，全市政府系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１７５

件，政协委员提案２３８件，办结率１００％。

三、２０１９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一）２０１９年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时期，世界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受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

动能正在减弱，下行风险逐步加大。

从国内看，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凸显，经济运

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风险和困难明显增多。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长

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从全省看，经济发展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的良好态势，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 “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新一轮西部开发开放等国

家重大战略，成渝城市群、天府新区、全面创新改

革、自贸试验区等国家重大政策，在四川交汇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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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省深入实施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发

展战略，为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从我市看，雅安发展处于重要转型期，面临不

少机遇。一是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

次、四次全会和市委四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精

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发展信心，凝聚了全面

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强大

合力。二是 “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大力实施，有利

于雅安加快融入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和成渝

经济区全国 “第四极”，更好接受国家、省重大战

略布局和重大政策辐射带动，进一步激发开放发展

动力活力。三是全市着力构建 “５＋１”绿色产业体

系，布局建设大数据产业聚集区、水电消纳产业示

范区，重点推进８个重点特色产业加快发展，特别

是成功争取省上对绿色载能产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支

持，有利于雅安资源优势加速向经济优势转化。四

是发展条件和环境持续改善，成雅铁路建成通车，

乡村加快振兴发展，进藏物资集散地建设加快谋划

布局，将为雅安加快发展、更好发展增添新的

动力。

（二）２０１９年主要预期目标。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雅安建设绿色发展示

范市的深入推进之年。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

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雅安发展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市委四届三次、四次、五

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纵深推进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大力实施 “六大

工程”，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奋力推动 “五个走在全省前列”，加快建

设绿色发展示范市，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以新的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根据总体要求，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国省

政策取向、经济发展规律，统筹考虑我市发展条件

和同步全面小康、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现实需

要，提出 ２０１９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８％左右。这个预期目标，

高于今年全省预期目标０５个百分点，是一个积极

奋进的目标。同时，这个目标是有支撑的目标，全

市特色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三次产业持续稳定发

展，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消费持续扩大，预计能够

实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８％左右的目标。但要

确保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全力以赴，付出更多的艰

辛和努力。

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预期目标相衔接，建议：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３８％。主要考虑是：

近年来，全市第一产业保持稳定增长。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深入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进，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持

续涌现，这些将促进农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９５％。主要考

虑是：国家陆续出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

和中小企业发展。省、市相继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政策措施。全市着力加快布局大数据产业，今

年起将对新增绿色载能企业 （产能）进行电价支

持，为工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建筑业增加值增长７％。主要考虑是：全

市积极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对本地建筑企

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建设大兴新区，加快雨城、名

山、经开区同城化步伐，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为

全市建筑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９％，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９％以上。主要考虑是：省委将文化旅

游发展作为今年重点工作之一，全市加快现代服务

业强市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出

台支持培育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设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同时，省委推动实施消费升级行动

计划，消费环境不断优化。这些因素对全市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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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增长形成重要支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０％。主要考虑

是：我市将继续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优化供

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更好发挥市项目编研中心作

用，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同

时，２０１９年全省将大力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板三年行

动，重点领域投资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全市共同努

力，预计能够实现投资稳定增长。

雅安市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目标

指　标 单位 目　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 ８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 ９５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 １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 ９以上

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３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 ８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
％ ８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
％ ９以上

城镇化率提高 百分点 １２

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 ％ 与省上保持一致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 完成省定目标

城镇新增就业 万人 １７２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４以内

森林覆盖率 ％ ６６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８５％。主要

考虑是：近年来，全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保持一致或高于经

济增速。２０１９年，中央部署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

明显降费。综合经济财政形势和相关政策的影响，

预计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将略高于经济

增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８％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９％以上，城镇新增

就业１７２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以内。

主要考虑是：２０１９年，农业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

业农村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胜利，助农增收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国家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经

济增长和就业扩大良性循环。

———城镇化率提高１２个百分点。主要考虑是：

全市积极融入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大力推

动中心城区东拓和雨城、名山、经开区同城化发

展，不断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有利于提高城镇

化率。

———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与全省保持一致。

主要考虑是：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稳

定物价压力有所增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控目标

与全省保持一致。

———森林覆盖率达到６６％。主要考虑是：持续

开展绿美雅安行动，抓好林业 “三大生态工程”，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森林资源管理，不断巩固提升

雅安生态优势。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完成省定目标。主要

考虑是：这些目标为约束性指标，要在推动经济发

展的同时，确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力争更好

成效。

四、２０１９年重大项目建设计划

２０１９年，要继续扎实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切实

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精细化、信息化管理，持续扩

大有效投资。特别要围绕 “六大工程” “两市四中

心”建设，重点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全市拟实

施市以上重大项目３００个以上，计划完成投资２９０

亿元以上。

（一）基础设施。

交通方面。配合做好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开

工建设相关保障工作，协同推进雅眉乐自城际铁路

前期工作。开工建设泸石高速，加速建设峨汉高

速，力争天雅高速邛崃至雅安段、石棉至甘洛高速

纳入省高网规划。实现成雅快速通道雅安段路基全

线贯通，加快国道１０８线汉源县城至九襄段、省道

１０５线雅安至上里段、省道２１７线石棉至甘洛段建

设，加快国道３１８线名山及雅安城区过境段、国道

１０８线石棉县城绕城段、国道５４９线石棉至九龙界

段、省道４３１线名山百丈经雨城上里至芦山县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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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前期工作。实施国省干线大中修７５公里。持

续推进县乡道路和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创建 “四好

农村路”示范路２６０公里。

城乡方面。大力推进雨城、名山、经开区同城

化发展。加快雨名快速通道及金鸡关互通改造项目

建设，完成大兴二桥、雨城大道、南外环线等主体

工程，确保水津关大桥、多营青衣江大桥建成通

车，中心城区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５０亿元以上。

加快大兴新区建设，支持名山组团向东扩展，推动

经开区产城一体，规划建设草坝文教新城、北郊

“西康记忆”，力争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新增２平方

公里。开工建设国际熊猫会展中心，争取共建中国

·大熊猫文化博物馆，完成高颐阙文博公园、大兴

滨江文化绿廊公园主体工程建设。推进 “百万安居

工程建设行动”，改造危旧房棚户区４３５１套。加强

城市管理，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落实省 “宜居

县城建设行动”，持续抓好 “百镇建设行动”１４个

省级试点镇建设。

能源水利等方面。加快建设锅浪跷、新庙水电

站，推进老鹰岩电站工程启动，力争出居沟水电站

建成发电。加快建设送出加强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

完成九龙水库大坝枢纽工程，加快推进永定桥水库

大田支渠、南郊水厂扩建工程、永兴水厂等项目建

设，加大水利薄弱环节中小河流治理力度。支持通

信运营商开展５Ｇ网络前期验证工作。

（二）产业发展。

工业方面。大力推进工业项目招商，力争全年

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重大项目１３个以上。确保全市

完成工业投资８０亿元以上、技改投资３０亿元以上。

积极推动与四川发展、新筑公司三方合作发展新能

源汽车项目，积极对接深圳盛屯集团推动加快落地

建设锌合金和电解锌扩能项目。加快推进华锋制

箔、荥经力兴等续建项目，确保爱普金控、四川蓉

钛、雅安博蓝等项目开工建设，推动雅安三九、尔

润玄武岩、全统健康、迅康药业等技改扩能，推动

中恒天汽车、雅化锂业、东辰科技、极星生物等企

业新投产入规。落实与省经信委、国网四川电力签

订的 《关于推进雅安市发展绿色载能产业的战略合

作协议》，出台关于推进绿色载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围绕 “川西大数据中心”建设，完成

川西大数据产业园一期工程，加快西部云谷二期、

云锦四川川西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建设，引导通信运

营商、互联网企业和数据使用企业将云计算中心、

备灾数据中心落户雅安。夯实园区发展平台，加快

完善经开区草坝、永兴片区天然气管网，加快推进

天全园二期、荥经园、宝兴园建设。全市工业园区

营业收入突破１０００亿元。

服务业方面。推进现代服务业强市建设，筹备

召开全市服务业发展大会，储备服务业重点项目５０

个以上，全年培育 “规上”“限上”服务业企业４５

户。围绕 “川西物流中心”建设，出台 《雅安市支

持培育现代物流业发展十条政策举措》，引进投资

额２０００万元以上商贸物流项目１０个，积极推进雅

安物流园、无水港、ＬＮＧ物流一张网、雅安快递物

流分拨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电子商务发展，

力争培育年交易额超 １０００万元的电子商务企业 ５

户，全市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网络零售额均增长

２０％以上。规划建设熊猫文化新城区，力争引进建

设大熊猫繁育科学院，完成大熊猫科普中心建设；

加快建设蒙顶山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园和王岗坪、龙

苍沟生态旅游度假区等重点项目。完成中国藏茶城

一期建设。加快推进龙苍沟、百丈湖、灵鹫山等文

旅综合项目开发，完成碧峰峡国家５Ａ级景区创建。

促进康养产业发展，加快周公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

园、雨城海子山国际森林康养度假区、石棉草科温

泉康养小镇、大川河健康产业园等综合项目建设，

创造条件完成大兴康养新城区、凤鸣诗歌文化康养

园项目招商，力争项目启动建设。加快市医院医养

中心建设。

农业农村方面。持续提升建设三条百公里百万

亩乡村振兴产业带，推进建设成雅快速通道现代都

市农业示范带，不断发展壮大 “五雅”特色优势产

业，着力创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和有机

农业示范基地，提升 “蒙顶山茶” “雅安藏茶”

“汉源花椒”等 “雅字号”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

响力。全市新建改造低产茶果园１０万亩，建设现代

特色效益农业标准化基地５万亩，新发展以中药材

为主的特色产业２万亩，新建产业小环线１０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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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 “１＋８”农业园区，力争全市农业园区综

合收入达到１６０亿元。加快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体系，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

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统筹推进乡村 “五个振兴”，

争创 “美丽四川·宜居乡村”，全域建成幸福美丽

新村。

（三）开放合作。

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发挥雅安区位优势，着力

形成 “融入成都、协同周边”发展新态势，推进建

设环成都经济圈重要支点城市。扎实抓好雅安市推

进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雅安市主

动融入成都市共建产业生态圈推进方案和成雅已签

约协议落实。协同藏区、彝区加快发展，积极探索

合作发展飞地经济，共同推进建设成雅甘绿色载能

产业联动区，主动参与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

区建设。围绕 “一核两翼”市域发展新格局，引导

支持县 （区）按照主体功能找准发展定位，实现差

异化协同发展。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成渝城市群建设，不断深化与成渝西、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的合作。

提升经济开放水平。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出台

《雅安市促进投资政策 （试行）》，重点围绕８个重

点特色产业，开展定向、定位、定点精准化招商，

全年引进到位市外资金４２０亿元以上，新签约引进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３６个以上。积极筹备参加西博

会、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惠民购物全川行动、川

货全国行、万企出国门等活动，开展旅游康养、大

数据产业等专题推介。促进对外贸易加快发展，积

极对接参与中国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

强出口基地建设。力争培育进出口额上千万美元企

业１—２户，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３亿元。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域经济分类指导，

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县 （区）精准落地。全

面落实扩权强县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

探索建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县域经济分类考核

指标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２０条措施和市委市政

府２６条措施。实施 “大企业大集团领航计划”，培

育一批龙头领航企业，力争新增主营业务收入超１０

亿元企业６家。实施 “中小微企业成长计划”，推

动３０户企业 “小升规”。建立领导干部联系重点民

营企业、商 （协）会制度，密切 “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

（四）改革创新。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以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

试验区建设为载体，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着力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建设四川省碲铋产业研

究院。实施市以上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１２个。加

强创新主体培育，新增省级科技研发平台１家，高

新技术企业新增２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１６０

亿元。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本建成全市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探索建立

金融创新服务考评机制，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水平。扎实抓好各领域风险防范化解。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出台的专项改革方案，基本完成 《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重要举措实施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确

定的改革事项。落实省委批复的 《雅安市机构改革

方案》，按时保质完成机构改革任务。持续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市本级政务服务事项

“最多跑一次”比例达到９０％以上。深化投融资体

制改革，用好投资项目 “一张网”服务平台，探索

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试点改革。积极推进电力

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统筹推进

经济体制、农业农村、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医疗

卫生等各领域改革。

（五）社会事业。

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持续开展 “回头

看、回头帮”，持续巩固全市９４万名已脱贫人口、

２６１个已摘帽贫困村的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

加强扶贫队伍建设，注重增强贫困群众脱贫奔康内

生动力，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小康打下决定性

基础。

统筹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办好民生工程和民生

实事，确保民生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

重保持在６６％以上。抓好重点群体就业，推进返乡

下乡创业，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确保全市城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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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就业１７２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以

内。围绕 “川西教育中心”建设，大力实施 “八大

兴教工程”，打造 “学在雅安”品牌。持续解决入

园难、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５所，推动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雅安校区建

成招生，推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省优质高职院

校，推动省档案校建设省级师范学校，规划建设四

川档案职业技术学院。持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全

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覆盖率达到８８％，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覆盖率稳定在９８％以上。围绕 “川西医养中

心”建设，大力实施 “八大兴医工程”，推进建设

“健康雅安”，组建５个以上专科联盟，推进与华西

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深化合作，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持续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为群众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更加优质公平的公共服务。

深化 “平安雅安”建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强化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和安全生产大检查，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领域风

险防范化解。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确保 “舌尖上的安全”。持续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打好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严厉打

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为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营造良好的安全和稳定

环境。

（六）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夯实绿美生态本底。抓好主体功能区制度

落实，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制度。加快 “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开

展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推进生态领域立法

工作，完成 《雅安市村级河长制条例》立法工作，

持续实施好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深入开展绿美雅安行动，完成营造林３８万亩，持续

推进补绿添花增彩工程。继续抓好林业 “三大生态

工程”实施，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６６％。积极推进

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建设。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 “八

大战役”，突出治理ＰＭ２５和ＰＭ１０，推进规模以上

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建设，全面完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统筹

推进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做好自然

保护区实验区和青衣江、大渡河、小水河流域小水

电整改工作。落实省污水垃圾三年推进方案，大力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 “千村示范工程”，加快建设城乡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

各位代表：做好新一年工作，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

市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

督，认真落实大会的审议意见和决议，奋力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

范市努力奋斗，以新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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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安市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雅安市财政局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雅安市２０１８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提请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提出

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

政协的大力支持与监督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

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树牢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践行 “两个维护”，全面

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四

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千方百计做大财政 “蛋

糕”，超额完成全年收入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市财

政部门 “一把手”公开承诺事项，圆满完成财政目

标任务。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预算执行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００２８９万元，为

预算的１０５８５％，增长１４９％。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１３０５４０３万元，完成预算的 ９８０８％，增长

１０８４％。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省补助、

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省转贷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

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１５１０９９７万元。

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上缴省支出、偿还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等支出１４６２３４３万元后，全市结存资

金４８６５４万元。结存资金按规定清理后，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２３０７７万元、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结

转下年继续使用２５５７７万元。全市实现收支平衡。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５８２７１万元，为预算

的１０１６％，增长１０２４％。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４０６０１２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５６６％，增长３７４１％。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省补助、上年结转、调

入资金、省转贷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收入后，可供

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７６８９８７万元。收入总量减去当

年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缴省支出、偿还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转贷下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支出

７４８０７１万元后，市级结存资金２０９１６万元。结存

资金按规定清理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４９８

万元、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１８４１８万元。市级实现收支平衡。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预备费４０１３万元，

主要用于防汛救灾、扫黑除恶、 “高岗村模式”建

设等。

２０１８年初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１１８９９

万元，加上按规定补充２４９８万元后，２０１８年末基

金余额１４３９７万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２１７５８万元，为预

算的１５５８９％；加上省补助、上年结余、省转贷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６５３３６１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５９６１０１

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２４１％，主要用于征地搬迁补

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

出、调出资金、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等支出

６０４４３０万元后，全市结余４８９３１万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３０５２６８万元，为预

算的１４８１３％；加上省补助、上年结余、省转贷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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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３４９万元。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３６８８９８

万元，完成预算的８９４８％，主要用于征地搬迁补

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

出、补助下级支出、调出资金、偿还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转贷下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支出３８４９７５

万元后，市级结余４３３７４万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５７４万元，为预

算的１００％；加上省补助、上年结转等收入后，可

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７５４３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７１９８万元，完成预算的 ９５４３％，主

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调出资金等支出。收

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全市结转资金３４５万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４４５６万元，为预

算的１００％；加上省补助、上年结转等收入后，可

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４５０７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４２４２万元，完成预算的 ９４１２％，主

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调出资金等支出。收

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市级结转资金２６５万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２８４３６万元，为

预算的１００％；加上上年滚存结余后，可供安排的

收入总量为４４０７８０万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支出１８０３５４万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主要用于

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待遇水平。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全市滚存结余

２６０４２６万元。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０００８５万元，为

预算的１００％；加上上年滚存结余后，可供安排的

收入总量为３７２０９０万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支出１５８２５８万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主要用于

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提高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

市级滚存结余２１３８３２万元。

５地方政府债务

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１１２９７３７万元，比 ２０１７年底增加 １４３８９４万元，

控制在省政府核定的债务限额内，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分类型看：一般债务余额７１００３７万元，专项

债务余额４１９７００万元。分级次看：市级债务余额

６６０２２５万元，县级债务余额４６９５１２万元。

２０１８年市级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批准。

（二）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市四届人大三

次会议预算决议要求，全面贯彻 《预算法》，认真

落实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持续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加快转变财政支持发展方式，为绿色发展

示范市建设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有力地促进了全

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密切联

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动接受监督指导。高度

重视市人大代表建议、市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积极听取和吸纳代表、委员提出的宝贵意见，进一

步改进财政工作。

１严格依法理财，狠抓增收节支。全市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４０亿元，财政收入增幅高

于市人代会通过的年初预算６４个百分点。税收收

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７４４８％，较

２０１７年提高３７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３８

个百分点。强化收入征管，推动依法征收、应收尽

收。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全

力保障重点支出。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市本级财

政拨款 “三公”经费支出比２０１７年下降４９％。

２落实积极政策，推动加快发展。按照国家、

省统一部署，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

和个人减负、为实体经济降低成本。继续落实清理

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各项政策，及时

向社会公布行政事业性收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三张目录清单。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主动帮助县 （区）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争取

到位资金６６３８亿元，增长５４２％。积极争取省财

政支持，将灾后重建公益性基础设施运营维护费纳

入均衡性转移支付计算因素。转变财政支持发展方

式，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模式，全市

实施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收运系统等 ７个项

目，项目投资５０１２亿元。

３聚焦群众利益，加大民生投入。落实各类民

生政策，着力解决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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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急所盼的民生难题，筹集资金３２９亿元，组织实

施十项民生工程和２０件民生实事，民生支出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保持在６６％以上，年度工作目标

全面实现。实施教育助学工程，为９４６万名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提供营养餐。完善养老服务保障制度，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增加有效服务供给。推进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支持启动避险搬迁安置４５

户。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支持完成４５１０套城镇危

旧房棚户区和２２６户农村危房改造。支持主城区背

街小巷整治，农贸市场改造提升，老城居民区危旧

电路改造。

４深化财政改革，推进信息公开。启动市县财

政改革两年攻坚计划，财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推进。依法将

“四本预算”报市人代会审查批准。加强一般公共

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统筹

力度。牵头编制国有资产报告。持续开展预算执行

中期评估，收回执行情况不好或无法执行的项目资

金，集中用于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支出。加快

推进规范乡镇财政管理工作，提升乡镇财政服务能

力。依法依规全面公开政府预决算，积极推动和指

导部门向社会公开除涉密信息外的部门预决算、

“三公”经费预决算，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５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风险防控。健全地方政

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工作机制，确保债务风险总

体可控。严格实施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全面完成存

量政府债务置换工作。全面清理核实隐性债务存

量，制定分年化解方案，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启动财政暂付款清理消化三年攻

坚行动，防范财政库款运行风险。

６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政监管。开展惠民惠

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发

现问题７２３个，涉及金额３１５２万元，移交纪检监

察机关问题线索６５个。组织开展严肃财经纪律、会

计监督等专项检查。组织全市会计人员９５５８人次

参加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培训等。开展 “农村智能财

务管理”试点，推进村务信息公开和农村财务智能

化管理。支持建立财政预算联网监督信息平台，主

动接受人大监督。

７提高使用绩效，加强资金审核。开展预算绩

效目标管理试点，涉及财政资金２１４亿元。组织实

施财政绩效评价事项２１１个，涉及财政资金１１５３

亿元。加强财政投资评审，全市评审各类财政投资

项目 （含变更）２６３０个，送审金额 ９４３２亿元，

审定金额８６７４亿元，审减不合理资金７５８亿元，

平均审减率８０４％。强化政府采购监管，全市政府

采购计划１５９９９亿元，实际采购１５２９１亿元，节

约资金７０８亿元，资金节约率４４３％。

（三）全市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聚焦 “六大工程”，集中财力保

障重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市投入９０７亿元，

支持发展重点特色产业，支持产业规划编制，推动

经济健康发展。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产业

园区发展，支持技术改造与创新，促进工业转型升

级。推进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加快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落实促进就

业创业的各项扶持政策，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支持开展驻外招商和雅安旅游香港专项推介，

推动对外开放协作。支持推进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和

重大商贸物流项目建设。支持 “四上”企业培育入

库，助推企业拓展市场和电子商务发展。支持组建

旅游发展基金，推进蒙顶山生态旅游、周公山文化

旅游康养产业园区建设等。推动雅安浙银先进制造

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规范运行。落实财政金融互动

政策，引导带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入。

建立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贴基金，提高担保

公司担保能力，切实缓解民营企业 “融资难” “融

资贵”。

２聚焦精准脱贫攻坚。全市投入 ２８２亿元，

足额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求。健全财政扶贫投入稳

定增长机制，落实各项扶贫政策。围绕全市１９个扶

贫专项方案，精准使用资金，补齐贫困村退出和贫

困户脱贫 “短板”。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继续

开展资产收益扶贫试点，实现贫困户 “股权量化、

按股分红、收益保底”。支持各地向有劳动能力和

意愿的贫困人口购买劳务服务，实现就地就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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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管好用好四项扶贫基金，有效解决贫困群

众就学、就医方面的现实困难和产业发展方面的长

远生计。

３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市投入 １２０９亿

元，加强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健全

环境保护投入长效机制，支持打好污染防治 “八大

战役”，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支持全方位

开展绿美雅安 “七大行动”，落实天然林资源保护

和退耕还林政策，推动林业生态保护恢复和林业改

革发展，支持创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支持全面

落实河 （湖）长制，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以及水

资源节约和保护。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城

乡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建设，补齐环保基础设施短

板。支持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建设。支持做好

中央、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

４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全市投入 １６５２亿元，

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推进农业结构性改

革。建立乡村振兴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推进财政补

助改为股份、基金、购买服务、农业担保、贴息分

险 “五补五改”，引导带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支

持乡村振兴。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重点水利工

程建设，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支

持三条百公里百万亩乡村振兴产业带和 “五雅”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支持幸福美丽新村和乡村振兴试

点示范村建设。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高岗村模

式”建设。支持 “菜篮子”工程建设。支持非洲猪

瘟疫情防控。支持通组公路 （林区道路）建设。推

进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设立乡村振兴农业产业

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引导合作银行发放农业产业

发展贷款。

５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全市投入 １９６８亿元，

优先保障教育事业发展。推进公办幼儿园新建、改

扩建，缓解 “入园难”“入园贵”。加大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支持化解义务教育 “大班额”，推动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支持办好特殊教育。保障

农村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和农村教

师周转宿舍建设。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综合预算保障

制度和中高职院校生均经费财政拨款机制。支持教

师队伍人才培养，提升学校内涵建设和创新发展。

支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６保障文体事业发展。全市投入 ３０１亿元，

推动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保障公益性文化场馆 （站）免费开放和运行维

护。推进数字广播电视 “户户通”工程实施。加强

文物预防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支持

夹金山干部学院、中国藏茶城文化产业园建设，支

持举办首届熊猫灯会，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传统文

化和民俗民族文化。支持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设施

完善、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促进群众体

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

７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市投入 １５１６亿元，

支持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积极就业政策

和全民参保计划。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就业创业，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力度。

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４５０元提高到４９０元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由每人每月７５元提高到１００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向８０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支持

重点康复项目实施，落实残疾人福利补贴制度，推

进 “量体裁衣”式残疾人服务。

８推进健康雅安建设。全市投入 １６６亿元，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公立医院取消药

品加成财政补偿政策，巩固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支持中医药发展。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

由５０元提高到５５元，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１４类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加大对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力

度。加大对重特大疾病的救助力度，做好与基本医

保制度的衔接。健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

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保障等政策。全面落实城乡

医疗救助政策，提高困难群众医疗保障水平。支持

全国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建设。落实食品安全资金投

入，支持食品安全检测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食

品药品监督抽检、 “地沟油”治理，提升食品药品

安全保障水平。

９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全市投入 ５９７４亿元，



!""# !$%&'(()

!

"

! "

*+,-

!""# !$%&'(()

*+,-

４４６　　

支持做好建设规划编制与布局调整，加大重大项目

建设资金投入。统筹安排资金，支持雨城区中心城

区征地搬迁 “攻坚大会战”。积极推进市本级棚户

区改造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协助项目承接主体落实

贷款。支持实施添花增彩工程。支持高颐阙文博公

园开工建设。支持川藏铁路成雅段建成通车。支持

组建交建发展基金。推进成雅快速通道、雨名快速

通道、多营青衣江大桥等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支持

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公路灾毁抢修保通，

村道窄路加宽及危桥 （危隧）改造。

１０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全市投入 ６７６亿元，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助推社会事业

健康协调发展。支持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支持综治中心和政法干警培训基地

建设、司法救助、网格化服务管理、社区矫正、禁

毒、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访

维稳、法律援助等。支持群团组织、民族宗教、防

震减灾、招才引智、社会科学、保密、老龄、档案

等工作。支持国防动员、人民防空和部队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重点方面的财政投入统

计，部分项目存在归类口径交叉。

２０１８年全市财政平稳运行、财税体制改革有序

推进，是市委、市政府统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

果，是各级人大监督指导、政协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各级各部门和全市人民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

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预算执行和财政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收入规模小，调控能力

弱；新增支出多，收支矛盾突出；财政支出结构有

待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绩效和财政管理水平仍需

进一步提升。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

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

解决。

二、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深入

推进之年。编制好 ２０１９年预算，做好各项财政工

作，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

各项决策部署以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加快

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财政收入方面：２０１９年，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四届三次、四

次、五次全会精神将对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形成强

大动力，为雅安绿色发展带来良好契机。但发展面

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

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今年要实施更大规

模的减税降费，财政增收压力进一步加大。

财政支出方面：全市各级财政必保支出较多，

支出增长刚性较强，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高

质量发展等增支需求大，特别是我市发展方面欠账

多，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

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综合判断，２０１９年全市财政收入预计与经济增

长保持协调，财政支出增长较快，预算收支安排依

然是紧平衡。全市各级要坚持过 “紧日子”，把财

政资金用在保运转、增强发展后劲和让群众过好日

子上。

（二）２０１９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

和原则

２０１９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

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

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四届

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的总体安排，坚持和加强党

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

路，大力实施 “六大工程”，奋力推进 “五个走在

全省前列”，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统筹抓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认真落实 “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优结

构”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政府带头过 “紧日子”

思想，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一般性支出，

集中财力办好市委、市政府确定事关全市发展大局

的大事要事。支持构建 “５＋１”绿色产业体系，夯

实绿色发展支撑；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支持积极融入成都平原经济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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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支持推进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川西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全

省乡村振兴示范市；支持推进川西大数据中心、川

西物流中心、川西教育中心和川西医养中心建设，

加快资源优势转化，推动发展惠民；继续打好 “三

大攻坚战”，持续加大基本民生保障投入。进一步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加强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防

范，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２０１９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积极稳妥。综合考虑宏观经济运行态

势和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按照 “实事求是、科学

预测”的原则编制收入预算，收入增长与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相协调。

二是突出保障重点。坚决落实 “三保一优”重

要要求，多渠道筹集资金，统筹用于 “两市四中

心”等重点领域。

三是厉行勤俭节约。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的

思想，坚持 “从紧编预算，从严控支出”，严格控

制除刚性支出和重点项目支出外的一般性支出增

加，依规有效盘活存量资产。

四是强化统筹兼顾。加强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

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统筹力度。做好

市级重大项目和民生政策的统筹平衡，做到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精打细算。

五是加强风险防范。严肃财经纪律，规范政府

举债融资机制，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

化解存量，有效防控财政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

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三）２０１９年财政政策

根据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编制 ２０１９年财政

收支预算的通知》和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市

委四届五次全会精神，２０１９年财政政策主要包括：

一是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央统一部

署，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积极向中央、省争

取加大对雅安的支持力度。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发展 “５＋１”绿色产业，加快化解过剩产

能，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有序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 （ＰＰＰ）项目，支持发挥内需拉动作用。建立

鼓励争创全省县域经济强县、生态示范标杆县和天

府旅游名县激励奖补机制，支持县域经济和生态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

二是持续打好 “三大攻坚战”。落实财政扶贫

投入，支持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实现高质量脱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 “八大战役”，

加快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严格实施债务限额管

理，进一步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切实降低债务

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存量。推

进财政暂付款清理消化三年攻坚行动。

三是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能。深化拓展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支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

健全技术创新引导支持机制，支持公益性科研机构

和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小微企业创

新发展，对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成本成效明显的

融资担保机构予以奖补。

四是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加大 “三

农”投入力度，落实好惠农富农政策，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乡村振兴及现代农业园

区激励奖补机制。落实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民转

移性收入。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动落实乡村

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分险制度。推进高效节水灌

溉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培

育壮大 “雅字号”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扶持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支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幸

福美丽新村。

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扩大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努力缓解幼儿 “入园难”。巩固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努力化解义务教育 “大班额”。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支持推进高考综合改革。

落实市属中高职院校生均经费财政拨款机制，支持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

政策。按照中央、省部署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合理确定最低生

活保障、医疗救助补助水平。完善住房保障机制，

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支持开展建档立卡

贫困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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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推动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六是坚持政府带头过 “紧日子”。优化支出结

构，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从严安排 “三

公”经费预算，把钱花在刀刃上。严格支出管理，

除刚性支出和重点项目支出外，市级部门预算一律

按照不低于５％的幅度压减，建设节约型政府。

（四）２０１９年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以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２０１９年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预期目标和重点任务，合理编制２０１９年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为４１９，２２３万

元，增长８５％。加上省对我市财力性补助３４３２５８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５０００万元、从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１２０６万元；扣除上缴省

５５０００万元，收入总量为７２３６８７万元。按照收支

平衡原则，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为

７２３６８７万元，增长２０３％。在此基础上，加上省

提前通知转移支付补助２１９３７３万元后，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９４３０６０万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为 １６５７５７万元，

增长 ８５％。加上省对我市财力性补助 ８１０９１万

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９７００万元、从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３５７万元和下级上缴收入

５２２９万元；扣除补助下级 ７１４５万元和上缴省

１１７９１万元，收入总量为２４３１９８万元。按照收支

平衡原则，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为

２４３１９８万元，增长７５７％。在此基础上，加上省

提前通知转移支付补助１６８１９７万元，市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４１１３９５万元，其中：补助下级１４３７０９

万元。本次按规定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安排２０１９

年支出后，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４６９７

万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２２８４８５万元，

加上省提前通知转移支付补助１５００万元，收入总

量为２２９９８５万元。按照以收定支和收支平衡原则，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为２２９９８５万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２０７５０７万元，

加上省提前通知转移支付补助１０００万元，收入总

量为２０８５０７万元。按照以收定支和收支平衡原则，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为 ２０８５０７万元，

其中：补助下级６００万元。主要用于征地搬迁补偿、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为３０３３万元，

加上上年结转 ３４５万元，收入总量为 ３３７８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拟

安排为３３７８万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为１１３０万元，

加上上年结转 ２６５万元，收入总量为 １３９５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拟

安排为１３９５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调出资金等方面。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２３７５０５万

元，加上上年滚存结余２６０４２６万元，收入总量为

４９７９３１万元。按照现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政策，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为１９０７４８万元，

滚存结余３０７１８３万元。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２０８１４６万

元，加上上年滚存结余２１３８３２万元，收入总量为

４２１９７８万元。按照现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政策，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为１６８１６８万元，

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等，滚存

结余２５３８１０万元。

（五）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按照 “三保一优”重要要求，根据年度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

的需要，参考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合理安排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障各项重点支出资金需

要。主要支出包括：

１保运转方面

安排资金１２４８７７万元，主要用于市级财政供

养人员基本工资、基本公用经费等，提高社会管

理、维护公共安全的能力。坚决贯彻落实厉行节约

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合理保障机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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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正常运转。

２保民生方面

安排民生实事资金４００９万元，主要用于票决

制民生实事市级配套、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推

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费用、

免除家庭经济困难高中学生学费等。

安排就业促进资金４４０万元，主要用于创业扶

持、再就业培训、农民工培训、高校毕业生创业补

贴、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经费、下岗失业人员小

额担保贷款手续费等。

安排扶贫解困资金１１６０５万元，主要用于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雅茶产业发展、各类政策性补助

市级配套、送温暖活动、残疾人保障、双拥工

作等。

安排民族地区帮扶资金３５７万元，主要用于少

数民族发展、民族宗教工作等。

安排教育发展资金１２２８８万元，主要用于学前

教育发展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支持办好特

殊教育。推进高考综合改革，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综

合预算保障制度和中高职院校生均经费财政拨款机

制等。

安排社会保障资金３９２０万元，主要用于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低保、８０周岁以上高龄老

人生活津贴、破产改制企业离休干部生活补贴、７０

周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公交车补贴、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管理服务、司法救助、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抚

恤金丧葬费等。

安排医疗卫生资金５２１８万元，主要用于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离休人员医疗费、 “微急救”

平台建设、疾病应急救助、基本药物试点改革补

助、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重大传染病防

治、食品药品安全、食品药品监督抽检等。

安排百姓安居资金１０５２万元，主要用于政府

住房管理支出、气象现代化建设、地震防治等。

安排民生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资金１９１６０万元，

主要用于交通建设管理维护、中心城区网格化管理

以奖代补、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平台运行维

护、燃油税费改革补助等。

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资金４２７５万元，主要用于

环境污染防治、生态功能区建设、矿山救护队建

设、安全生产专家服务和煤矿矿图统测服务、退耕

还林工作经费等。

安排文体事业发展资金３４５９万元，主要用于

推动宣传文体事业发展，加大文物保护力度，保障

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免费开

放，实施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支持精神文明

建设等。

安排财政金融互动政策资金２５５０万元，主要

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 “扶贫保”保费财政

补贴、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财政补助、财政金融互动

奖补、融资担保业务补助、年度贷款增量奖补等。

３支持产业发展方面

安排工业发展资金３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重点

产业项目建设，技改创新、工业企业奖励、科技研

发补助，支持绿色载能产业发展。

安排农业园区发展资金３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园区建

设发展。

安排招商引资经费１２００万元，主要用于重大

招商、重点项目服务，支持扩大对外开放。

安排旅游发展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旅游

宣传营销和产业规划、产业发展，支持生态文旅融

合发展。

安排服务业发展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服

务业重点项目建设，支持服务业突破发展。

安排争创省级先进县奖补资金１５００万元，主

要用于奖励县域经济发展，支持各县 （区）争创全

省县域经济强县、生态示范标杆县和天府旅游

名县。

安排民营经济发展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

中小企业发展、民营企业 “两化融合”和技术创

新，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安排人才开发资金１０２０万元，主要用于高层

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支持实

施 “雅州英才”工程。

４市级预备费

安排资金４０１３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的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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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开支。

以上市级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除涉密单

位、涉密事项外，市级６８个部门２０１９年部门预算

草案已全部报送大会，请予审查。全市２０１９年一般

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

案是根据２０１８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９年收支

政策代编的预算，待各县 （区）预算编制完成并经

本级人代会批准后，将汇总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需要特别报告的是：按照 《预算法》有关规

定，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预算草案批准前拟安排市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２１０３万元，主要用于保障行政

事业单位机构正常运转所需的基本支出和项目

支出。

三、２０１９年财政工作

全市财政部门将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

坚决贯彻党中央、省委关于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

市委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以及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安

排，组织落实本次人代会关于预算的审查意见和相

关决议决定，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和政策支撑，着力抓

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党领导财政工作，提高政治站位。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政治担当，树

牢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践行 “两个

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加强党对财政工

作的领导，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关于财政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市委重要要求，确保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

及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和市委四届三次、四

次、五次全会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进

一步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化意识形态教

育，压紧压实 “两个责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

育，推进财政系统作风建设。

（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提升保障能力。坚

持集中财力办大事，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的思

想，增强财政资金和政策的精准性，支持办好对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强、对区域发展牵引带动作

用大的重要事项。加强重点税源监控，做到依法征

收、应收尽收，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积极培育

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提高收入质量，增强收入增长

的可持续性。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支出

预算追加和调剂。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

资金配置效率，加强支出绩效管理，提升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三）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落实中央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

和居民税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全面落实省委省

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２０条措施和市委市政府

２６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大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川西区域性中心城市

建设。全力配合各级各部门争取上级政策、项目和

资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鼓励争创全省县域经济

强县、生态示范标杆县和天府旅游名县。引导更多

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继续向社会资

本推出带动力强、吸引力强的ＰＰＰ项目。

（四）聚焦绿色转型发展，培育绿色产业。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落实绿色发展的

财政政策。支持打造绿色载能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加快建设川西大数据中心。支持生态文旅融合发

展，助推生态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旅游优势。支持

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建设，加强生态保护。支

持建设川西物流中心。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

进茶叶、林竹等精深加工。

（五）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落实民生政策。坚

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提高可持续性。支

持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比重达到６６％以上，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支持实施民生实事票决制试点工

作。支持建设川西教育中心、川西医养中心。支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支持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水电库区发展。实行惠民惠农资金

通过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发放。支持组建市属国

有独资公交公司，提升城市公共交通能力。

（六）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加大 “三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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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乡村振兴财政投入保

障制度，支持建设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市。支持三条

百公里百万亩乡村振兴产业带建设和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支持实施农产品品

牌战略。支持 “菜篮子”工程建设。支持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推广 “高岗村模式”。支

持实施 《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条例》，推进健全

新村管护长效机制。

（七）落实财政扶贫投入，推进精准脱贫。健

全财政扶贫政策，足额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求，切

实巩固脱贫成果。加强四项扶贫基金管理。支持凉

山等地自发搬迁到雅安的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健全

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推进村级财务智能管理平

台建设，加强扶贫资金监管。

（八）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环境质量。

加强环境保护资金统筹，支持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

等污染防治 “八大战役”，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支

持推进中央、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支持实施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全面落实河

（湖）长制。支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污水、垃圾

处理等设施建设。

（九）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障财政安全。落

实财政风险防范 “１＋８”工作方案，全面加强风险

防范。继续加强政府债务管控，强化债务监测预

警，在省政府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内举借债务。坚

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分类分级妥善化解存量，确

保全市隐性债务规模只减不增。加快推进财政暂付

款清理消化。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增强财政运行稳

定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

（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设法治财政。认

真贯彻落实 《预算法》《四川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有关规定和党中央、省委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

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有关精神，牢固树立法

治理念，提升依法理财水平。持续推进财政改革两

年攻坚计划，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持续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执行。

推进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全面开展绩效运行监控，不断拓展预算绩

效评价范围，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进建立财政预算联网监督信

息平台。推进政府采购标准化建设。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落实政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制度。严肃财经纪律，继续开展对扶贫、

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资金的监督检查。加大财政信

息公开力度。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１９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

实大会决议，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

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办理市人

大代表建议和市政协委员提案，勇于担当、攻坚克

难，拼搏实干、奋发有为，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好

财政工作，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提供坚强的

财政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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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在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　袁彩君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查，并请市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２０１８年，全市法院在市委领导、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监督、市政府支持、市政协民主监督和上级法

院指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忠实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围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 “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工作主线，服务中心，深化改革，狠抓基

础，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全市大

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全市法院共受理案件２４７０７

件，办结２３３１５件，结案率９４３７％，列全省第八。

其中，市中院受理 ２９２４件，办结 ２７７７件，结案

率９４９７％。

一、牢记责任担当，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受理刑事案件１１５４件，审

结１１１１件。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审理故意伤

害、故意杀人、毒品、“两抢一盗”、强奸等犯罪案

件２４８件。毒品案件重刑率３４５％，高于全省平均

值８个百分点，形成强有力震慑。涉案成品冰毒７２

公斤、半成品冰毒６１公斤的钟某某等人特大制造毒

品案，２名主犯被判处死刑。维护群众人身财产安

全，审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非法集资等犯罪案件

９件。坚决惩治贪腐，审结贪污受贿案件２３件、行

贿案件５件，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依法保障人权，

试点律师辩护全覆盖，对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的

３９８名被告人适用缓刑、判处管制，宣判无罪１人；

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５９８件。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组织领导，

高位谋划推进，健全制度机制，全面排查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以来审结刑事案件，系统梳理出符合 “三人三

案”标准的案件８件；深入宣传发动，核查群众举

报线索５９条。落实 “两个一律”要求，加强与监

委、检察、公安等单位联动协作，摸排梳理在审案

件线索１２条，甄别移送线索 ２条，审理涉黑恶犯

罪、保护伞案件６件４６人，对２名涉黑犯罪的罪犯

裁定不予减刑。专项斗争开局良好，受到中央督导

组充分肯定。邹某、汪某某等２４名被告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保险诈骗案，成为全省首例审判环节发

现的涉恶案件和全市专项斗争中判决的首例涉恶

案件。

助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传承新时代 “枫

桥经验”，系统推进诉非衔接、诉调对接，健全

“民商事案件万人起诉率”考评，完善第三方参与

调处机制，加强综合解纷平台、互联网调解平台建

设，惩、防、治有机结合推进诉源治理成效初显。

受理案件增幅下降３７６个百分点，省法院点名表

扬。选派３６名青年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模拟

法庭、法治讲座５２场次，防范校园欺凌，助力校园

安全防护。排查化解稳定风险隐患 ３４个，防范

“民转刑”案件发生。巩固安保信访维稳工作机制，

排查化解疑难信访案件 ２５件，涉诉信访同比下

降０９％。

二、树牢大局意识，精准服务全市绿色发展

振兴

助力创优发展环境。受理民商事案件１３４３７件，

审结１２７４１件。审结建设工程、买卖、租赁、房地

产、投融资等合同案件２３４９件，维护公平有序的市

场秩序，助力项目攻坚。开展涉金融案件专项审

判，审结金融借款、担保、保险、民间借贷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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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９件，防范金融风险。审理破产案件１４件，处

置 “执转破”案件３件，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审执结涉军 “全停”案件 ２８件，提前完成任务，

走在全省前列。

助力增强发展信心。审结房屋、股权等财产权

属纠纷案件１７９件，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化

解国电雅安分公司与天全县西部能源公司等股东资

格确认纠纷，发挥规范引领作用。市中院保障民营

经济发展成效突出，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集体。

审结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林权

等纠纷案件１１０件，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保障乡村

振兴。名山法院设立茶事法庭、荥经法院开展旅游

巡回审理，受到当地群众欢迎和好评。审结 “小

米”“七匹狼”等商标侵权案件２９件，保护知识产

权，服务创新驱动。

助力厚植发展本底。受理环境资源案件５７９件，

审结５６８件。推进部分重大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提级

管辖试点，２件案件入选全省 “十大环境资源典型

案例”。直播 “汉源湖非法电鱼案”庭审，《人民法

院报》专题报道。审结公益诉讼案件２件，创设生

态环境修复赔偿基金制度，增强生态环境修复措施

和能力，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探索 “一带

三”建设模式，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

实践基地 （雅安）”建设，“一个中心、四个分支”

初具规模；联合甘孜州打造全省首个跨市州 “生物

多样性司法保护实践基地”，推动区域协作，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司法保护屏障。省法院新闻发布会推

广雅安环资审判经验。最高法院专程来雅调研大熊

猫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工作，点赞雅安绿色发展和环

资审判成效。

三、践行司法为民，切实满足群众多元司法

需求

决战 “基本解决执行难”。受理执行案件８４５７

件，执结７８４３件，标的额达１７９９７亿元。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办法》，巩固提升

大格局，限制出境、网格员协助执行、涉煤炭行业

执行协作、“执行 ＋保险”、“老赖彩铃”等联动惩

戒健全发力。突出执行强制性，紧锣密鼓实施 “五

大专项活动”和 “雅州风雷”系列行动，曝光失信

自然人１６７４人、法人３８２家，限高、限乘、限制出

境１１００１人 （次），罚款、拘留６５人 （次），移送

犯罪案件５件８人。实现打击拒执 “零”的突破。

主动沟通协调，涉军、涉党政机关案件全部执结。

突出执行信息化，案件全部网上办理全程留痕，网

络查询反馈信息３００多万条，网络司法拍卖３１１件，

成交４８件，成交额３４７亿元，溢价率３３５７％。网

拍四川天力公司下属电厂资产，成交金额突破３亿

元，个案标的额全省最高。突出执行规范化，执行

案款管理更加严密，２２２３件终结本次执行案件管理

更加严格， “两个平台”实质化运行，执行工作实

现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联合四川电视

台拍摄 《执行风暴》第二季，打造 “法影星光”执

行宣传品牌，社会理解支持执行的氛围愈加浓厚。

全市法院 “四个９０％和一个８０％”核心指标持续

向好，通过最高法院、省法院专项巡查。

监督支持依法行政。坚持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并重，受理行政案件

５２４件，审结５１０件。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审

理征收征用、社会保障、信息公开等重点领域行政

案件９９件，支持原告率９０９％；依法支持违法用

地、违章建筑专项整治，保障区域开发顺利推进。

促进 争 议 实 质 解 决，一 审 调 撤 ４２件，占 比

１３３８％，实体裁判率３１５３％。邀请观摩庭审和送

法进机关７２１人 （次），发出司法建议 ７件，规范

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９０６９％，同比上升 １３３９个百分点，保持全省前

列。连续七年发布年度司法审查白皮书。在全省率

先设立城市管理巡回法庭，服务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

倾力保障民生福祉。提档升级诉讼服务，六大

类１１０项事务实现集中办理，网上立案３５０５件，同

比上升２９１４％，方便律师参与诉讼，高效便捷服

务群众。立案信访工作受到最高法院表彰。省法院

在雅召开诉讼服务提档升级现场会，市中院作经验

交流。强化民生司法保障，深化司法扶贫，减免缓

诉讼费 ２３０９万元，发放司法救助金 ５６３７万元，

增强司法温暖；审执结涉劳动、医疗、教育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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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８件，强化司法人文关怀；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柔性化解家庭纠纷案件 １１３２件，悉心保障未成年

人、妇女、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

定。省法院推广名山法院 “２＋３”分级处理模式和

汉源法院 “四员一体”联动机制。强化法治宣传引

领，巡回审理案件２４３５件，“三案三法”宣传法治

７５场 （次），坚持分类发布典型案件。市中院官网

获评２０１８年度中国优秀政法网站。

四、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抓关键，切实落实司法责任制。坚持 “让审理

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完善院庭长权力责任清

单，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责任，规范院

庭长审判管理监督职权，确保放权放到底，控权控

到位。严格落实院庭长带头办案制度，院庭长承办

案件１１７２３件，同比增长１４０８％。强化员额管理，

选升、遴选、交流、退出法官３９人，实现员额法官

常态化选任及退出。

精配套，不懈提升审判质效。省法院、市委改

革办确定的１６项任务全部落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落实 “三项规程”，实

质化审理案件 １８７件，占全部普通程序案件的

４５４％；召开庭前会议２８次，“四类人员”规范出

庭７７人 （次），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制度，防范

冤假错案。推进繁简分流、调解速裁机制改革，简

案快审、轻刑快审案件１０６１２件，简易程序适用率

８１２４％，实现简案快办、难案精审。健全业绩考评

机制，激励法官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法官人

均结案１２３８４件。强化审判管理监督， “三评查”

全覆盖员额法官，规范监督管理 “四类案件”

４５３件。

强支撑，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拓展人工智能、

大数据在法院工作中的应用，建成科技法庭５０个，

在全省第五位完成库存５７８万卷诉讼档案数字化，

受省法院表彰。初步建成 “一个数据中心、四大平

台、五大系统”的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专项培训

４８６人次，创新运维外包，确保 “系统好用、法官

爱用”。执行指挥、远程庭审、智能语音识别、类

案检索、电子公告送达等有效提升审判现代化水

平，业务网上办理、数据互通共享、文书辅助生

成，办案平均周期缩减１０天，实现法院赋能、法官

减负、群众受益。

五、坚持全面从严，锻造过硬法院队伍

聚焦绝对忠诚，加强党的建设。自觉接受党对

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扛实管党治院和意识形态工

作主体责任，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中央、

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主动向市委请示报

告重大工作、重要调研成果１７件 （次）。大力实施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完善党建工作６项

机制和３１项制度规程，以制度硬约束推动责任真落

实。各县 （区）法院党建品牌各具特色，市中院在

全省法院交流党建工作经验。

聚焦实干担当，加强能力建设。坚持抓班子带

队伍促审判，选任交流班子成员１２名，选派２６名

干警到重大审判、维稳前沿、脱贫攻坚中砥砺品

质、锤炼才干。强化岗位练兵，分类分层培训干警

９９４人 （次），广泛开展案例研讨、庭审观摩、文书

点评、实务竞赛等活动，８篇调研文章被省级以上

刊物采用，１篇裁判文书获评全国行政审判优秀业

务成果二等奖。深化 “文化提升工程”，系统完善

“四型”法院创建模型，努力培养法官 “三高六

质”，推进司法标准化建设。最高法院推广雅安法

院文化提升工作经验。

聚焦纯洁干净，加强作风建设。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整治

“六难三案”。坚持开展党章党规党纪学习和以案治

本警示教育７２５人 （次），让干警受警醒、明底线、

知敬畏。深化巡视巡察整改，常态化开展司法巡

查、审务督察，审判执行、队伍建设、作风纪律等

５类９４个问题全部立账整改。用好 “四种形态”止

懒治庸，“零容忍”惩治司法腐败，提醒谈话７５人

（次），诫勉谈话 １２人 （次），通报批评 １０人

（次），记过、辞退各１人 （次）。全市法院司法作

风持续好转。

六、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法院工作

更加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主动向市人大常委会

汇报重大部署、重要安排、重点工作等事项１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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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专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环境资源审判、

“基本解决执行难”等情况，认真研究办理市人大

常委会专项审议、半年重点工作评议等意见建议，

认真办理代表关注案件和意见建议１６件；开展专项

联络活动，邀请各级代表旁听庭审、见证执行、监

督指导５１４人 （次）。

更加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定期向市政协常

委会、主席会通报工作。积极配合政协民主监督和

视察调研活动，市政协专题调研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成果突出。认真办理委员提案和意见建议４件。

主动邀请各级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参加旁听庭审、见证执行等活动 ３５７人

（次）。

更加广泛接受各方监督。认真办理抗诉案件和

检察建议，常态化制度化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

会；保障律师权利，刑事案件整体辩护率达

４２４６％，同比上升１７０９％，法律职业共同体不断

夯实。“四大公开平台”阳光透明，公开审判流程、

执行流程、生效裁判文书信息２６５３０条，直播庭审

１７６１件；向媒体发布重要工作、典型案件 ９０件

（次），社会各界监督支持法院工作的氛围日益

浓厚。

２０１８年，全市法院面对重大使命和严峻挑战，

攻坚克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基本解决执行

难”、诉讼服务、环资审判、智慧法院建设等工作

走在全省法院前列，中院立案庭、雨城区法院、石

棉县法院执行局等２４个集体和蒋洪彬、宋燕等１２

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成绩和进步是市委坚强

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市政府、市政

协和各位代表委员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

全市法院向大家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全市

法院服务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意识、能力水

平有待增强，司法公信需要不断提升；优化队伍结

构，促进人才合理交流等队伍建设任务更加繁重，

基础基层建设需要用心用力；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

难”任务艰巨，决战攻坚需要久久为功；信息化建

设相对滞后，智慧法院需要加快步伐；司法作风建

设任重道远，全面从严管党治院需要持续加强。以

上问题和困难，我们将采取扎实过硬措施，全力加

以解决。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是建设

绿色发展示范市的深入推进之年，是雅安法院接续

发展、砥砺奋进之年。全市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精神和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扎实落实省

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和市委四届三次、四次、

五次全会精神，强化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立足审

判执行第一要务，深化改革，攻坚破难，巩固创

新，全力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提供更加有力

的司法保障。

一是强化理论武装，高标准加强政治建设。坚

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认真开展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雅安发展的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主动聚焦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 “六

大工程”和 “五个走在前列”，改进完善举措，全

力狠抓落实，不断提高对市委和上级法院决策部署

的执行力、贯彻力。

二是发挥审判职能，高质量保障中心大局。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

罪，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围绕落实中央 “六

稳”工作要求和省委、市委稳增长若干措施，增强

预见性和主动性，妥善化解绿色产业发展、融入

“主干”、县域经济发展、改革创新、开放合作、乡

村振兴和 “四个中心”建设中的各类矛盾纠纷，营

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环境。坚持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全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环境

资源审判，加快建设 “一个中心、四个分支”，保

障打好污染防治 “八大战役”，助推绿美发展。

三是实践依法治理，高水准服务人民群众。坚

持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深化多元解纷，强化

法治宣传引领示范，推动诉源治理实质化。巩固行

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改革成效，保障行政相对

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持续巩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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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扶贫成效，增强群众司法获得感。坚持 “六个结

合”，推进执行指挥中心运行实质化，决胜 “基本

解决执行难”。

四是深化改革创新，高水平增强公信效能。全

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纵深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

革，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

推进庭审实质化，突出抓好诉讼体系建设和繁简分

流、家事审判改革，加快构建权责一致的司法权运

行新机制。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推进诉讼服务中心

运行实质化，创新信息化便民惠民举措，满足群众

多元司法需求。

五是严格自身建设，高要求打造过硬队伍。全

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 “两个责任”，

不懈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影响力和号召

力。加快推进 “四化”建设，确保法院队伍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持续改进司法作风，落细监督制约，坚决

惩治司法腐败。深化司法标准化建设，推进法院文

化建设实质化，强化履职保障能力，建设忠诚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法院干部队伍。

各位代表，美丽雅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时期，大机遇、大变革、大发展，千载难逢；新征

程、新使命、新作为，时不我待。千川江海阔，风

好正扬帆。全市法院将在市委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

有力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全面加

强法院工作，坚守公平正义，忠诚担当使命，接力

奋进作为，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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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雅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孝勇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查，并请各位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８年，全市检察机关在市委、省检察院的坚

强领导下，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府的大力

支持、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

下，紧紧围绕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及全市检

察机关 “１２２３”工作思路，充分发扬 “攻坚求突

破，拼搏创一流”的雅安检察精神，不断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大力开展特色亮点创新工作和机关管理

“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建设，全面深入创建

一流机关，打造一流队伍，检察工作取得新的

进步。

一、始终坚持 “四种理念”，用新理念武装头

脑、用新举措推动工作

坚持 “围绕中心，保障发展”的服务理念。制

定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雅安 “八大行

动”的实施意见》，找准检察工作融入 “八大行动”

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出台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 “十条意见”，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依法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

罪１４５人，同比上升１２６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

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强与知识产

权主管部门衔接协作，起诉侵害知识产权犯罪１件

２人。深化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加大打击涉及民

生、侵害民利的经济犯罪力度，批捕网络经济犯罪

３件６人，起诉５件１３人。

坚持 “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深

入开展平安雅安、法治雅安建设，批捕各类刑事犯

罪８８３人，同比上升４５％；起诉１５２７人，同比下

降４７％。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批捕 ２１

人、起诉 ２３２人，同比分别下降 ８７％和 １７７％。

石棉县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对雅西高速公路车辆逆

行２８公里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深化打击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违法犯罪专项活动，开展 “疫苗问题”专项

监督，起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１件２人。荥经

县检察院与食药监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重点

监督学生 “营养餐”安全。深入开展支持农民工讨

薪工作，协助农民工追讨工资２５２万元。创新信访

矛盾化解机制，办理控告申诉等各类信访案件２５７

件，远程视频接访３５件次，邀请律师参与化解信访

案件３４件。

坚持 “宽严相济，公正高效”的办案理念。批

捕严重暴力、盗抢骗、涉枪涉众等影响群众安全感

多发性犯罪 ４７２人，同比上升 ４％；起诉 ６３６人，

同比下降１１３％。深入开展禁毒防艾专项整治，持

续打击毒品犯罪，批捕１６７人、起诉２３８人，同比

分别下降２５１％和５２％。市检察院依法对唐建宏

等５人制造、贩卖毒品等大要案件提起公诉。坚决

贯彻 “少捕慎诉少监禁”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不和

谐因素。对无逮捕必要的依法不捕１０９人，对犯罪

情节轻微的决定不诉１１１人，同比分别上升６７７％

和２６１％。运用和解手段化解１３件因轻微刑事案

件、邻里家庭纠纷造成的社会矛盾。

坚持 “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紧

紧围绕全省检察机关、市委绩效考核 “双一等”目

标，不断强化绩效考核目标引领作用，实现对部门

和个人绩效考核全覆盖。大力开展特色亮点创新工

作，积极打造公益诉讼、未成年人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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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等特色品牌。市检察院被最高检确定为全国检

察机关首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联系点。省检察院先

后５次在雅安召开全省性工作推进会，将５项试点

工作交雅安实施，市检察院先后１２次在全省检察机

关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二、牢牢把握 “五项重点”，找准检察工作着

力点、社会各界关注点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坚持以 “零容忍”态度依

法对涉黑涉恶案件快捕快诉，共批捕 １６件５２人、

起诉８件８１人。依法办理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

挂牌督办的黑势力团伙组织者申某某和参加者江某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采矿犯罪等案件。建立

扫黑除恶案件专业化办案机制，优选２０名检察官组

建扫黑除恶专业人才库。天全县检察院检察长带头

办理王某等２４人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强化沟通协

作，与法院、公安会签扫黑除恶联动工作机制。创

新黑恶势力犯罪反向深挖彻查机制，在全省检察机

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严

厉打击漏犯、漏罪和 “关系网”“保护伞”，追诉漏

犯４人、漏罪８人，起诉 “保护伞”案件３件３人。

全面强化未检工作。深入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跨区域集中管辖，打造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

跨区域多功能办案工作区。不捕、不诉未成年人３１

人，同比上升 ４７６％。作为全省六个试点单位之

一，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

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探索与行政机关共建

“未成年人保护１１０指挥中心”，构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社会支持体系。雨城区检察院办理的李某某监

护权撤销案被评为 “第三届四川省维护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十大优秀案例”，借力社区教育关护帮教未

成年人的做法获得 “四川省未成年人社会教育创新

案例”二等奖。市检察院联合雨城区检察院共同打

造未成年人禁毒宣传公益歌曲 ＭＶ《生命的光》被

最高检向全国推广。宝兴县检察院制作的动漫作品

《预防校园欺凌》荣获第二届 “平安中国看四川”

微动漫作品三等奖。针对 “黑校车”隐患进行专题

分析，获得省委、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对全市 “黑

校车”进行专项治理。

全力护航生态建设。深入开展打击破坏环境资

源违法犯罪专项活动，批捕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

５２人，同比上升 ８５７％；起诉 ９６人，同比下降

７７％。对雷某等５人在汉源湖非法捕捞水产品等重

特大、敏感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建立环境资源犯罪

案件提级管辖联动工作机制，起诉提级管辖案件７

件１１人。市检察院与法院、公安机关会签 《关于

规范办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意见》，进一步提高

办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质量。天全县检察院建立

《关于服务保障国家大熊猫公园建设的实施意见》，

倾力打造 “二郎山生态检察法制教育基地”。创新

生态环境跨区域联动保护机制。市检察院和石棉、

汉源县检察院联合甘孜、凉山州检察机关建立贡嘎

山、瀑布沟水电站水库生态检察协作、行政司法联

动机制，有效震慑犯罪，共同护卫绿水青山。

倾力服务脱贫攻坚。加强涉农检察工作。积极

参与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起诉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家扶贫项目补助款等

涉农职务犯罪２１件３１人。市检察院联合司法、林

业部门分别出台 《关于律师积极参与国家司法救助

的办法》《关于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护林员

助力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推动

脱贫攻坚与司法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共赢。积

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市检察院选派３名优秀党员

干部担任联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协调

解决联系村广播电视信号、移动通信基站、文化室

建设等实际困难。大力推进乡村旅游、种养殖业等

产业扶贫，助力乡村绿色发展振兴。市检察院推进

国家司法救助融入脱贫攻坚、汉源县检察院助力联

系村发展乡村旅游分别在全省检察机关工作推进会

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全面深化检察改革。全力支持配合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全市检察机关共划转政法编制９４名、转隶

５０人。对监察委移送职务犯罪案件，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审查逮捕２４件２７人，

审查起诉３６件４３人。探索建立提前介入职务犯罪

案件工作机制，确保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有效衔

接，提前介入案件２７件３０人。稳步推进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制定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晋升

工作机制，完成７２名员额检察官按期晋升等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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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持续推进基层院内设机构 “大部制”改革探索

工作，合理配置资源，办案质量和效率得到有效提

升。狠抓司法责任制落实，建立检察干警工作日

志，进一步修订完善绩效考核细则，客观、公正、

准确评价干警工作业绩。

三、不断强化 “三项监督”，切实纠正执法不

严、司法不公突出问题

持续加强传统检察监督。强化侦查活动监督。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３２人、撤案２２人，同比分别上

升２３１％和 ２２２％。纠正侦查活动违法 ６１件次。

有效发挥 “两法衔接”机制和平台作用，监督行政

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线索１７件。强化

审判活动监督。提出刑事抗诉１１件，书面纠正审判

活动违法１５件。完善民事行政多元化监督格局，办

理民事行政监督案件９６件，同比上升１１３３％。深

入推进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工作，两级院检

察长列席审委会１６次。强化刑事执行活动监督。纠

正监管场所和监外执行违法情形１００件次，同比上

升１９１％。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２７件，向监

管场所提出检察建议７件，纠正 “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决定不当２１件。作为全省检察机关

对监狱实行巡回检察四个试点单位之一，积极探索

“派驻＋巡回”检察工作模式，不断强化监督效果。

全面开展公益诉讼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 《关于雅安市深入推进公益诉讼工作的实施

意见》，强化内外协作形成合力。对内建立案件线

索移送机制，制定 《公益诉讼线索内部发现与移送

办法》，对外建立工作协调配合机制，分别与市政

府法制办、市环保局会签 《关于开展行政公益诉讼

工作的意见》 《关于建立民事行政检察与环境保护

工作衔接机制的暂行办法》。成立公益诉讼办案指

挥中心，建立２０个公益诉讼工作站，启动重点领域

专项行动，摸排公益诉讼线索３９０条，立案３３４件，

提起公益诉讼１３件，名列全省第一。倡导恢复性司

法，督促修复被违法占用或破坏林地１４４５亩、补

种被毁坏林木８４３亩、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面积

３２平方公里、收回土地出让金２８亿元。石棉县

检察院办理的 “汉源湖非法电鱼公益诉讼案”被评

为 “四川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十大优秀案例”。

探索推进检察建议监督。立足检察建议 “刚性

和精准”监督，出台 《雅安市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公

开工作的实施细则》，建立检察建议调查核实、咨

询论证、异议会商等工作机制。对涉及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开展检

察建议公开宣告１１次，发出检察建议１５份。规范

设置检察建议公开宣告场所，两级检察机关全部建

成检察宣告室。进一步提高检察建议的精准度、质

量和刚性。市检察院立足中央、省委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结合市委、市政府 “打赢 ２０１８年冬蓝天保

卫战”工作部署，专题研究分析环保类公益诉讼案

件共性问题，制作专题检察建议公开宣告，督促部

门联动，合力改善空气质量。

四、持续加强 “五个建设”，努力打造敢于担

当、本领过硬检察队伍

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扎实开展 “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践行 “两个维护”，坚定 “四个自信”，树牢 “四

个意识”。坚持重大案件、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向市委、省检察院报告重大、敏感案件３件。深入

推进机关党建业务统筹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大力开

展 “一院一品”机关党建品牌创建工作，名山区检

察院入选 “省机关党建业务统筹融合发展”课题试

点工作现场会参观点。深化创先争优，市检察院１

个支部荣获市直机关 “五好党支部”，１名党员同志

获全市党政机关公文写作大赛第一名。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

面，强化守法律、守纪律、守规矩、守道德。实行

党风廉政层级管理，党组书记管好班子成员，班子

成员管好分管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管好部门全

体干警。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纪律作风建设、明察暗

访等规章制度，对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署、执行规

定禁令、财务管理、干警着装、会议秩序等开展专

项监督和常态化督查３２次。启动系统内巡察工作，

完成对天全、荥经县检察院的巡察。深入开展 “集

中整顿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专项活动和 “庸懒散

浮拖”问题整治，梳理排查廉政风险点３５８个，制

定针对性防范措施３６０条，核查处理违规违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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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６件。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党组自身建设，

坚持检察长碰头会、检务工作会例会制度。党组决

策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班子成员切实履行 “一岗

双责”。鲜明工作导向和用人导向，完善人才培养

机制。调整补充３个基层院领导班子，市检察院提

拔１１名同志担任中层干部。强化业务培训，组织开

展领导干部素能提升培训，举行 “检察夜校”１１

期。承办全省公诉人与律师论辩赛，市检察院获得

西部赛区第一名。３８个集体、９１名个人获得市级

以上表彰奖励。芦山县检察院政治处主任郭伟荣获

个人一等功，作为全省检察机关唯一的个人代表参

加最高检举行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九次 “双先”表彰

大会，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市检察院 《解放思

想勇创一流跨越进入全省检察机关第一方阵》工作

经验被市委转发全市学习推广。

加强司法规范建设。强化案件流程管理，对办

案期限预警提示 ９９３件次，发起流程监控 １２５次。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接待律师３８６人次，办理

律师异地阅卷５５人次。深化检务公开，发布重要案

件信息１９４条，公开法律文书７８８份。强化案件质

量评查工作，常规抽查１５８件、重点评查５３件、专

项评查２４次。加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

邀请代表委员现场调研、座谈，观摩庭审、论辩，

参观机关文化建设、“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参加

检察开放日、检察建议公开宣告等活动，向市人大

常委会专题报告工作５项，办理政协委员提案２件。

组织人民监督员监督职务犯罪案件１１件。加强对外

宣传工作，依托检媒融合协作中心，开展图文、视

频直播２１次，微博阅读量５０余万次，在各级媒体

刊发稿件１４２６篇，其中，《“路地合作”多家联动，

助力铁路沿线禁毒工作》等 １５４篇稿件被法制日

报、检察日报、人民权力报、新华网等国家级媒体

采用。

加强机关 “三化”建设。不断提升机关管理

“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强力推进 “四

个一流”建设。市检察院制定规章制度 ９０余项，

印制 《制度规章汇编》，不断加强机关内部管理，

将制度执行情况纳入绩效考核。石棉县检察院大力

推行机关智能管理，获评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认证标

准。坚持以流程管理为主线、日常监督为手段，进

一步规范会风会纪、上班下班、车辆运行等。积极

探索 “互联网 ＋检察”工作模式，不断强化大数

据、远程技术、移动办公等现代信息科技在检察业

务和管理中的深度应用。深化智慧检察建设，作为

全省检察机关两个试点单位之一，深入开展办案指

挥中心建设工作，检察服务大厅、智能化综合管

理、检察文化建设 “三大工程”稳步推进，机关智

能管理平台在全省智慧检察成果展上作展演。

各位代表，２０１８年各项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

是各级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正确领导、人大及其常

委会加强监督、政府大力支持、政协民主监督的结

果。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检察院和全市检察干警向

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回顾一年的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

高，办案能力、创新能力、综合协调能力不足；二

是基层检察工作发展不平衡，个别单位和部门工作

节奏较慢、工作效率不高；三是检察宣传不到位，

检察工作在人民群众中的知晓度和影响力不够。对

此，我们将继续努力，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２０１９年工作思路

２０１９年，全市检察机关的总体思路是：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

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及市委四届三次、四

次、五次全会部署要求，继续发扬 “攻坚求突破，

拼搏创一流”的雅安检察精神，紧紧围绕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及全市检察机关 “１２２３”工

作思路，坚持以绩效考核为指挥棒，以特色创新为

驱动力，聚焦检察主责主业，狠抓机关管理 “规范

化、精细化、信息化”建设，努力保持全省检察机

关和市委绩效考核 “双一等”，为加快建设绿色发

展示范市做出积极努力。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明确检察工作方向。

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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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省委和市委全会精神，

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抓牢意

识形态工作，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

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认真执行 《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坚持重大事项向党委、人大请示

报告制度，确保政令、检令畅通。

二是树立有为有位理念，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紧紧围绕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和加快建设绿

色发展示范市工作部署，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统筹做好打击犯罪、化解矛盾与维护稳定、

促进发展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找准服务高质量发展、法治雅安、生态雅安建设的

切入点和着力点，推进绿色发展振兴和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

三是聚焦检察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质效。

紧紧围绕四川检察转型发展思路，加强与侦查机

关、纪委监委、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与协作配合，

抓牢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刑罚执行、民行检察、

控告申诉等传统业务，创新推进公益诉讼、未成年

人检察、生态环境资源检察等重点工作，全面落实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制度，以优质的监督成效，赢得党委、人大、政

府、政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四是加强班子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司法能力。

从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扎实开展巡察工作。加强班子团结，增强

凝聚力和向心力。扎实开展 “干警素能提升年”活

动，加大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力度，培养办案能手

和业务专家，提升雅安检察在全省的竞争力。深入

学习新修改的 《刑事诉讼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用以指导检察工作实践。深化检务公开，主

动接受人大、政协及社会各界监督。

五是深化规范管理力度，提升精细管理水平。

科学合理设置 “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办案工作

区，改造荣誉室、阅览室等功能房，打造文化走

廊、法治广场等文化阵地。坚持以规范管理为抓

手、制度建设为根本、强化执行为保障、信息化建

设为支撑，细化机关人财物和环境秩序管理制度，

完善案件流程监控、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提升机关

管理精细化水平。

六是加大科技含量投入，强力推进智慧检察。

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检察机关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智慧检察

总体规划，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政策及经费支持，

整合市县两级检察院人才、技术、财力等，推动新

时代检察监督工作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

应用的深度融合。深入开展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

应用，促进移动办公系统、办案指挥中心和智能办

案区建设，不断提升检察工作科技含量水平。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帆起！各位代

表，２０１９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建

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深入推进之年。全市检察机关

决心认真贯彻本次会议决议，进一步振奋精神、攻

坚克难，真抓实干、勇往直前，全面发挥检察职能

作用，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作出新的贡献，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 !$%&'(()

!

"

! "

*+,-

!""# !$%&'(()

*+,-

４６２　　

２０１８年雅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雅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雅安调查队

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

２０１８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既是我国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和多重叠加的困

难挑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雅安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高质量

发展要求，认真落实市委 “１４８５”总体发展思路，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各项工作，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生态环境质

量好转，社会和谐稳定。

一、综 合

经四川省统计局审定，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６４６１０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８１％。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８５８３亿元，增
长 ３９％；第二产业增加值 ３０３００亿元，增长
８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５７２７亿元，增长８８％。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６４％、
５３５％和４０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４１９８５元，增
长８０％。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１３４∶４７２∶３９４
调整为１３３∶４６９∶３９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

全年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３８８１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８２％，占 ＧＤＰ的６０１％，对 ＧＤＰ增长的

贡献率为 ６０２％。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７４０

亿元，下降５９％；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１４０１亿元，

增长 ８２％；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５６７７亿元，增

长９８％。

全年雅安市中心城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ＣＰＩ）比上年上涨１９％，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

涨２５％；衣着类价格上涨０３％；居住类价格上涨

２４％；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２０％；交通和

通信类价格上涨１７％；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

涨１２％；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１４％；其他用品和

服务类价格上涨１９％。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比上

年上涨１３％。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ＰＰＩ）比

上年上涨３２％，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１５％，生

活资料价格上涨１５０％。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ＩＰＩ）比上年上涨２５％。

二、农 业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６９０万公顷，比上年减

少００４万公顷，下降 ０５％；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０７８万公顷，下降２２％；中草药材播种面积０７０

万公顷，增长５７％；蔬菜播种面积 ３０３万公顷，

增长１９％。

全年粮食总产量３５７８万吨，比上年减产００６

万吨，下降 ０２％。其中，小春粮食产量下降

０７％；大春粮食产量下降０１％。经济作物中，油

料产量１４７万吨，增长１１％；蔬菜产量７０３７万

吨，增长３９％；茶叶产量８４１万吨，增长７１％；

园林水果产量３９５５万吨，增长１７０％。

全年生猪出栏１２２８９万头，与上年持平；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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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栏５１９万头，增长２３％；羊出栏２１９７万头，

下降１３％；家禽出栏７６２１９万只，增长 １２％；

兔出栏３９５３８万只，增长０２％；禽蛋产量２４２

万吨，增 长 ３５％；牛 奶 产 量 ２９６万 吨，增

长５７％。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１８１５千公顷。年末实有森

林管护面积８５１４１千公顷。森林覆盖率 ６５％，继

续稳居全省第一。

全年水产养殖面积 ７９９公顷，增长８６％。水

产品产量１０２２０吨，增长１７９％，其中，养殖产量

９８００吨，捕捞产量４２０吨。

全年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０３８千公顷，年末

有效灌溉面积５３７２千公顷。全年新增综合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１５４５９平方公里，２０１１年以来累计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３６３９２平方公里。解决改善农村

饮水不安全人口４９５万人。新增农业机械总动力

２１２万千瓦，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１６４３１万千瓦，

增长１３％。

全年 农 村 用 电 量 ７６０３６万 千 瓦 时，增

长１１６３％。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２４７５２亿元，比上年

增长９２％，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４７６％。年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达３２６户。全年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１０２％。

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５８０４４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５２％。其中：重工业总产值 ４７４５４亿

元，增长１４２％，轻工业总产值 １０５９０亿元，增

长２０１％。轻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１∶４４８。

分行业看，规模以上工业 ３０个行业大类中有

２６个行业增加值增长。从重点行业来看：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７５％；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增加值增长１２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增加值增长１３９％；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１４２％；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

值增长１６％；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９９％；医药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４０２％；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加

值增长１５４％；纺织业增加值增长１１６％；非金属

矿采选业增加值增长１８１％。

从主要产品产量看，水力发电量比上年增长

３７％，原煤产量增长３１１％，硅酸盐水泥熟料增

长８９％，水泥增长１４９％，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增长２３０％，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增长３４５％，纱

增长 ４３％；炸药及火工品制造产量比上年下降

１７３％，微型汽车后桥总成下降 ９９％。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为 ９５８％；实现出口交货值

６２１亿元，增长２８１％。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１９６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９％。实现利润总额

３３１５亿元，增长２３２％。其中：股份制企业２９７４

亿元，增长２７４％；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２９４

亿元，下降４７％。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

债率为７０３％，比上年末下降０１个百分点。

２０１８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速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绝对数
同比增长

（％）

企业用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７２４２４７ ７５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３９７ ３７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３９６ ３７

原煤 万吨 １１３ ３１１

精制茶 吨 ２５２６８ ２３

机制纸及纸板 （外购原

纸加工除外）
吨 １７６２３ ８０５

水泥 吨 ３３０８５１０ １４９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２８０２７９９ ８９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平方米 ６５４３７３１ ２３０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平方米 ２２０２１６２ ３４５

铁合金 吨 ４２７１５９ ２６

十种有色金属 吨 ２３６９９５ １５５

纱 吨 ５８０２３ ４３

微型汽车后桥总成 套 ８４４５１４ －９９

炸药及火工品制造 吨 ２８３１１ －１７３

中成药 吨 ４７５２ ０８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５８２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７％。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４４２１１万平方米，下降

７７％；房屋建筑竣工面积１９７５１万平方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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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１３７９６万平方米，增

长７９％。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４６４３６亿元，同

口径增长 １２２％。其中，民间投资 ２４４６６亿元，

增长３８１％。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２１５７

亿元，增长４４６％；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１０３５６亿

元，下降１５９％，其中工业投资 １０１６２亿元，下

降１５９％，技改投资６３２９亿元，增长４８５％；第

三产业完成投资３３９２４亿元，增长２３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８５２８亿元，比上年

增长４６１％。商品房施工面积 ４７９９９万平方米，

增长２１６％。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３８４８万平方米，

增长１３３％。

五、国内贸易及旅游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４２９１亿元，同

口径增长１０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按经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１６８３２亿元，

增长９８％；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７４５９亿元，增长

１０３％。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３７７４亿元，增

长１２１％，其中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餐饮收入

１６５亿元，增长２７％；商品零售２０５１６亿元，增

长９６％，其中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商品零售

４０１６亿元，增长７８％。

从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主要商品零售额看，

石油及制品类增长１０６％，粮油、食品、饮料、烟

酒类增长 ４９％，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１９１％，日用品类增长 ９０％，化妆品类下降

１２％，金银珠宝类上涨１７８％，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类增长９５％，家具类增长１１３％。

全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３２０４２亿元，增

长２５６％。

六、对外经济

全年共执行招商项目３８４个，引进到位资金总

额４２０５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０％。其中，引进

省外国内到位资金１５０９１亿元。

全年新备案外商投资企业２家，完成合同外资

３９亿元，增长 ３６４８％；全市外商投资企业达到

２４家；实际到位外资０７１亿元，增长９０９％。

全年进出口总额 ４２亿 元，比 上年增长

３９８％。其中，出口额３１９亿元，增长２６０％；进

口额１０１亿元，增长１１３０％。

以美元计价，２０１８年雅安实现进出口总额６３５６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４３５％。其中，出口额 ４８２０

万美元，增长 ２９４％；进口额 １５３６万美元，增

长１１８７％。

七、交通、通信和邮电

全年交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６０５３亿元，

其中：高速公路项目完成投资３８１３亿元，年末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３４０公里；国省干线公路完成投资

１８３亿元；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３１亿元，建设

里程２７５公里，其中：县乡道公路建设 １３２公里，

通村公路建设１４３公里；危桥、安保、大中修等专

项工程完成投资１亿元。

全年完成客运量 １７７１９万人，下降 １３３％，

完成客运周转量６４９９１万人公里，下降１７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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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货运量５６５１５万吨，增长４０％，完成货运周转

量７４９９２５万吨公里，增长８１７％。

全年邮电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１１８１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４％。年末，固定电话用户达 ２５０９万

户，移动电话用户数达１６３３１万户。

八、财政、金融

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００３亿元，增长

１４９％；其中税收收入２９８２亿元，占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７４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３０５４亿元，增长１０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１１２５７３亿元，比年初增加 ２１２２亿元，比年初增

长１９２％。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存款余额

４１２８８亿元，比年初减少５９３６亿元，比年初下降

１２５４％。各项贷款余额６５７８２亿元，比年初增加

６２９８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０５９％。其中，中长期贷

款余额５２９６２亿元，比年初增加５３７３亿元，比年

初增长１１２９％。

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年末共有银行业金

融机构１８家，证券业金融机构５家，保险业金融机

构２０家，融资性担保机构７家，小额贷款公司１４

家，交易类场所３家。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５２４所 （不含雅安

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 ２１０８４７人，教职工

１５６７９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３８４２人。

全市共有小学１５８所 （另有小学教学点１４１个，

不计所数），招生１４３１０人，在校小学生８８０８８人；

初中７３所 （其中：初级中学４８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２５所），招生１６４７２人，在校学生４６０９２人，全

面完成了 “普九”义务教育任务，“普九”人口覆

盖率为１００％。

全市共有独立幼儿园 ２６８所，学前教育招生

２５３１５人，在园学生４２０１９人；全年特殊教育在校

学生共计１０２５名，其中随班就读６８３名，特殊教育

学校在校生１５９名，送教上门学生１８３人。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８所 （另有雅安职业技术学

院附设中职班１个，不计所数），招生４７３６人，在

校学生１２５６１人。普通高中学校１５所 （其中高级中

学４所，完全中学１０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１所），

招生７４５６人，在校生２１９２８人，普高与中职在校生

比例为１７∶１。

实现义务教育全免费，免除学杂费、教科书

费、作业本费共计１３万人次，全年共补助贫困寄宿

生生活费１８万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覆盖９４万人；学前教育保教费减免 ２３万人；

为家庭困难普通高中学生发放生活补助共计０７万

人，免除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学生学费 ０８８万

人；为中等职业学校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

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 ０１８万

人，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费０４３万人；资助普

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０３４万人，普通高校奖励

资助项目资助人数２７０人。投入１０２４０万元对农村

薄弱学校进行了改造。

２０１８年高考，全年本科上线 ３４９４人，上线率

４８１％。其中一本上线６５８人，较上年增加３３人，

增幅５２８％；二本上线２８３６人，与上年基本持平。

全年成功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４家。

全年专利申请量达１６７８件，与上年持平，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６００件，增长６７％，专利授权量

１０３３件。全市有效发明专利３６４件，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２３９件，与上年持平。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拥有文化馆９个，文化站１３８个，公共图

书馆９个，美术馆４个，农家书屋１０１７个，社区书

屋１８７个。

年末拥有博物馆８个，纪念馆４个，文物保护



!""# !$%&'(()

!

"

! "

*+,-

!""# !$%&'(()

*+,-

４６６　　

管理机构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０处，２８

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８处，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１５８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３项，

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３项。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８％，比上年提高０２个

百分点，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８９９％，比上年提

高００１个百分点。有线电视用户达２３万户。

年末拥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４５６个 （含村卫生室

８８５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３０个），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１２３４４张，卫生技术人员１１９４０人，其中执业

医师３２５４人，执业助理医师９０３人，注册护士５００８

人。其中医院４３个，执业医师２１４５人、助理医师

１８４人、注册护士４１５７人；妇幼保健机构９个，执

业医师１１３人、助理医师 １４人、注册护士 ７４人；

乡镇卫生院１４４个，其中执业医师４１０人、助理医

师３９１人、注册护士 ５５９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９个，其中执业医师５０人、助理医师１２人、

注册护士６６人。

全年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８３９８％。２０１８年

全市无甲类法定传染病发病、死亡报告，报告乙

丙类法定传染病 １８种 ５８３７例。孕产妇死亡率和

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分别降至 ７１５／１０万

和４０１‰。

全年承办国家级比赛６次、省级比赛１０次。组

织全市青少年体育竞赛９项次，批授二级运动员３５

人，二级裁判 １６３人。向省输送优秀运动员 ４人，

输送省集训队员１０２人。我市运动员共取得全国级

以上比赛冠军９个，亚军３个，季军５个，省比赛

冠军１２个，亚军１５个，季军２１个。新建全民健身

路径５６条，完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１７个。全年体

育彩票销售额 １１５００万元，市本级共筹集公益金

２８３１万元。

十一、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全市环境质量稳步提升。２０１８年雅安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率为 ８７９％，同比上升 ５０个百分

点；青衣江 （雅安段）和大渡河 （雅安段）水质达

标率为 １００％；城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１００％；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二级，道路交通声

环境质量等级为一级，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

率为１００％、夜间达标率为８２１％。

年末全市拥有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６个，面积达１８１５万公顷，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３

个，面积达０７５万公顷。

全年发生各类伤亡事故６０６起、死亡６７人，事

故起数比上年增加８９起、死亡人数减少６人，同比

分别上升 １７２１％、下降 ８２２％。发生 １起死亡 ３

人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重大、特别重大事

故。工矿商贸十万就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４９６

人，下降 ４６９％；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 ２４１人，

上升１２６％；煤矿生产百万吨死亡率 ３１４人，下

降４７０５％。

十二、人 口

据公安户籍年报显示，全年出生人口１６２４４人，

人口出生率１０５９‰；死亡人口 １４６８７人，人口死

亡率９５８‰，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０１‰。

年末常住人口 １５４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４６８５％，比上年提高１５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年末常住人口

十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２１９８元，增长

８３％。其中，工资性收入 １７９７８元，上涨 ５７％。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９６５９元，上涨６９％。

其中，居住支出上涨７９％，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

下降８９％，交通通信支出上涨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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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２４２元，增长

９０％。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１１１７元，增长

９０％。其中，食品烟酒支出增长２６％，生活用品

及服务支出增长 １３２％，交通通信支出增长

１３５％，医疗保健支出增长１９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达到

４１５４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２３４万人。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覆盖人数达４３２１万人，比上年末减少０２２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１０３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０４５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１１６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０６８万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达到

１５０８８万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２５０１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１２５８７万

人，全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稳定在９８％

以上。生育保险参保人数８９２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０４８万人。

２０１８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５２０

元，全年纳入城市低保３３２３人，累计月人均补助水

平３７２７２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３５０

元，全年纳入农村低保人数２４０９７人，累计月人均

补助水平２９５１４元。全市城乡特困人员５３３８人全

部纳入政府供养范围，其中：农村 ４９４０人、城市

３９８人。全市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

用救助比例达到７７％。资助２７２４８名困难群众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全市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数

６７６５张。

注：

１、公报中各项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正式数据以 《雅安统计

年鉴－２０１９》为准。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

合计不等的情况。

２、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

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３、公报中林业、渔业、农业机械化、交通运输、邮政、电

信、金融、旅游、对外贸易、财政、保险、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体育、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等数据来源于相关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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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雅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青衣江流域水环境，

推进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建设美丽雅安、生态强

市，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结合雅安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

工作。

本条例所称青衣江流域是指雅安市行政区域内

青衣江干流及其支流汇水面积内的水域和陆域。具

体范围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报经市人民政府

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　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应当坚持科学

规划、保护优先、属地管理、整体联动、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青衣江流域水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协调机制和

联合执法机制，解决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中的重

大问题，督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查处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

市、县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

行政区域内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

做好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区域内

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发现有破坏青

衣江流域水环境行为，应当及时制止、报告，并协

助相关部门执法。

第五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

政区域内的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在保护规

划通过前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告。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出境断面出水水

质考核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按照国家、省规

定的水质标准对青衣江干流、支流进行出境断面

考核。

第七条　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省

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

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

达到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县 （区），由市人民政

府约谈县 （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并暂停审批

该县 （区）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第八条　市、县 （区）、乡 （镇）和街道办事

处应当实施河 （湖）长制，分级分段组织领导本行

政区域内青衣江流域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等工作。

青衣江干流、支流流经的村和社区鼓励设立村

级河长。

第九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青衣江

流域水环境保护投入纳入本级预算，并逐步加大投

入力度。

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对青衣江流域水环

境保护投资和捐赠。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通过预算和其他

渠道筹集的资金统筹用于青衣江流域水资源保护、

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等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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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作。

第十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防治

青衣江流域水体污染的应急处置机制，做好突发水

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

作，并定期进行演练。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之

间应当建立环境违法行为和突发环境事件通报机制

和联合处置机制。

第十一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排污单位环境保护诚信档案，如实

记载排污单位遵守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承担水环

境保护责任的情况。环境保护诚信档案记载的信息

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并作为有关部门实施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的依据。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青衣江流

域水环境的义务，有权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

行劝阻、举报。

鼓励和引导村 （居）民委员会在村规民约中规

定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引导村

（居）民自觉维护青衣江流域水环境。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青衣江流域水

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对在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

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水资源保护

第十三条　禁止在青衣江流域内实施下列

行为：

（一）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

（二）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或者使用

禁用渔具以及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

方法进行捕捞；

（三）使用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

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放流；

（四）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围垦河道、围湖造地、

围库造地，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和妨碍

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

杞柳、荻柴和树木 （堤防防护林除外）；

（五）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堆放、倾倒、掩埋、

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

染物的车辆、容器；

（六）向水体排放、倾倒有毒有害固体废物、

废水废渣或者其他废弃物，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

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容器；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

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在保护区的边界

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明显的警示标志。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周围应当设置护栏、围网等物理隔离

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

地理界标、警示标志和隔离设施。

第十五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

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

石、挖沙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除经相关主管部门或者管理机构依法批准的活

动外，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禁止在

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建设污染环境、破坏

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

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十六条　河道管理范围界限水平外延不少于

十米的区域为河岸控制区，控制区内禁止新建畜禽

养殖场、养殖小区、废弃物处理场、转运站以及新

增畜禽养殖专业户。

河岸控制区具体范围由县 （区）人民政府划定

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对河岸控制区内已经建成的畜禽养

殖场、养殖小区、废弃物处理场、转运站以及已有

的畜禽养殖专业户应当限期迁出并恢复生态环境。

第十八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河道采砂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水电站或者其他单位需要对河道进行清淤、疏

浚的，应当编制清淤疏浚方案，报有管辖权的水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依法实施。自然保护区内的河道

需要清淤、疏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清淤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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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前，应当征求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意见。

河道清淤、疏浚产生的淤泥及其他固体废弃物

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除紧急情况外，水电站或者其他蓄

水单位需要大流量泄水的，应当在四个工作日前将

泄水方案报告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大流量泄水行为不得危及下游生命财产安全，

不得破坏水生生物生存环境。

因紧急情况需要大流量泄水的，水电站或者其

他蓄水单位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的县 （区）人民政府

和沿河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并采

取通知、巡河等有效措施确保下游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十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设置堆砂场或

者砂石加工点。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施工，因客观原因

无法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区域设置堆砂场的，经

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在河道滩地

堆砂；施工结束后，项目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恢复原

状，并报请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第二十一条　河道采砂作业结束后，从事河道

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对作业现场进行清理、平

整，并报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第三章　水污染防治

第二十二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科学合

理规划工业布局，推动新建工业项目进入工业园

区，实施转型升级，从源头上加强对工业废水的

控制。

第二十三条　工业集聚区应当配套建设相应的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

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工业废水的，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设施处

理工艺要求后方可排放。

第二十四条　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收集和处理产生的全部废水，防止污染环

境。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应当分类收集

和处理，不得稀释排放。

化工、医药等生产企业和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建设事故应急池等水污

染应急设施。

第二十五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水电站和船舶

应当及时回收残油、废油，禁止排入水体。

禁止向水体倾倒水电站垃圾和船舶垃圾。

水电站、码头应当及时清理其管理范围内的漂

浮物和淤积物。

第二十六条　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城镇和

新村聚居点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以及配套管网，

确保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达标排放。

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的监

督管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的监督检查。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对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的出水水质负责。

第二十七条　在城镇规划区内，建设新城区、

新建房屋建筑和城镇基础设施应当同步建设收集、

接纳污水管网设施，并接入城镇污水管网。同时，

应当同步设置雨水、污水分流设施。

新建房屋建筑和城镇基础设施截污纳管和雨

水、污水分流设施项目应当列入工程竣工验收内

容。不按照要求建设施工的，不得通过竣工验收。

第二十八条　在城镇规划区内未实施截污纳管

或者雨水、污水分流的区域，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

当组织制定改造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

第二十九条　在雨水、污水分流的区域，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向雨水收集口、雨水管道排放或者

倾倒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和新村聚居点自主管理委

员会发现区域内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予以劝

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向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举报。

第三十条　在污水管网未覆盖的区域，从事住

宿、餐饮、娱乐、车辆维修清洗、洗衣洗浴等有水

污染物排放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应当

自建配套的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委托第三方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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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水污染物，实现污水达标排放。

第三十一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持续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统筹规划建设农村垃

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保障其正常运行；加大对

农村垃圾、生活污水的收集、运输和处置费用的财

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村垃圾、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建设。

第三十二条　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农村

垃圾就地分类、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建立农村有机

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网络体系；选择科学合理

的改厕模式开展农村卫生厕所改造。

第三十三条　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对辖区内

水体进行排查，公布黑臭水体名称、责任人以及达

标期限，有计划地采取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

疏浚和生态修复等措施综合整治，每半年向社会公

布治理情况。

第三十四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排污口设置管理，对排污口以及

相应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等情况进

行登记建档。

登记建档的入河排污口应当采取保留、封堵、

整改等分类处置措施进行清理、整治、规范。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

禁止在重要渔业水域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

新建排污口。

第三十五条　入河排污口的排污单位应当设置

入河排污口标志牌。标志牌应当载明使用单位、监

管部门和监督举报电话以及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

浓度和总量等信息。

第四章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第三十六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

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工作。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加强对本区域

内畜禽养殖日常监督管理和服务，协助有关部门做

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

第三十七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土地主管

部门应当把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用地纳入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中畜禽养殖散养户

集中养殖用地，鼓励畜禽养殖散养户利用集体土地

集中养殖，实行畜禽生态养殖和废弃物统一处理

利用。

鼓励利用工矿废弃地和荒山、荒丘等未利用地

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畜禽养殖。

第三十八条　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青衣

江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和水污染防治的要求，划定畜

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并向社会公告。

对禁养区范围内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和已有的畜禽养殖专业户应当限期关闭或者搬

迁。限养区应当严格控制畜禽养殖总量，限制养殖

规模，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第三十九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畜禽养

殖专业户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养殖场所，应当向拟

选址所在地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选

址征求意见书，由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提出选址指导意见。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提出选址指

导意见前，应当向县 （区）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

提出选址可行性申请，由县 （区）人民政府农牧主

管部门会同土地、水行政、林业、环境保护等主管

部门进行现场踏勘，并作出选址可行性结论。

第四十条　畜禽养殖业主承担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主体责任。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专业户应当

向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承诺书，同时在其养殖场所张贴。承诺书应

当包括采取污染治理的措施、自愿接受监督检查的

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的补救办法和后果承担等

内容。

第四十一条　支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畜

禽养殖专业户建设畜禽粪便、废水的综合利用或者

无害化处理设施。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专业户应当

保证畜禽粪便、废水的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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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常运转，保证污水达标排放，防止污染水

环境。

畜禽散养密集区所在地县 （区）人民政府、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对畜禽粪便

污水进行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鼓励和支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第四十二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农牧主管

部门应当推广使用生态养殖和标准化养殖技术，实

施循环水、洁水养殖，指导水产养殖业合理确定水

产养殖范围、规模、品种、密度和方式，防止水产

养殖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水产养殖污水排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水

污染排放标准。

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网箱养殖和施肥养

鱼等污染水体的水产养殖活动。

第四十三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使用

农药，禁止使用农药毒鱼、虾、鸟、兽等。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使用化肥，饮用

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限制使用化肥。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广生物防治病虫

害、测土配方施肥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实施农

药、化肥减施工程；推广使用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

地膜，完善废旧地膜和化肥、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回

收处理制度。

第五章　生态流量控制

第四十四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会同发改、农牧、水行政等主管部门科学

核定本行政区域内水电站的最小下泄生态流量值。

水电站取水量、取水方式发生改变时，应当重

新核定最小下泄生态流量值。

第四十五条　水电站应当按照批准的取水许可

规定条件泄放最小下泄流量。

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值不得低于核定的最小下

泄生态流量值。

天然来水量小于核定的最小下泄生态流量值

时，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按坝址处天然实际来流量进

行下放。

第四十六条　在建电站在申请取水许可时，申

报材料中应当明确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值和泄放

措施。

第四十七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已核定的水电站最小下泄生态流量

值，要求已建水电站修正最小下泄流量值、提出流

量泄放整改措施。

水电站应当将修正后的最小下泄流量值报市、

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后，原取水

许可规定的最小下泄流量值作相应调整。

水电站取水审批权限在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核定后的水

电站最小下泄生态流量情况书面报告省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十八条　在建水电站应当严格实行生态流

量泄放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运行，并预留生态流量监测设施接口。

第四十九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和电力主管部门监督已建水电

站限期完成最小下泄流量整改措施。

第五十条　水电站未按照第四十九条规定进行

整改的，市、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

以会同环境保护、电力主管部门将整改意见书面通

知电网调度单位，电网调度单位应当配合进行生态

调度。

第五十一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本行政区域内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在线监控系统。

水电站应当设置最小下泄流量在线监测装置，

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并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实现

联网。

对于位置较为偏僻、通讯不畅，未能实现在线

监测的水电站，市、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建立最小下泄流量泄放情况核查制度。

第五十二条　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拆除

管辖区域内报废、停运和停建水电站的拦河坝等阻

水建筑物和构筑物，同步实施生态修复。

市人民政府应当督促县 （区）人民政府限期实

施完成。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三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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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下列青衣江流

域水环境保护情况：

（一）水环境保护规划落实情况；

（二）保护经费筹集、使用情况；

（三）影响水环境质量的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

量控制以及治理情况，出境断面考核和整改情况；

（四）工业、城镇和农村水污染整治工作情况；

（五）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情况；

（六）对处于青衣江源头区域、自然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等重点生态环

境敏感区域的保护情况；

（七）河道管理、采砂、清淤疏浚以及生态流

量下泄监控等相关情况；

（八）河岸控制区划定以及落实情况；

（九）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运营情况；

（十）其他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对重大环境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依法接受

监督。

第五十四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在政府网

站、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向社会公开青衣江干

流、一级支流水质和水量状况、出境断面水质、重

大水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等重大信息。

第五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青衣江流域水

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纳入对县 （区）人民政府和相关

部门年度考核内容。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

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的，由市、县 （区）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依据职

权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

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在河岸控制区新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废

弃物转运站、处理场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在河岸控制

区新增畜禽养殖专业户的，由县 （区）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

行为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

（区）人民政府责令依法拆除或者关闭。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

由市、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由市、县 （区）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组织现场清理、平

整，所需全部费用由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

负担，并处以所需费用二至五倍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由市、县 （区）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依

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

定的，由市、县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的，由市、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

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其取水许可证。

水电站违反前款规定，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

市、县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可

以自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

额按日连续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青衣江流域内涉及的生态保护红

线区、大熊猫国家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

水源涵养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保护

和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其他事项，法律法规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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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年鉴 （２０１９）》供稿单位、审稿人、撰稿人名单

市委办公室　刘雪黎　邓跃黎

市人大办公室　黄　伟　周凤利

市政府办公室　刘剑飞　周　滟

市政协办公室　高　凯　余天德　陈智强　杨祖和　陈　篧　刘江敏　赵　为　王　军　杨光义

喻文琦　何明军　张雪梅　罗　娅　山　川

市纪委 （市监察委）　赵　明　陈　刚　余秋实

市法院　田世玉　蒋瑞佳

市检察院　赵学东　王　愿

市委组织部　姜　军　杨世霞　张翠容

市委宣传部　寇　青　杨尚俊

市委统战部　齐明康　雷　松

市委政法委　罗　云　熊雪琼

市法学会　孙树安　张　敏　姜　波

市委编办　邵文波　代成建

市直机关工委　陈　俊　蔡　红

市委农工委　李文峰　邱燕平

市委群工局 （市信访局）　赵赋良　张艳琼

市委巡察办　胥　颖　王廷科

市委政研室　张　韬　何　雯

市委保密办 （市保密局）　伍　玫　陈　瑶

市委老干部局　韩峰伟　罗兵林

市委党校　戴显林　潘　雷

市委党研室 （市地方志办）　师　伟　黄　焱

市发展改革委　郑尚　刘小洪　姚　山　张贻校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曾　毅　唐海洋　张　泓　白　隆

市教育局　赵　敏　赵　旭

市科技知识产权局　陈　亚　李元奇

市民宗局　高崇军　杨学英　

市公安局　倪一航　文　昕

市民政局　吴洪江　陈姿引　郑万雄　古　田　孙凤玲　叶春燕　王　鹏　谢婷婷　杨梦婕　夏威夷

市司法局　陶炳忠　杜小敏

市财政局　潘素华　车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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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姜　勇　彭章峻　丁　茹

市国土资源局　蔡志康　方　可

市规建和住房保障局　宋　博　王静梅　李国利

市交通运输局　王　翔　代　静

市水务局　于冀川　杨　蕊

市农业局　蒲丹慧　罗英子

市林业局　杨茂雄　刘　翔　李晓东　黄茂峻　崔秋月　李从浩　孟　锐　罗万勋　王　旭　蒋娜娜

陈继红　田　鸿　胡　迪

市商务粮食局　林良军　叶祥军　石　磊　李　玮　郑继勇　王承华　　毛　丽　张　涛　毛　英

余存尧　任小波

市文体广新局　洪蔚国　熊文静　刘映艳　代学梅　解寒媚　张　毅　李忠斌　吴　敏　孙　逊

杨献文　谭　畅　万小莉　王定军　曾　丽　傅　强　吴　钦　王植平　杨本华

何　燕

市卫生计生委　李志强　李　解　何　庆　蒲渊卓　成　煜　张艳薇　廖文萍　熊　英　赵怀燕

彭丽娟　吴雨芹　杨　晨　王　毅　余　莉　贺　丽　艾守美　刘　利　李　进

余　洁　杜文杰　杜初霞　郑华伟　张菲菲　张钰琳　康　勇　王　丹　王绍蓉

高德宇　汪　丽　何　斌　马　霖　张　楠　黄　蓉　陈韵帆　卓　玛　李　超

王　静

市审计局　曹　刚　张　薛

市环保局　欧敏华　夏伟棚

市统计局　何　勇　高菲菲　杨汝菲　侯星宇　胥　锐　钟　艺　

市旅游发展委　王亚军　孔　文

市安监局　黄　熹　张　鹏　杜良平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兰　军　蒋倩倩　魏守国　季子波

市工商局　余　波　刘?鸿

市质监局　任永强　陈远琼

市城管执法局　雷永忠　罗　洋

市国资委　帅　维　李小宇

市扶贫移民局　韩永康　高宣慧

市外侨和港澳台办　张大金　詹承勇　时　勇　李　锐　宋纪军　严小芳　高晓东　赵　彬　

飞地产业园区 （经开区）　吴晏波　唐　海

市农业园区　古　劲　胡瑞华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李亚梅　余冠雄

市投资促进局　蒋　淼　代　茜

市档案局　陈吉学　吴文涵　马贵清　张雨瀚　

市防震减灾局　王　强　李　锦

市供销社　朱和超　阳吉华　余洪志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张发伟　李源源

市永定桥水库管理局　朱国永　刘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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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桶寨管理局　杨玉君　王明华

市政府金融办　李文峰　郑叶波

市政管办　卢映国　朱家毅

市税务局　薛　平　吴正洪

市气象局　叶大友　赵　欣　杨　岗

市烟草专卖局　何梦皓　刘　杨　毛友宏　罗贤

国家统计局雅安调查队　刘　军　李　荣　高　尚

市邮政管理局　方睿杰　李强华　张秀娟

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闵　万　王玉美

雅安监狱　陈　凉　余洪敏

市总工会　何卫平　宋　聃

团市委　王惠明　彭　娜　郭芷涵

市妇联　赵雅玲　岑　琳

市科协　周小华　姚燕君

市社科联　吴爱平　柳雨梅

市残联　王　华　高　敏

市工商联　李　平　张丽君

民革雅安市委　吴　虹　陈航亮　吕隆蜀

民盟雅安市委　何　海　魏　懿

民建雅安市委　刘　波　崔红军

雅安军分区　朱建华　罗　成

市公安消防支队　熊　军　朱曾华

市群团组织服务中心　苟丽琼　袁晓鱼

市老促会　杨水源　杨建铭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五医院　薛　林　焦成元

人行雅安中支　罗　洵　张雅立

雅安银监分局　李　黎　李　梅

四川农业大学　王克冬　赵海伦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石　静　谢晓薇

四川电大雅安分校　毛亚楼　李中维

省贸易学校　孟令峰　马　磊　

省档案学校　徐　宏　王三刚　蔡志刚

市红十字会　张云涛　代　婷

雅安日报传媒集团　黄　昆　江　南

中国铁塔雅安分公司　刘璐嘉　杨　杰

市邮政分公司　王根孝　谢　锦

雅投公司　邹克灵　林　伟

城投公司　魏存威　董奇琪

文旅公司　殷丽华　雷　勇



!""# !$%&'(()

*+,-

!

"

#

$

附　录

!""# !$%&'(()

*+,-

*+,.

４７７　　

附
　
录

蜀通公司　张万清　申　杰

雨城区　胡济均　万海博　钟　琦　涂佳余　

名山区　李良勇　胡启瑜

天全县　陈永康　王泽宏　廖莉明

芦山县　徐洪年　宋加平

宝兴县　李　波　齐明云

荥经县　毛建美　甘文祥　涂柠蒙

汉源县　刘科友　曹晓梅

石棉县　彭春雄　游林鑫　岳秀红

注：每个单位排在第一位的为审稿人，后均为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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殭

殭殭

殭

引

使用说明

一、本索引采用内容分析索引法，按索引条目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二、索引标目后的数字表示内容所在的页码。

Ａ

爱国卫生运动　２９０

安全教育培训　２４２

安全生产　１４７

安全生产基层建设　２４２

安全生产监督　２４１

安全生产检查　２４０

安全生产执法　２４２

案件执行　１１８

Ｂ

芭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雅安巡演

　３１５

把牢政治方向　３８

版权使用管理　３０１

办事指南　７９

办文办会服务工作　２８

宝兴发现野生大熊猫　２２０

宝兴·夹金山第十届红叶节暨第二

届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节

　２３４

宝兴救助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

鹤　２２３

宝兴县藏族群众欢度上九节　３３０

宝兴县广播电视台　３０８

宝兴县人民医院　２９４

保密监督检查　４４

保密科技建设　４５

保密宣传教育　４４

保障工作　２６１

保障经济发展　１１３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１８２

暴雨灾害　７４

北纬网　３１２

背街小巷道路改造　１７６

编发《市情研究》　４９

编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１２５

便民服务　１９０

标准化建设　２５３

殡葬管理　３３３

不动产登记　２５４

不动产交易集成服务　８０

不良反应监测　２５０

部分获奖作品　３１７

部分文艺期刊　３１３

Ｃ

财政扶贫　３３８

财政转移支付　１９６

餐饮环节监管　２５０

残疾人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　１０７

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　１０７

残疾人特殊教育　１０８

残疾人文化体育　１０８

残联扶贫　３４１

茶旅融合　２２７

茶文化活动　３２１

茶文化寻根之旅　２３５

茶业发展　３６０

茶叶生产　１２９

产品质量监督　２５２

产业发展　２３８

成都———雅安工业园区　１６３

成品油管理　１６１

成品油销售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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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　２７１

成雅快速通道雅安段建设　１８８

成雅铁路建设　１８８

城建档案管理　１７６

城区砂石资源专项整治　２５４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１７６

城乡建设　３７６，３８０，３８４

城乡医疗救助　２８８

城乡住户调查　２５５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　２６９

出版物经营单位年检审核　３０１

出口贸易　１７３

出口退税　１９８

出入境管理　１１４

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建设　１９２

川西农副产品物流园　１６８

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３０５

创新科普宣传平台　１０５

创业服务　３３６

创作扶持　１０９

春节黄金周　２３０

春节期间城区设立便民临时停车位

　３４６

春赏花之旅　２３６

慈善捐助　３３２

慈善助学　３３２

从业人口　２９１

村邮站建设　１９０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１２４

Ｄ

打击违法犯罪　１１４

大渡河流域和青衣江流域　７

“大棚房”清理整治　２５４

大兴新区路网建设　１８９

大熊猫文化探秘之旅　２３５

大熊猫现身石棉孟获城　２２０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４０

大中专招生　２６８

代办服务　８０

代表工作　６３

党的建设　３５７，３６２，３６９，３７７

党管保密工作　４４

党管武装工作　２６１

党管意识形态　３２

党建业务管理　４２

党史场馆建设　４７

党史系统资政育人工作会　４７

党史研究工作　４７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　３９

党组织专职书记考核管理　４２

档案接收进馆工作　８４

档案征集利用　８４

道德模范、雅安好人评选　３６

道路交通违法管理　１１４

地方病检测　２９０

地方立法　１１２

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传承　２９８

地方志文化宣传　８４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２５４

地理位置　２

地震处置与震情跟踪　７６

地震台站建设及管理　７６

地震应急管理　７９

地震与地震灾害　７５

地震援助项目　１０８

地质灾害　７５

地质灾害防治服务　７８

第二产业　３５５，３５９，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２，

３７６，３８０，３８３

第二届龙苍沟森林马拉松赛　３２７

第二届雅安市文明家庭　３４６

第三产业　３５５，３５９，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２，

３７６，３８０，３８３

第三次国土调查　２５４

第三届二郎山冰雪节发布会在成都

举行　２３５

第十四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　２３３

第四届大川河越野Ｔ３赛　３２５

第一产业　３５５，３５９，３６４，３６８，３７１，

３７５，３７９，３８３

电力调控　１５８

电力管理　１５７

电力生产与供应　１５８

电商进村社　１７０

电商培训　１７０

电子化平台　８１

电子商务网络交易　１７０

调查研究　９７

调研成果转化　４０

调研活动　１０９

调研视察　８７

东进融入活动　３９

冬赏雪之旅　２３６

督查督办工作　７３

端午小长假　２３１

对台工作　８２

对外贸易　１７１

多层次资本市场　２０４

Ｅ

儿童基础免疫　２８９

儿童权益保障　１０４

二手房存量交易　１８２

Ｆ

发放免费电子旅游卡　１０８

法律服务　１１９

法律援助　１２０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１２１

法学研究　１０９

法治创建　１１９

法治宣传　１０９

繁荣本土文艺创作　２９８

防火监管　２６２

防汛抗旱　１３３

防震减灾服务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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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宣传教育　７７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１８２

房地产市场监管　１８２

纺织业　１４８

放射卫生监督　２９０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３０４

非遗场馆　３０３

非遗工艺振兴　３０４

非遗项目申报　３０４

非洲猪瘟应急防控　１３０

丰富多彩过儿童节　３５０

风险应急监测　２５０

蜂桶寨绿尾虹雉人工繁育实验室启

用　２２１

扶贫审计　２４３

扶贫项目和资金　３３７

服务机制协同化　３３７

服务基础信息化　３３７

服务平台建设　３３７

服务行为专业化　３３７

服务中心大局工作　１０２

妇联扶贫　３４１

妇女儿童基本情况　１０３

妇女就业培训　１０３

妇女权益保障　１０３

妇幼保健服务　２８８

妇幼卫生　２８８

Ｇ

改革成效宣传　４１

改革督察督办　４１

改革工作　４０

概况　４３，７２，８４，９０，９２，１０７，１０８，

１０９，１２４，１４５，１５７，１６１，１６７，１８５，

１８６，１８９，１９０，２２７，２４０，２４８，２６６，

３０２，３０５，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９，３４５

干部队伍党性教育培训　２７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８，２６０

港澳工作　８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　１２４

高等自学考试　２６９

高速公路建设　１８７

高校征兵宣传　２６１

高新技术发展　２７８

高中教育　２７１

《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编纂工作

　１１０

个人所得税管理　１９９

耕地保护　２５５

工会扶贫　３４１

“工人先锋号”创建　１００

工商联参政议政　９７

工商联扶贫　３４３

工业价格调查　２５６

工业经济发展　１４５

工业科技　２７９

工业用地管理　１４７

工资收入分配　３３６

公安改革　１１５

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１９５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２９１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管理　８３

公共文化服务　２９９

公祭烈士活动　３５１

公路养护　１８５

公路质量监督　１８５

公路治超　１８５

公务用车使用管理　８３

公益电影放映　２９９

供销扶贫　３４１

供销合作　１６９

供销基层社建设　１３６

“古代体育文物展”走进雅安　３０３

“故园恋”原创歌曲演唱会　３１６

关爱儿童计划　１０４

关爱抗战老兵　９５

关爱女性保障计划　１０４

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实施意见

　２２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　２４

关于加快推进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的意见　２２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

的实施意见　２３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实施意见　２４

关于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精神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的

决定　２３

关于推进２０１８年全面从严治党、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　２２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　２２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

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

作用的实施意见　２４

观红叶之旅　２３６

馆藏档案概况　８４

贯彻省委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３２９

广播电视节目评选　３０５

广播影视管理　３０５

广电节目创作　３０５

规范交易类场所　２０４

国电大渡河大岗山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１５９

国电大渡河瀑布沟水力发电总厂

　１５９

国电大渡河深溪沟水电有限公司

　１５９

国电四川南桠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５２，１６０

国防动员工作　２６０

国省道建设　１８７

国泰君安证券雅安营业部　２１０

国土资源违法案件　２５４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　２５４

国网四川雅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５９

国务院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６６

国有企业发展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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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　２４０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１９６

国有资产概况　２３９

国有资产监管　２４０

Ｈ

孩子们科技馆乐享暑期　３５１

汉文化之旅　２３６

汉源承办省第三届冬泳锦标赛　３２５

汉源处置两起野外用火引发山火案

　２２４

汉源第七届赏花旅游节　２３１

汉源锦泰矿业有限公司　１５１

汉源俊磊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２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９

汉源县广播电视台　３０９

汉源县嘉瑞达矿产品有限公司　１５５

汉源县人民医院　２９３

汉源县山体塌方　７５

汉源县源富锌业有限公司　１５０

汉源县中医医院　２９３

恒博（集团）雅安医院　２９４

红盾春雷行动　２４５

“红盾助农”工程　２４７

红色文化带动乡村发展　１４２

红色文化之旅　２３６

后备人才选拔培养　３２４

化解行政争议　１２１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４８

化妆品监管　２５１

话剧《高腔》走进雅安　３１６

“欢乐大舞台”文化惠民演出　３１６

环保督查问题整改　２１９

环保整治　１１４

环境保护　３７７

环境与资源　１４７

环境资源案件受理　１１８

会务保障工作　７３

会员发展与信息提案　９６

惠民帮扶　９９

婚姻登记和收养　３３３

火灾基本形势　２６２

Ｊ

机构编制概况　４５

机构变革　４６，２６３

机关国有资产统一管理　８３

机关后勤服务保障　８３

机关文化建设　４２

机关作风建设　４２

基本情况　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２，３６６，３７０，

３７４，３７８，３８１

基层党建　２９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４２

基层科普　１０５，２８４

基层农技推广　１３５

基层人防建设　２６３

基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工程　３９

基层卫生服务　２８８

基础建设　１９０

基础设施　３６５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６８

绩效保证目标考评　７３

缉毒禁毒　１１４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１３４

计量惠民　２５２

计量认证　２５３

计生服务体系　２９２

计生奖励扶助　２９２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９０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列活动　９５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

年　９５

纪特邮票专项检查　１９０

技改创新　１４６

技能人才引进与培养　３３６

技能人才政策　３３６

寄递渠道监管　１８９

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强市　６９

加快推进建立雅安湿地保护修复制

度　６６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６８

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　６７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６８

家禽养殖　１３０

家庭农场培育　１３６

价格监测调控　２４７

价格认定和成本监测　２４７

驾驶培训　１８６

坚定不移惩贪治腐　９１

监督工作　６２

检验检测　２５３

减免税优惠　１９９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６８

建言献策　９７

建议提案办理　７３

建筑概况　１７７

建筑工程监理　１７８

建筑节能　１７７

健康雅安建设投入　１９７

健全社保体系投入　１９７

健全完善监督体系　９１

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６８

健全信用监管机制　２４５

降水监测　２１９

降水时空分布　４

交通基础设施投入　１９６

交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７

交易平台标准　８０

教师队伍建设　２６７

教师资格认定　２６９

教学改革　２６９

教育和科技　３７２

教育交流合作　２７０

教育经费投入　２６８

教育科技　３６８

教育科研　２６９

教育培训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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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改革　２６７

教育系统扶贫　３４２

教育引领工作　３９

教育优先发展投入　１９７

节能减排　１４６

节能降耗　２３９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２５４

金融风险防控　２０４

金融风险监管　２０４

金融服务　２０３

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３

金融概况　２０３

金融系统扶贫　３４２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１４９

锦泰保险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９

进口贸易　１７３

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工作　６９

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　６９

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

理工作　６６

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改革　６６

经济概况　３５４，３５８，３６２，３６７，３７０，

３７４，３７８，３８２

经济体制改革　２３８

经济信息扶贫　３４４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４２

经济侦查　１１４

经济秩序治理　１６７

经贸活动　１７３

境外投资　１７３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４８

救助管理　３３１

就业服务　３３５

就业政策　３３５

居民消费调查　２５５

举办县级领导干部轮训班　４９

捐资助学与培训　９７

Ｋ

开办企业综合窗口　８０

开展清理服务业企业入规上限专项

行动　６７

开展“携手同心促脱贫”活动　３９

康养产业　２８７

抗震设防管理　７６

科技扶贫　３４０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７８

科技经费投入　２７８

科普宣传　１０５，２８３

客货运输　１８５

客运站点建设　１８７

课题研究　８８

空气环境质量　２１４

控告申诉检察　１１６

快递服务　１８９

矿产资源　２

矿产资源管理　２５４

Ｌ

劳动仲裁　３３６

老干部活动中心建设　４９

老年大学建设　４９

老年教育　３４５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　４８

理论宣讲管理　３１

理想信念教育　９８

粮食仓储　１７４

粮食流通　１７４

粮食生产　１２９

粮食收购销售　１７４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３０

量服工作　１０７

林产品加工项目引进　１４０

林区道路建设　１３９

林业基地建设　１４１

林业科技成果　１４０

林业审批　１４０

林业生态扶贫　３３９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１４０

林业专合组织　１４０

林政资源管理　１３９

零售、餐饮　１６９

领导接访　４３

领导离任审计　２４３

领导名录　２６３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３３２

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研讨会　５０

芦山飞仙关滴水岩发生塌方　７５

“４·２０”芦山强烈地震五周年敬献花

篮仪式　３４９

芦山县广播电视台　３０８

芦山县人民医院　２９４

芦山县推进古树名木挂牌保护　２２５

芦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１２

芦山湘邻纺织有限公司　１５６

芦山再现野生大熊猫　２２０

路政管理　１８５

旅行社　２２７

旅游景区　２２７

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会　２４８

“绿美雅安”歌曲征集　２９９

绿色交通　１８６

绿色（有机）农业　１２７

落实党建主体主责　４２

落实惠农补贴政策　１２４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　１９８

Ｍ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及

特种药械监管　２５１

玫瑰种植助增收　１４２

煤矿安全监管　２４１

美丽乡村之旅　２３６

盟员发展与专题学习　９６

蒙顶山茶国际品鉴交流会　２２８

蒙顶山茶文化器物展　２２８

蒙顶山景区“花朝节”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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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山整体规划获批　２２８

民办教育监管　２６７

民兵应急力量实训　２６１

民防应急工作　２６４

民革参政议政　９５

民革建设与帮扶　９５

民间组织管理　３３３

民建参政议政　９６

民盟参政议政　９５

民商事审判　１１７

民生保障　３６６，３８１

民生工程任务　３００

民事行政检察　１１６

民营经济发展　２４３

民营企业工作　３９

民营企业结对扶贫　３４４

民政扶贫　３３９

民主党派工作　３９

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优惠政策

措施　３２９

民族民俗文化风情之旅　２３６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３２９

名山茶产业走廊道路改造　１８８

名山救助野生动物果子狸　２２１

名山区广播电视台　３０８

名山区举办书画联展　３２３

名山区人民医院　２９２

名山区中医医院　２９３

木材加工和木、竹制品业　１４８

目标绩效管理　２８

Ｎ

南路边茶制作技艺传承　３０４

能源发展　２３８

２０１８年芦山旅游推介会在成都举行

　２３４

２０１８年全国（Ｕ１９）青年篮球联赛

　３２６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

赛　３２７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全民健身网球公开赛

　３２５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新年登高活动　３４８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业余篮球赛　３２７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职工羽毛球赛　３２５

２０１８年雅安市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３２７

凝聚思想共识　３８

牛羊养殖　１３０

农产品病虫害防治　１２９

农产品品牌　１２８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１２８

农村道路建设　１８７

农村电子商务　１３６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１２４

农村劳务与电子商务　１２９

农村能源建设　１２４

农村实用人才管理　１３５

农村危房改造　１７６

农村饮水安全管理　２１９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１０５

农机工作　１２５

农技专业协会管理　２８４

农民工工资支付　３３６

农民合作社管理　１３６

农商对接　１６９

“农商银行杯”男子篮球联赛　３２５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１３１

农业产业扶贫　３３７

农业技术扶贫　３３８

农业社会化服务　１３６

农业数据调查　２５６

农业项目资金投入　１２６

农业信息进村入户　１３６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３５

Ｐ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８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３４

贫困村脱贫变旅游区　１４１

品春茶之旅　２３６

普法教育　１１９

Ｑ

气候评价　５

气象管理　７７

企业数据调查　２５６

汽车制造业　１４９

器官捐献　１０８

侨务工作　８２

锲而不舍正风肃纪　９１

侵权盗版查处　３０１

亲情帮扶服务　４９

青年服务体系建设　１０２

青少年科普　２８４

青少年科普活动　１０５

清明小长假　２３０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专题活动　４７

秋品果之旅　２３６

全国技巧锦标赛暨青少年锦标赛

　３２６

全国统一考试保密管理　４５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３４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　６７

全面落实河长制　１３３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进绿色发展振兴加快建设美丽

雅安生态强市的决定　２２

全民参保　３３４

全民参与绿美雅安　３４９

全民健身工程建设　３２４

全民健身活动　３２４

全市妇联工作会　１０４

全市工会情况　９９

群团活动项目　３３３

群团组织扶贫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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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活动　３００

Ｒ

燃气生产和供应　１６１

人才队伍建设　３０

人大代表调研视察　６４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　６４

人防工程建设及管理　２６３

人防宣传教育　２６３

人口概况　２９１

人民调解　１２１

人社扶贫　３３９

人事任免工作　６４

日照时数　４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１９２

Ｓ

三人获“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

　３４６

散装水泥管理　１７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１９

森林防火　１３９

森林公安工作　１４１

森林小镇建设　１４０

森林资源　３

商标便利化改革　２４７

商标品牌战略　２４６

商贸服务　１６７

商贸流通　１６８

商品质量监管　２４６

商事制度改革　２４３

商务粮食扶贫　３４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８

上里镇老年人老有所乐　３５２

社保基金监管　３３５

社会保险待遇　３３５

社会保险改革与经办　３３５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１９６

社会保险征缴　３３５

社会保障　３７４

社会保障审计　２４３

社会扶贫　３３８

社会福利　３３２

社会实践活动　３３４

社会 事 业 　 ３５６，３６０，３６９，３７６，

３８１，３８３

社会事业发展　２３９

社会稳定情况　１１３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１２

社会治理　１１７

社会组织管理　３３３

社科普及　１０６

社科研究　１０６

社区卫生服务　２８９

深化改革　３５７

生态建设　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３

生态旅游　２２７

生态文明建设　３５６，３６１，３８５

生态文明建设投入　１９７

生态雅安杂志　３１３

生猪养殖　１３０

声环境质量　２１６

省第九届全民健身篮球公开赛总决

赛　３２７

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

　３３０

省画院雅安创作基地　３１４

省委书记彭清华来雅调研工作汇报

会　２６

省“优秀家庭家规家训”获奖者任明

强一家　３４６

十一黄金周　２３１

石棉德乐电冶有限公司　１５５

石棉第八届黄果柑节　２３２

石棉解救省重点保护动物毛冠鹿

　２２１

石棉救助国家保护动物长耳　２２２

石棉沃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４

石棉县东顺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４

石棉县尔苏藏族环山鸡节　３３０

石棉县广播电视台　３０９

石棉县人民医院　２９３

石棉县中医医院　２９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入　１９６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４９

食品制造业　１４８

史志鉴编纂　８４

市场安全检查　２４６

市场促销　１６８

市场监测　１６８

市场建设　１６８

市场主体　２４３

市场专项整治　２４５

市级国库集中支付　１９６

市纪委四届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大

会　９０

市农业园区　１３７

市人大办工作　６１

市委常委班子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

　２５

市委常委会第５８次（扩大）会议　２５

市委经济工作、农村工作暨全市金融

工作会　２５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

六次会议　２５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

七次会议　２６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

一次会议　２７

市消委会开展老年消费教育　３４５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１７６

市政协办工作　８６

市政协四届八次常委会议　８６

市政协四届二次全体会议　８６

市政协四届六次常委会议　８６

市政协四届七次常委会议　８６

市政协四届五次常委会议　８６

市直机关党建　３０

事故双控预防机制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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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机构概况　４６

首届“雅安味道”美食旅游季　３５１

受伤水鹿不治死亡　２２１

“书香雅安·全民阅读”活动　３５０

蔬菜生产　１２９

蜀通运业　１８６

数字化建设　１９１

双创工作　２８２

双拥　３３２

水产品加工　１３０

水产养殖　１３０

水果生产　１２９

水环境监测　２１８

水环境质量　２１４

水利扶贫　３４２

水利工程建设概况　１３１

水路建设　１８８

水土保持　２１８

水文短期预报　７６

水文站点情况　５

水文中长期预报　７６

水行政审批　１３４

水行政执法　１３４

水资源　３

水资源保护　２１７

税收管理　１９８

司法体制改革　１１７

司法责任制改革　１１９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６０

思想政治宣传　３２

思想政治引领　１０１

四川邦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５

四川宝兴汉白玉特色产业园区　１６５

四川宝兴三兴汉白玉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６

四川川投田湾河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０

四川大渡河龙头石水力发电有限公

司　１６０

四川大熊猫雅安栖息地　２１９

四川泛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

四川富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０

四川格纳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雅安分校　２７４

四川汉源工业园区　１６３

四川华能宝兴河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

四川吉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１５３

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司　１３８

四川芦山经济开发区　１６４

四川名山锦程村镇银行　２０８

四川农业大学　２７１

四川省促进川菜走出去三年行动方

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雅安市贯彻落

实方案　６８

四川省档案学校　２７５

四川省二郎山喇叭河水泥有限公司

　１５４

四川省汉源化工总厂　１５３

四川省菊乐食品有限公司雅安分公

司　１３８

四川省贸易学校　２７４

四川省名山中学蒙山校区　２７６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雅安办事

处（雅安农村商业银行）　２０８

四川省乾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３

２０１８四川省全民健身羽毛球比赛

　３２７

四川省天全中学　２７６

四川省雅安茶厂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８

四川省引领物流有限公司　１３８

四川省荥经县福荥冶金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５６

四川省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汉源办事处　２１２

四川石棉工业园区　１６４

四川天全经济开发区　１６４

四川万里锌业有限公司　１５６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　１５３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１５５

四川雅安安山钢铁有限公司　１５１

四川·雅安旅游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２３４

２０１８四川雅安首届熊猫灯会　３２１

四川雅安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１５７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

四川荥经经济开发区　１６３

四川荥经开全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７

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１５３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１

“四个意识”教育　４１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

四季温度　３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主任会

议　５８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主任会议

　５７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主任会

议　５７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主任会

议　５９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主任会

议　５８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主任会

议　５８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主任会

议　５７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主任会

议　５７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主任会

议　５８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主任会

议　５７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主任会

议　６１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主任会议

　５９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主任会

议　６０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主任会

议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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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主任会

议　６１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主任会

议　６０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主任会

议　６０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主任会

议　６０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主任会

议　５９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５５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主任会议

　５６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５３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５３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５６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主任会议

　５６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５５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５５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５３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５４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５４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５３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５２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１次会议　２６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４次会议　２６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５次会议　２５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４次会议　２５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５１次会议　２４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７次（扩大）会议

　２７

四届市委常委会第６２次（扩大）会议

　２６

四届市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２４

四届市委第四次全体会议　２７

四届市政府第３０次常务会议　７０

四届市政府第２８次常务会议　７０

四届市政府第２９次常务会议　７０

四届市政府第２７次常务会议　６９

四届市政府第３１次常务会议　７０

四届市政府第３２次常务会议　７０

四届市政府第３４次常务会议　７１

四届市政府第３６次常务会议　７１

四届市政府第３７次常务会议　７１

四届市政府第３８次常务会议　７２

四届市政府第４２次常务会议　７２

四届市政府第３５次常务会议　７１

四届市政府第２６次常务会议　６９

诉讼监督　１１５

Ｔ

特殊教育　２６７

特殊人群管理　１２１

特种设备监管　２５３

提案工作　８７

提升以文辅政水平　７３

提升治理水平投入　１９７

体彩销售　３２５

体育健身组织建设　３２５

天全第二届二郎山红叶节　２３３

天全警方破获盗伐买卖枫木案　２２４

天全警方破获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

物案　２２３

天全救护国家保护动物鹰雕　２２２

天全三湾河再现大熊猫身影　２２０

天全县电视台　３０８

天全县人民医院　２９４

天全县中医医院（雅安市骨科医院）

　２９４

天然林保护工程　１３９

天然气管理　１６１

铜头引水工程　１３２

统筹推进巡视整改　９２

统计分析监测　２５６

统计年鉴编纂　２５８

统计普查　２５８

统计信息咨询　２５７

统计执法检查　２５７

统计专项调查　２５８

统计资料　２５８

统战扶贫　３４１

投诉举报宣传与受理　２５１

涂家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１４２

土地承包确权　１３４

土地规划　２５５

土地及矿产交易　８１

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　２５４

土地流转经营　１３４

土地资源　２

土地综合整治　２５５

兔养殖　１３０

团干部队伍建设　１０３

团市委扶贫　３４０

推进花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６９

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６６

推进雅安市２０１８年县域经济改革发

展重点工作　６８

推进“雅安政务事、最多跑一次”改革

　６８

退耕还林　１４０

脱贫奔康　３８１

脱贫攻坚　３５６，３６１，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３，

３７７，３８５

脱贫攻坚概况　３３７

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９２

Ｗ

外商投资　１７３

外事工作　８２

外宣形象展示　３３

外资审计　２４３

万森康养庄园　１４３

王老吉大健康产业（雅安）有限公司

　１５２

网络文明传播　３６

网络宣传管理　３２

２０１８网络专项整治　３０２

微纪录片《当一天中国人———雅安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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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山茶》正式开机　２３４

微信公众号、ＡＰＰ等新媒体　３１２

违法行为查处　２５１

维稳工作　１１３

卫生行政执法　２９１

卫生应急服务　２８９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３５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３００

文化产业业态创新　３００

文化产业资金扶持　３００

文化发展　３８４

文化扶贫　３３９

文化惠民行动　３００

文化市场监管　３０１

文化事业　３６１，３７７

文化、体育、卫生　３７３

文化体制改革　２９８

文旅融合发展　２９８

文史研究　８８

文体事业发展投入　１９７

文物保护整理　３０３

文物场馆建设与保护　３０３

文新广电扶贫　３４３

文艺创作　３１３

文艺调研　１０８

污染防治　３６６，３８１

无偿献血　１０８，２８７

无线电管理　１９１

吴雨佳的艰难求学路　３４８

“吴之英与蜀学”研讨会　３２１

五美乡村建设　１４１

五一小长假　２３０

物流园区建设　１６７

Ｘ

西部开发　２３８

西南联交所雅安分所　２１１

夏避暑之旅　２３６

嫌疑人砍伐珍稀树木获刑　２２５

县域经济　１４６

“１＋８”现代农业园区　１２７

现代物流　１６７

乡村旅游　２２７

乡村振兴产业带建设　１２５

项目工作　１４５

项目管理　２３９

项目建设　３８５

项目投资　３６６

项目征收管理　１８２

消防安全监管　１１４

消防队伍建设　２６３

消防工作概况　２６１

消防基础建设　２６２

消费维权执法　２４６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１３２

校园安保　２６８

蟹螺堡子被批准为国家３Ａ级旅游景

区　２２８

新产业新业态与农旅融合　１２８

新村扶贫　３３８

新闻出版管理　３０１

新闻阵地管理　３４

新兴产业　１４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１２８

信访归口办理　４３

信访矛盾化解工作　４３

信息传输　１９１

信息服务工作　２８，７３

信息化建设　２６７

星级饭店　２２７

刑事审判　１１７

刑事侦查　１１４

刑事执行检察　１１５

行业技能竞赛　９９

行业整治　１４６

行政服务许可　２４９

行政区划　２

行政审查　１２１

行政审判　１１８

行政事业收费管理　２４７

行政责任　１２１

行政执法监督　１２１

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１２５

休闲农业　１２７

畜牧业疫病防治　１３０

宣传贯彻《宗教事务条例》　３２９

学雷锋志愿服务　３５

学前教育　２７０

学术交流　１０６

学校法治教育　２７０

学校卫生监管　２９１

血吸虫病防治　２８９

血液管理　２８８

巡察队伍建设　９３

巡察整改工作　９２

Ｙ

雅安参加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会　２４９

雅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１７８

雅安川剧艺术博物馆开馆　３２２

雅安德仁医院　２９５

雅安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　７８

雅安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额雁

　２２２

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０

雅安９４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１４７

雅安河北医院　２９５

雅安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　２２９

雅安经济开发区　１６２

雅安举办投资推介会　２４８

雅安普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９

雅安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文艺晚会

　３１７

雅安仁康医院　２９５

雅安日报传媒集团　３０９

雅安日报社　３１２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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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博物馆、雅安生态博物馆中心

馆　３１８

雅安市地方志工作管理办法　６６

雅安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

方案　６６

雅安市第二届全民健身网球总决赛

　３２７

雅安市第二届羽协杯业余混合团体

赛　３２７

雅安市第３６届元旦环城赛跑　３２５

２０１８雅安市第三届龙舟赛　３２２

雅安市第四届广场舞大赛　３１４

雅安市第四届人民政府第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　７２

２０１８雅安市第四届网络春晚　３１４

雅安市第四届油画写生作品展　３２２

雅安市第四届职工围棋赛　３２５

雅安市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０４

雅安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雅安市妇幼保健院）　２９５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　３０７

雅安市汉源县昊业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２１２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９５

雅安市计划生育药品器械管理站

　２９６

雅安市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６８

雅安市紧急救援中心　２９５

雅安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

案　６８

雅安市举办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展

　２３５

雅安市凯安林食品有限公司　１３８

雅安市科技馆　２８４

２０１８雅安市旅游康养专题投资推介

会　２３４

雅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实施

方案　６８

雅安市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

法　６６

雅安市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１

雅安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

理办法　６６

雅安市庆“三八”全民健身运动会

　３４８

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３３４

雅安市人民医院　２９２

雅安市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

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　６６

雅安市人民政府网　３１３

雅安市商业银行　２０７

雅安市涉及产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清理工作方案　６７

雅安市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

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６９

雅安市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６９

雅安市“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

　６６

雅安市石棉县先之源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１２

雅安市实验幼儿园　２７７

雅安市市级部门“局长进大厅”活动

实施方案　６７

雅安市市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２０１８

年本）　６７

雅安市首部脱贫攻坚网络电影《第一

书记》开机　３１６

雅安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考核办

法　６７

雅安市税收征管保障暂行办法　６６

雅安市体育馆　３２０

雅安市图书馆　３１９

雅安市推进“放管服”改革２０１８年工

作要点　６７

雅安市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意见

　６８

雅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

队　２９６

雅安市文化馆　３１９

雅安市文化艺术中心　３２１

雅安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　２３

２０１８雅安市新春音乐会　３１４

雅安市新增４１处省级森林康养人家

和２处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２２９

雅安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６７

雅安市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６７

雅安市迎七·一歌咏比赛　３１６

雅安市荥经县鑫源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１２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国

有建设用地不动产登记办法　６７

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砂石管理暂

行办法　６９

雅安市中心血站　２９５

雅安市中医医院　２９２

雅安市“３·１５”主题公益晚会　３１５

雅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捕

　１３１

雅安太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８

雅安天立学校　２７７

雅安天露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９

雅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９

雅安新报　３１２

雅安鑫西华口腔整形医院　２９５

雅安雨城惠民村镇银行　２０８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３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７３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２９４

雅安制茶大师高永川　３４７

雅安中学　２７５

雅安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落户经济

开发区　１７８

雅茶推广宣传　１３７

雅康高速　１８８

烟草专卖　１６９

严格国家投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结

算办理加强内部审核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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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管理　２５０

Ｇ５阳光康养之旅　２３６

药品监管　２５１

野生动物资源　３

野生植物资源　３

“一车制”现场踏勘　８０

一窗受理　７９

一体化自助平台　８１

一小时办结制　７９

医疗废物处置　２９０

医疗服务市场　２８９

医疗器械监督　２５１

医疗卫生扶贫　３４２

医疗资源　２８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８７

医药制造业　１４８

依法治区　３５７

依法治市工作　１１２

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管理　３４４

彝乡贫困户喜领分红款　１４１

义务教育　２７１

异地服务　８０

饮用水卫生检测　２９１

饮用水源监测　２１９

印刷市场监管　３０１

荥经救助野生藏酋猴　２２１

荥经县第十届鸽子花旅游节　２３３

荥经县广播电视台　３０８

荥经县人民医院　２９３

荥经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２９３

荥经豫川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

永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中

心支公司　２１０

永定桥水利工程　１３２

用地报批、供应　２５４

优抚安置　３３１

邮政扶贫　３４０

邮政机构改革　１９０

邮政网点　１８９

邮政业申诉　１８９

余安敏收集汇编家乡史料　３４７

４００余敬老院院长来雅考察学习

　３４５

渔政管理　１３１

“与党同心、与改革同行”系列主题活

动　４８

雨城区村民救助受伤大雁　２２２

雨城区第十三届年猪文化旅游节

　２３１

雨城区救助国家保护动物褐林

　２２１

雨城区举办百人包粽子比赛　３５１

雨城区南外环山体塌方　７５

雨城区人大代表周丽娟　３４７

雨城区人民医院（雅安市第二人民医

院）　２９２

雨城区宗教界举办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庆典　３３０

雨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康藏路校区

　２７６

语言文字测试　２７０

预算执行审计　２４３

元旦小长假　２３０

园林绿化建设　１７６

Ｚ

在建工地监管　１７７

造纸制品业　１４８

招商引资　９９

招投标管理　２３９

侦查监督　１１５

征地拆迁安置　２５５

整体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实施

意见　６６

整治基层“微腐败”　９２

正规化建设　２６０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１３

政府采购　８１

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　８０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４２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９５

政府应急管理　７８

政银企对接平台　２０４

政治思想建设　４８

政治宣传教育　４１

支持产业发展投入　１９８

执法监督工作　１１３

执法维权　２５３

职工民主管理　１００

职工维权宣传　１００

职工文体活动　１０１

职业教育　２７１

职业农民、职业经理培育　１３５

职业培训　３３５

职业权益维护　１００

职业卫生监督　２９０

植树造林　１３９

指控犯罪　１１５

志愿服务活动　４９

制鞋业　１４８

质量强市　２５２

治安场所管理　１１４

智慧党建云平台建设　４３

智慧公诉　１１７

智慧食药监管建设　２５１

“中国百茶宴”百城巡演首发茶会在

雅安启动　３２２

中国兵装集团四川建安工业有限公

司　１４９

中国·大熊猫文化联盟成立大会

　２９９

中国电信雅安分公司　１９２

中国工商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７

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　１９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雅安市分行　２０７

中国农业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６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

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９

中国人民保险寿险雅安中心支公司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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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

安市分公司　２０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五医院　２９６

中国人民银行雅安市中心支行　２０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

分公司　２１０

中国人寿财险雅安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９

中国体彩捐赠体育器材　３４９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分公

司　１９３

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　１９２

中国银行雅安分行　２０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雅安市分行　２０８

中国中投证券雅安营业部　２１１

中恒天汽车集团（雅安）汽车有限公

司　１５６

中介服务　８１

中挪雅安项目　１７４

中秋、国庆主题公益电影放映　３２３

中秋小长假　２３１

中小河流治理　２１８

中小企业　１４６

中药材生产　１２９

中药监管　２５１

中医服务　２８８

重点行业安全监管　２４１

重阳节“夕阳美”文艺演出　３５２

重要决定　５２

重要决议　５２

周公山成雅安首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２２８

周六政务延时服务　８０

住房公积金管理　１８３

驻村帮扶保障机制建设　４３

专利申请、保护和运用　２７８

专题调研活动　１０６

专题宣讲活动　４９

专题学习　３３０

专项调查　２５５

自觉落实“两个维护”　９１

自然保护区　２１７

自然灾害概况　７４

自然灾害救助　３３１

自助服务　８０

组团参加省十三运会　３２４

组织建设　１０１

“最美家庭”获表彰　３４５

最美Ｇ３１８自然生态之旅　２３６

罪犯改造　１２０

作品展示　１０８


